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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国际比较项目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简称 ICP) 现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 且最为复杂

的国际统计活动。 1967-1970 年, 10 个国家已经联合开展了首轮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简

称 PPP) 的测算工作。 截至 2005 年, ICP 已开展了六轮, 参与国家的数量逐轮增加, 方法也不断改进。
2005 年 ICP 涉及来自非洲、 亚太区域、 独联体、 南美洲和西亚的 100 个国家, 以及欧盟统计局—OECD 中

参与国际比较的 46 个国家。 在理论和方法上, 2005 年 ICP 在前几轮的基础上进行了推陈出新。
前几轮 ICP 的经验教训使 2005 年轮 ICP 的一些技术方法有了明显改进, 而后续对 2005 年结果的数据

分析为 2011 年轮 ICP 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本书对 PPP 测算和实际支出的统计理论和方法、 2005 年轮 ICP 所做的选择, 以及从 2011 年轮 ICP 改

进方法中获得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回顾。 通过揭示测算工作所依据的理论、 概念和方法, 增强了 2011 年

ICP 执行过程的透明度, 使那些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人和用户能够充分了解测算结果的优势、 局限和潜在

的假设。 本书还包含了有关 2005 年轮 ICP 数据用途的几个章节。 这些数据用途意义重大, 因为它使 ICP
所服务的范围拓宽到贫困规模的估计和全球经济形势的分析之中。

在世界范围内, 还没有其他任何一项统计项目像 ICP 一样需要国家、 区域和国际组织之间进行如此

大规模的合作。 ICP 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国家统计机构的全力支持。 各国家统计机构所承担的工

作包括提供测算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所有细分项所需的价格数据和其他数据, 以及将 GDP 拆分至各

细分项的数据。
我谨代表世界银行和 ICP 执行委员会, 感谢所有为本书做出贡献的人, 因篇幅有限, 无法在此详细

列举出所有人员, 在随后的 “致谢” 部分列出了许多致谢对象。 这里要特别感谢两个专门团队所作的贡

献: 一个是 ICP 技术咨询组 (本书许多作者位列其中), 书中的许多内容来自该团队的结果讨论; 另一个

是隶属于世界银行的全球办公室, 该部门为书中许多章节提供了专业的数据分析方法, 对本书编制的完

善作出了贡献。
最后, 感谢所有参与本书创作的人, 非常感谢你们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世界银行开发数据局局长

Shaida
 

Badi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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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FREDERIC

 

A. VOGEL

2005 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ICP) 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 最复杂的国际统计项目, 共 146 个国家提供

了用以测算购买力平价 (PPP) 的数千种规格品价格和相关数据, 以将各国 GDP 及分类数据用全球统一

货币进行转换并用其表示。 在经济与统计理论的基础上, 根据 PPP 的测算结果和物量指数对各国进行合

理比较。 自 20 世纪 60 年代 ICP 持续的进行以来, 参与国家数量逐轮增加, 方法也不断创新。 同时, 每一

轮的结果又为下一轮 ICP 引入的新理论和方法提供基础架构。
本书介绍了 2005 年轮 ICP 面临的难题, 为解决这些难题而开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以及可应用于未

来 ICP 的经验教训。 本书力图在介绍 ICP 理论、 方法以及实施困难等方面确保其透明性。 本书作者则基于

所获得的 146 个参与国家的基本分类 PPP 及支出数据资料, 在各章里进行了相关分析。
本书涉及世界六个地理区域 ICP 实施情况, 2005 年轮 ICP 涉及非洲、 亚太区域、 独联体、 南美洲和

西亚等五个区域, 尽管欧盟统计局 (即欧洲联盟统计办公室)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联合开展

了本区域的 PPP 项目, 但是欧盟统计局—OECD 的 PPP 项目和全球 ICP 相互协调, 其测算结果全部都纳

入全球统计结果之中, 所以欧盟统计局—OECD 国际比较项目中所涉地区在本书中被视为第六大地理区

域。 同样地, ICP 既涵盖国家, 又包括经济体, 整本书所提的 “国家” 指的即是这两者。

什么是购买力平价?

简单来说, 购买力平价 (PPP) 是一种价格比率。 例如,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 PPP 是通过比较

居民购买的产品价格而得到的。 为确保采价规格品的可比性, 对各个产品的特征必须进行详细界定。
本摘要将通过表 1 所示的数据实例来阐述 ICP 中所涉及的概念和方法。 表 1 所示的实例1 为大米这一

基本分类下的三种规格品在四个国家的价格。 埃及与英国带包装的长粒大米的 PPP 等于以埃及本币 (埃

及镑或 LE) 计价的平均价格除以以英国英镑 (￡ ) 计价的平均价格。 价格比 7. 54 的含义为, 对于一定

数量的长粒大米, 在埃及市场购买需 7. 54 埃及镑, 而在英国市场购买需 1 英镑。 同样地, 对于相同数量

的散装长粒大米而言, 在埃及市场购买需 3. 3 埃及镑, 而在英国市场购买需 1 英镑。
如表 1 所示, 不同规格品的相对价格 (即产品 PPP) 有所不同。 因此, 对大米基本分类下的不同规

格品 PPP 进行平均可以得到大米的基本分类 PPP, 其简单几何平均值即为双边 PPP。 在实际计算中, 通

常计算的是多边 PPP, 这就要将所有国家的相对价格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后面部分将会对该问题作进

一步阐述。
由于购买规格品的数量不作为计算基本分类 PPP 的权重, 故在计算基本分类 PPP 时各规格品将被平

等对待。 但是, 由于基本分类的支出额是可获得的, 故其将被作为权重用于将基本分类 PPP 汇总至大类,
例如食品类, 随后将再次使用权重将大类 PPP 汇总至 GDP 一级。 表 2 显示了食品大类的部分基本分类

PPP 以及食品的平均 PPP。 表中食品 PPP 的含义为, 对于一定数量的食品而言, 埃及市场购买需 4. 22 埃

及镑, 而在英国市场购买需 1 英镑。 更重要的是, 埃及食品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可以用埃及镑除以 PPP
(4. 22) 换算成英镑, 其他国家的食品支出也可以用它们除以各自的 PPP 换算成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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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米基本分类下部分国家规格品的本币价格与英镑的比率

大米基本分类

埃及/英国 爱沙尼亚/英国 菲律宾/英国 英国

国内价格
相对于英
国的PPP

国内价格
相对于英
国的PPP

国内价格
相对于英
国的PPP

国内价格 PPP

带包装长粒大米 5.51 7.54 11.59 15.87 32.73 44.83 0.73 1.00

散装长粒大米 3.47 3.30 23.35 22.23 1.05 1.00

印度长粒大米 5.69 5.69 45.68 20.48 2.23 1.00

双边PPP (几何平均数) 5.22 18.02 31.56 1.00

多边PPP 4.80 19.98 33.36 1.00

汇率 10.12 22.78 90.87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译者注:本表黑色加粗斜体部分印度长谷稻米埃及相对于英国的PPP为5.69在英文原稿中疑有误,由此导致本表中经由此数据推导

出来的埃及与英国之间大米的双边PPP和多边PPP均有误。此外,本书后续表格中有部分表格因沿用此错误的原始数据,亦导致推算数据
有误。

表2 部分国家的一些基本分类PPP (英国=1.00)

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PPP (英国=1.00)

埃及/英国 爱沙尼亚/英国 菲律宾/英国 英国

大米 4.80 19.98 33.36 1.00

其他谷物 7.12 18.46 95.28 1.00

面包 6.80 15.98 60.73 1.00

牛肉和小牛肉 4.60 10.60 31.22 1.00

…29个基本分类

食品类PPP 4.22 14.67 47.32 1.00

汇率 10.12 22.78 90.87 1.00

价格水平指数 0.42 0.64 0.52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价格水平指数 (PLI)是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用PPP除以汇率即可得出。如果PLI小于1.0,则

表示规格品或总量相对便宜。此外,PLI还是测算名义支出 (基于汇率)与实际支出 (基于PPP)之比的

一项指标。表2中食品的价格水平指数表明,埃及、爱沙尼亚和菲律宾市场的食品售价较为低廉,这些国

家食品的名义支出分别是实际支出的0.42、0.64和0.52。
GDP一级的PPP是通过收集1000多种规格品的价格以计算各汇总层级PPP而得到的,如住房、政

府消费、建筑品等,这些总类将首先计算其基本分类PPP,然后对其进行平均得到GDP一级的PPP。各

层级直至GDP一级的PPP仅仅是汇率的一种形式,用以将本币表示的支出额转换成统一的货币单位。尽

管说起来简单,但计算PPP所依据的统计和经济理论非常复杂,第4、5和6章将会对其进行详细介绍,
在摘要的后面部分也给出了简要总结。

PPP的应用

以PPP计算的支出额可以直接比较人均支出等福利指标,因为它们是以同一货币表示,类似地比较

也可在各大总类中进行,例如医疗、教育、住房、政府消费和GDP。居民消费PPP是制定国际贫困线的

主要依据,而国际贫困线是推动世界发展工作的主要动力。通过将具有不同经济增长速度的国家进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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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水平和人均支出比较,以指导本国的发展政策。基于PPP计算的支出可以将不同分项进行跨国比较。
例如,2005年轮ICP的结果表明,中国建筑品的实际支出在全球实际总支出中占29%。
PPP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贫困评估 (参见第20、21章)。由于各国购买力的差异,各国的国家贫困

评估结果有所不同。因此,按PPP制定的国际贫困线,能够使各国贫困线的实际值不变。按1.25国际元

表示的国际贫困线可以使用PPP转换为各国贫困线水平,然后通过居民调查数据就可以计算出人均消费

低于贫困线的人数。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用按PPP计算的GDP及其各部分总量数据对国际价格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参见第22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采用按PPP计算的GDP来确定各成员国的会费配额 (参见第23章)。该

配额不仅决定了各国向IMF缴纳的会费份额,还决定了各国可以从IMF获得的融资额度,并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各国在IMF决策方面的投票权。此外,IMF还在 《世界经济展望》中采用按PPP计算的GDP
 

数据来估算区域和全球的产出和经济增长量。
其他组织和研究人员则基于PPP对各领域 (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和生产率进行国际比较。

这些比较是对GDP或其支出项进行比较的有益补充 (参见第24章)。

为什么不使用汇率?

人们经常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汇率不反映GDP构成项之间的价格水平差异。例如,表2显示了食

品大类中部分基本分类的价格水平变化。表3显示了巴西和印度GDP和主要总量的价格水平指数。如果

使用汇率对GDP各总量支出进行价格缩减,其缩减的数值都相同且未考虑价格水平差异,那么人均支出

的跨国比较将无法反映出相对价格的差异。其次,按PPP计算的数据可以直接进行比较。表3显示两国

的医疗卫生价格水平指数远低于食品价格水平指数。价格水平指数还揭示出使用汇率法而非PPP缩减的

医疗卫生支出的差异。换句话说,巴西和印度基于汇率转换的名义支出分别为基于PPP的实际支出的

55%和13%。

PPP的测算步骤

国际比较项目工作有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概念框架,由构成GDP的国民核算体系决定。第二

部分为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的全国年平均价格、数量或物量数据,产品篮子在国家间应具有可比性,并对

于一国的购买模式来说具有代表性。第三部分为按照以下层级顺序的PPP计算方法:规格品、基本分类、
GDP大类和GDP。

表3 巴西和印度主要总量的价格水平指数

价格水平指数 (主要大类的世界水平=100)

GDP 食品 医疗卫生 教育 政府消费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巴西 69 77 55 78 62 76

印度 41 53 13 16 35 48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这三大组成部分是在一个管理结构下进行的,在这个结构下,国家按照区域分组,且每个区域都有

一个协调机构。位于世界银行的ICP全球办公室将负责区域间的全面协调,以及与欧盟统计局—OECD
国际比较项目的协调 (参见第2章)。

图1为计算PPP的步骤一览图,计算的起点为GDP,衡量经济活动的最佳做法是依据 《国民核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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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1993》,它是ICP工作的框架 (参见第3章)。GDP支出被细分为155个基本分类,这些基本分类是用

来估算PPP的基础。基本分类是将采价规格品分组后形成的分类,是估算支出所需要 (GDP拆分)的最

低层级。将GDP作为ICP概念框架的核心要素意味着采集到的价格必须与国民账户中的基础值相一致。
规格品价格必须是全国年度平均价格,而且基本上是包括了税收和其他费用在内的购买者价格。

图1 国际比较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ICP。

注:GEKS=Gini-Élteto-Koves-Szulc法。

基本分类分为三大主要类别。第一类是消费者从各种市场中购买的规格品组成的类别,这些基本分

类的价格经由市场调查等方式获得。第二类是由 “难以比较的基本分类”构成,因为该基本分类中的用

于估算PPP的数据较难收集,其中包括住房租金、医疗卫生、教育、政府职务报酬、建筑品以及设备。
第三类是指价格数据无法获取或获取成本过于高昂的基本分类,该基本分类的PPP是通过其他基本分类

PPP(参考PPP)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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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估算中的基本概念

上节概述了PPP估算所需数据的采集和审核步骤。本部分将回顾PPP估算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也是

下一节的主题。
计算基本分类PPP的方法有多种,可以采用相关规格品价格或仅采用规格品PPP进行计算,每一种

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许多方法可以将基本分类PPP平均至总量,再到GDP一级。
第一步是估算基本分类PPP。一国与英国的双边PPP仅仅是规格品PPP的几何平均值,如表1所

示,对于爱沙尼亚来说等于18.02。同理,任意两个国家的PPP均可以直接计算。例如,埃及与爱沙尼亚

价格比率的几何平均值为0.243,其PPP也可以通过其各自与英国的PPP为基础来间接计算,即5.22/
18.02=0.289,也可通过将埃及和菲律宾的PPP除以爱沙尼亚和菲律宾的PPP来间接计算。假如需要比

较n个国家,则任意两个国家可测得一项PPP,两个相同国家之间的n-1个PPP可通过基准国间接测得。
在不同情况下,计算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以下内容揭示了测算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多边PPP的方法,

即应用几何平均法计算的直接PPP和间接法PPP。在表1中,埃及与英国之间的PPP从5.22 (双边

PPP)到多边计算的4.80(多边PPP)不等。这说明任何两个国家的PPP受各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

PPP的影响,同时还说明如果参与比较的国家有变化,那么任何两个国家的PPP也会发生变化。如表1
所示,不是所有国家都对每一种规格品进行采价。以下章节介绍了基本分类PPP的多种估算方法。如果

每个国家都对全部规格品进行采价,那么这些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
在方法的选取过程中,需要遵循若干特性。多边PPP的计算结果满足两种特性,即传递性和基国不

变性。传递性意味着无论直接计算还是通过第三国间接计算,任何两个国家的PPP应该是相同的。PPP
需要具备的第二项特性是基国不变性,指的是无论选择哪个国家作为基准国,任何两个国家的PPP都应

保持不变。对此,较为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对直接PPP和间接PPP进行几何平均。
表1中所示的基本分类PPP是在不考虑权重的情况下计算得到的相对价格平均值,这也就说明对每

种规格品给予了同等程度的考虑。但实际情况是,每种规格品所占的支出份额不同。例如,散装长粒大

米的价格比印度长谷稻米便宜。很可能是因为在埃及和菲律宾,散装长粒大米的购买量远远超过带包装

长粒大米和印度长谷稻米,而在爱沙尼亚和英国,带包装长粒大米则是这两种当中最畅销的。由于拥有

最大支出的规格品售价可能最低,因此如果能够引入某种形式的加权,则可改进估算结果的质量。代表

性的概念就此引入,在2005年轮ICP中此概念被欧盟统计局—OECD和独联体所采用,其他地区也在

试行。
代表性产品指的是居民经常购买的产品,且售价与基本分类中所有规格品的价格水平相一致的一类

产品。如第4章所述,该分类可以作为测算基本分类PPP过程中使用的一种加权形式。ICP所涉区域的

大多数国家难以应用此概念,尤其是价格水平的含义。为了简化2011年规格品分类,ICP采用了一个更

为简单的概念,即重要性。每个国家都需要依据专家判断法来决定所占支出份额最大的产品类别。这为

重要规格品引入了简单的权重,该权重用于估算基本分类PPP。
基本分类支出的权重用于将基本分类汇总至总量层级的平均方法中。例如,食品大类包含29个基本

分类。在表2中,埃及和英国的基本分类PPP一栏中列示了两组权重,即埃及的支出份额以及英国的支

出份额。决定指数选择方法的另一个基本概念是同等地考虑各国。因此,首先依据埃及的权重 (拉氏指

数,Laspeyres
 

index)计算基本分类PPP,然后再采用英国的权重 (帕氏指数,Paasche
 

index)计算基本

分类PPP。两种指数均算得埃及和英国的PPP,从而得出它们的几何平均数。计算结果为费雪指数。如

第5章所述,这是一种超越多边指数,该指数与国家间的经济规模比较相一致。就每对国家而言,多边

PPP是将直接和间接的费雪指数进行几何平均而得到。尽管该方法不符合可加性的需求,但2005年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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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比较项目仍采用了这种方法。
可加性指的是,例如,各食品基本分类 (以本币计量)除以各自的PPP之和应等于食品支出 (以本

币计量)除以食品大类的PPP。按PPP计算的GDP主要总量支出之和应等于通过GDP除以PPP而得到

的实际支出。然而,对各国给予同等程度考虑的要求使计算结果不具备可加性。由于2005年轮ICP所使

用的方法不具备可加性,使全球实际GDP比各总量实际支出之和少了大约两个百分点。这一差距在国家

层面要大许多倍。但是,各汇总层级的结果与有效的经济比较是一致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缩小了双边

PPP与多边PPP之间的差距。
可加性方法虽然可取,但其缺点是为相对价格较高且较为发达的国家赋予了较大的权重,致使贫穷

国家的实际支出增加,与双边PPP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固定性是决定计算方法的另一个概念。它是指当一个区域与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组合后,则这个区域

内的任何两个国家的相对物量值 (实际支出比率)仍保持不变。当在一个区域测度结果,并随后将区域

货币转换为全球统一货币时,这一概念将非常重要。

区域内PPP的估算

如图1所示,同一区域内国家间PPP的估算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估算基本分类PPP,第二步是

取平均值或者使用ICP术语可表示为,基于支出权重将各国的基本分类PPP加总至大类和GDP一级。如

前所述,每一阶段汇总的基本要求是,所测算的PPP需具备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

从规格品PPP到基本分类

本部分简要概述了第4章中提及的内容,并对摘要中表1的内容进行扩充。表1所示各国的双边PPP
是Jevons指数的一种形式。如果表1的内容是完整的,即每个国家均对所有规格品进行采价,那么双边

PPP将具备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
但实际情况是,不可能每个国家都对所有的规格品进行采价。ICP采用两种基本方法计算基本分类

PPP。第一种方法以Jevons指数和GEKS法为基础,旨在将双边PPP转变为多边PPP,并使其具备传递

性和基国不变性。GEKS法依据间接获得的n-1个PPP数据来计算任何两个国家间直接PPP的平均值。
第二种方法是采用国家产品虚拟法 (CPD)回归模型,该方法仅需一步即可测算出具备传递性和基国不变

性的PPP。
如前所述,这两种方法对每种产品给予了同等重要程度的考虑,而忽略其相对支出份额。鉴于此,

我们引入了代表性和重要性的概念。
表4再次列出了表1中埃及和英国的代表性产品数据。其中,英国基本分类中的代表性产品是带包装

长粒大米,而埃及是散装长粒大米。使用该信息计算基本分类PPP的方法有两种,首先仅依据埃及的代

表性产品计算埃及和英国之间的PPP,然后再采用英国的代表性产品计算埃及和英国之间的PPP,两国

的双边PPP则是这两个PPP的几何平均数。但是即使两国均提供了巴斯马蒂香米的价格,但并未被看作

是代表性产品,所以其价格数据并未在进行国家间比较时应用。使用GEKS*法算得到的双边PPP具备传

递性和基国不变性。该方法在欧盟统计局—OECD国际比较项目和独联体地区应用。当代表性变量被引

入时,则使用GEKS*法而非GEKS法。
2005年轮ICP的其他地区试图采用国家代表性产品虚拟法 (CPRD),将代表性作为一个变量纳入回

归分析。然而,由于此概念的应用需要对价格水平和相对支出进行判断,但各国无法一致地提供代表性

代码,因此,除欧盟统计局—OECD和独联体以外的其他四大区域没有采用此概念。2011年轮ICP对此

概念进行了简化,重要性分类仅用于表明预期支出最大的规格品。鉴于重要性分类是基于对支出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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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2011年轮ICP采用了加权国家产品虚拟法 (CPD-W),该方法中,重要产品被赋予的权重大于2。

表4 考虑代表性产品和非代表性产品的PPP估算

大米基本分类
埃及

全国价格
英国

全国价格
埃及*/英国 埃及/英国*

带包装长粒大米 5.51 0.73* 7.54

散装长粒大米 3.47* 1.05 3.30

印度长谷稻米 5.69 2.23

几何平均数 3.30 7.54

双边PPP 4.98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星号 (*)表示在基本分类价格结构中具有代表性和较频繁购买的产品。

表5显示了可用于测算基本分类PPP的方法。如果各国对所有产品进行采价且不考虑代表性或重要

性分类,那么Jevons法、Jevons-GEKS法以及CPD法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但是,由于表4所说明的基

本原因,GEKS*法与CPRD法或CPD-W法的计算结果会有所差异。表4中,印度长谷稻米在任何国家

中都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在利用Jevons-GEKS法计算一组国家的PPP时将不使用该数据。然而,CPRD
法和CPD-W法的回归分析中包含了全部数据,因此在价格矩阵不完整的情况下显得更为稳健。

对2005年轮ICP的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到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必须对规格品进行某种分类,使被广泛

购买的产品比其他采价规格品有更高的权重。2011年ICP各大区域采用了前面所述的 “重要性”分类,
同时运用CPD-W法测算基本分类PPP。

表5 基本分类PPP的测算方法

基本分类PPP的测算方法

Jevons指数法 Jevons-GEKS法 CPD法 Jevons-GEKS*法 CPRD法 CPD-W法

特性
具备传递性和基国
不变性,全矩阵

具有传递性和基国
不变性的多边方
法,非全矩阵。

具有传递性和基国
不变性的多边方
法,非全矩阵。

对代表性产品使用
隐含权重。所得结
果具有传递性和基
国不变性。

对代表性产品使用
隐含权重。所得结
果具有传递性和基
国不变性。

对 “重要”产品使
用具体权重。所得
结果具有传递性和
基国不变性。

  资料来源:ICP。
注:GEKS=Gini—Elteto-Koves-Szulc法、CPD=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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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my(国家代表性产品虚拟法)、CPD-W=Country
 

Product
 

Dummy-Weighted(加权国家产品虚拟法)。

从基本分类到主要总量再到GDP

本书第5章将全面回顾将基本分类PPP汇总到GDP一级的各种不同方法及特性。由于支出权重在每

个国家都可得,测算中需要的基础数据是区域内各国155个基本分类PPP矩阵和按各国本币计量的基本

分类支出所组成的矩阵。
第5章探讨了三种方法。六大区域中的五大区域采用了GEKS法,任意两个国家间的基本分类PPP

具有两个权重,每个国家一个权重。因此,可相应采用两个国家各自的权重,对基本分类PPP进行加权

平均,得出基本分类PPP。前面所描述的GEKS法将在计算过程中用到费雪指数,即上述加权平均数的

几何平均,该指数具有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GEKS法的优点是对各个国家给予了同等程度的考虑,缺点

是计算结果不具备可加性。
ICP曾用过两种满足可加性的方法,即GK法和

 

Iklé-Dikhanov-Balk(IDB)法,但它们得到的结果

与各国间经济效用的对比情况并不一致。此外,规模较大的国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较大。倘若较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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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价格水平较高,就会高估贫困国或小国的价格水平。相比GK法,IDB法产生的大国效应要小一

些。2005年轮ICP,除非洲以外的所有区域均采用了GEKS法,而考虑到结果具备可加性的重要性,非

洲采用了IDB法 (有关方法的特点的介绍可参见第5章内容)。
GEKS法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相对价格相差很大的国家往往与那些发展阶段

和价格水平相近的国家一样,被赋予相同的权重信息。对此,第5章对最小间隔树 (MST)法进行了探

讨,该方法将结构非常相似的国家进行双边比较,再进一步将其组合成为多边比较。这种方法虽然可对

未来作出重要的预期,但仍然包含了一些较为主观的方面,建议对该方法进一步开展分析和研究工作。
因此,2011年轮ICP主要采用GEKS法将基本分类PPP汇总至GDP一级。

从区域内PPP到全球基本分类PPP

如图1所示,在此阶段,六大区域中的每个区域都有一组PPP和相关指数,并都以该区域的某个国

家的货币单位来计价。每个区域内,各汇总层级PPP和GDP一级PPP均具备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但

是,在此阶段无法计算出处于不同区域的两个国家PPP。因此,最后一步是将区域内PPP转换成用全球

统一的货币表示。其中要求仍不变,全球PPP应满足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此外,还应该遵循固定性的

原则。简单说就是,在转换成全球统一货币之后,区域比较中的任意两个国家间的相对物量应保持不变。
此概念适用于从基本分类到GDP的各个级别。
2005年轮ICP引入的新方法符合上述所有要求,在第6章和第8章中将对其予以介绍。为了将区域

内PPP转换为全球统一货币,则需要计算两组PPP数据。第一组是每个区域内各国的PPP;第二组是六

个区域间PPP或各基本分类的链接因子,其中一个区域作为基准区域,其区域间PPP等于1。
在2005年轮ICP中,居民消费的区域间PPP是基于18个国家采集的价格数据而计算的 (简称环国

清单,后面将对其进行简要介绍),其中包括六个非洲国家、四个亚太国家、四个欧盟统计局—OECD国

家、两个西亚国家以及两个南美洲国家。每个环国均提供了各基本分类下的环国清单规格品价格数据,
及其以区域货币表示的区域内PPP。将各国的环国清单规格品价格除以区域PPP,得出以区域基准货币

表示的各国 “环”价格。每个基本分类均有一组由五个2采用区域基准货币计价的价格数据。CPD模型将

各区域的价格视为国家价格,该模型提供了一组反映各区域不同基本分类相对价格的PPP数据 (区域间

PPP或链接因子)。这些链接因子具备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
第11-16章介绍了医疗、教育、政府消费、建筑品、机械设备等基本分类的链接过程。由于各地区均

采用同一套规格品描述,因此,除住房租金外,计算区域间PPP所用的数据与用于区域比较的所有基本

分类的数据是相同的。住房租金的区域间PPP是依据各区域内众多国家的住房物量进行计算的,而区域

内PPP虽然在各国的测算方法不同,但均采用数量法进行链接。
各区域的基本分类链接因子是标量,旨在将区域内的基本分类PPP转换成全球统一货币。由于各国

的区域内基本分类PPP是与相同的区域间基本分类链接因子相乘,因此,可以很好地满足固定性原则。
其计算结果是一个由146个国家和155个基本分类PPP组成的矩阵,相对同一基准国而言,该矩阵满足

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
2011年轮ICP采用的方法与上一轮类似,但在链接方法和汇总方法方面有所改进。与之前仅部分国

家对庞大的 “环”清单进行采价不同,这次所有国家将对一组较少的全球核心产品进行采价。2005年轮

ICP的分析结果表明,与规格品价格水平的变动程度相比,国家间的价格水平变动更大。换句话说,为了

进行区域链接,需要更多的国家就更少的规格品进行采价。由此界定了一组全球核心产品,同时这组产

品也将用于区域价格比较。全球核心产品价格将采用之前提及的两步过程进行计算:首先,测算区域间

基本分类PPP;再运用这些数据将区域内PPP换算成全球统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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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轮ICP没有将代表性概念运用于 “环”价格中。但鉴于世界经济的多样性,有必要在所有全

球核心产品中引入重要性分类的概念。尽管各国能够对大量的核心产品进行采价,但所有国家几乎不会

具有同样的价格水平和相对支出。某些国家常见的产品可能会出现在其他国家的精品店以更高的价格买

到;为了避免区域间PPP价格水平出现上偏现象,有必要引入重要性分类的概念,此概念将在应用区域

和全球核心产品价格水平时引入。区域间PPP采用CPD-W法计算。

将全球PPP汇总 (平均)到更高层级直至GDP一级

2005年轮ICP在这一阶段,得到了五个区域155个基本分类的链接因子矩阵,以及各国支出加总

乘以区域基准国货币的区域总值。在2005年轮ICP中,区域间基本分类PPP或链接因子采用GEKS法

汇总至GDP或其他总量PPP。与基本分类层级一样,各级汇总的链接因子乘以同一级的各国区域内

PPP,可将区域PPP换算成全球统一货币表示,这一步骤则为了保证各级汇总数据的固定性。然而,
后续分析将表明各个汇总层级的链接因子不具备基国不变性,也就是说,它们与所选择的区域基准国

密切相关。
出于上述原因,2011年轮ICP开展了全球汇总工作。全球汇总工作需要的数据包括基本分类一级的

链接结果,这些数据能够提供一个180多个国家155个基本分类和支出的矩阵。对整个矩阵采用GEKS
法进行全球汇总可以直接测算出一套以全球基准国为基准的GDP各构成项的PPP数据以及GDP一级的

PPP数据,而所求得的以全球统一货币表示的各国支出将用来进行汇总,得到各区域总支出。该区域总

支出将分配至区域内的各个国家,以确保区域内结果满足固定性。

从市场调查采价获得的基本分类

在155个基本分类中,大约100个基本分类是通过市场调查而得到的,这些基本分类约占全球GDP
的60% (参见第7章和第8章)。各区域决定这些基本分类中需要采价的规格品,同时采用结构化产品描

述来编制产品规格说明。结构化产品描述是2005年轮ICP引入的一种新方法,旨在通过系统和一致的方

式对产品进行描述。在区域概念下,需要采价的商品和服务可以选择该区域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尽

管这种方法对同一区域内的国家 (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提供了最合理的比较方式,但它无法将这些国

家与巴西或美国进行比较。出于这个原因,2005年轮ICP采用了 “环国法”。
环国法指的是编制一份包含各地区采价产品的综合清单。除了各自区域清单中的所列产品,18个国

家 (其中包含一个经济体,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ICP参与区域及欧盟统计局—OECD项目对

“环”产品进行了采价。各国提供了区域产品的国家年平均价格,环国也提供了 “环”产品的价格。各区

域则使用区域清单中的价格计算各国的区域内基本分类PPP,然后采用这些区域内基本分类PPP,将

“环”价格缩减为五组区域价格,再由此测算区域间PPP。这些区域间PPP本质上是标量,用以将各国的

区域内基本分类PPP转化为用全球统一货币表示。

数据审核

价格和其他数据的审核首先在国家层面开展 (参见第9章和第10章)。该步骤是为了确保相同的产品

能够在一国的不同销售点进行采价。随后,数据审核将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开展,主要目的是确保相同的

产品在不同国家间进行采价。在2005年轮ICP中,各个层级数据审核首先利用PPP将每一基本分类的价

格换算成全球统一货币表示。同时采用两种方法:欧盟统计局—OECD比较项目中的 “Quaranta表”和

世界银行发明的 “Dikhanov表”。在识别异常值方面,“Quaranta表”包括对汇率和PPP异常值的识别。
“Dikhanov表”除了对基本分类内的数据进行审查之外,还审查基本分类之间的数据。由于各国会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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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数据中的异常值进行修订或移除,使得基本分类PPP会随之发生变化,因而上述两种方法在实施过

程中均需要反复进行。在2005年轮ICP中,区域价格的数据按区域逐个进行审核,而全球办公室审核

“环”价格的调查数据。
由于各区域先发布自己的结果,所以在测算链接因子和汇总全球数据的过程中,必须将区域内基本

分类数据作为下一步计算的基础数据。后面的分析表明,在审核和测算全球链接因子的过程中,需要再

次对区域基本分类PPP数据进行审核 (参见第9章和第10章)。因此,在确定全球最终结果之前,各区

域结果将一直接受审核。

难以比较的基本分类

难以比较的基本分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需要采价或数据收集的全球规格品说明已经有了定义,但

各区域还需编制自己的产品清单,以便对规格品价格进行市场调查。
医疗卫生与教育

比较国家间医疗卫生与教育遇到的难题在于,各国在向其公民提供医疗卫生与教育的商品和服务方

面体制不同 (参见第11章)。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医疗卫生与教育是由政府与个人服务共同提供的。因

此,医疗总量的PPP包含7个居民消费基本分类和12个由政府提供的个人消费基本分类;而教育包含1
个居民消费基本分类和6个由政府提供的个人消费支出基本分类。居民消费医疗卫生基本分类的采价对象

包括医药产品、医疗器械及设备、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以及其他医疗产品。政府医疗卫生福利的基本分

类采集相同产品的价格。对于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基本分类而言,假设政府的产出值等于支

付雇员报酬的投入成本。利用政府职务报酬测算PPP的传统方法所存在的问题会随着使用技术的发展而

有所加剧,该方法忽略了技术使用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

2005年轮ICP的执行过程中,对消费者所购买的医疗卫生和私人教育商品与服务进行了采价,同时

从特定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中选定若干职业计算平均工资。ICP三大区域首次使用了生产率调整

法,即按照各国之间生产率的差异对职务报酬PPP进行调整。
居民的自有住房租金

居民住房支出包括市场出租住房租金、非市场出租住房和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 (参见第12章)。虚拟

租金的方法使得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准备工作和住房类PPP的测算工作变得复杂。因此,由于出租与自

有住房各种情况,想要比较各国之间的住房情况是比较困难的。在2005年轮ICP中,共采用三种不同的

方法对住房类PPP进行计算。当租赁市场的规模相当庞大时,出租情况调查按照住房的大小和房屋类型

提供平均租赁率,也以此为基础估算自有住房的PPP。然而,由于许多国家的租赁市场不足以提供数据

来虚拟计算自有住房PPP。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优先选择基于支出=价格×数量得出的关系,推导出

PPP。这里的价格=支出/数量。因此,国家间按推导价格得出的比率即为间接法PPP。鉴于住房数量进

行质量调整后,住房总数量 (如基于住房调查和普查得出的建筑结构、房间数,以及建筑面积)按照数

量进行度量,故被称为数量法。欧盟统计局—OECD项目所涉的一些国家,以及独联体和南美洲均采用

了上述方法。这是因为这些区域的租赁市场规模过小,无法利用租金数据来虚拟估算自有住房租金。由

于非洲和亚洲存在类似的租赁市场规模缺陷,故其也尝试了数量法,但得到的结果不太可靠。因此,非

洲和亚太区域的住房PPP将利用居民个人消费支出 (不包括住房)的PPP进行虚拟估算,这意味着住房

PPP可能不能反映这些国家的真实物量。
数据使用者尤其是开展贫困分析的人,对非洲和亚太区域使用的方法感到十分不满。因而在2011年

轮ICP中,各方加倍努力确保各国的住房PPP均以住房租金和数量为基础。第12章将详细解释在2005
年轮ICP阶段如何采用一组代表各区域的物量数据,来对区域内住房PPP进行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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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品

与ICP的其他项目一样,各国建筑品间的比较仍依赖于可比性的概念 (参见第13章)。建筑品问题

十分特殊,因为大部分建筑品的产出都具有唯一性。不同国家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办公楼、桥梁、公路

或水坝。为此,方法之一是以投入价格为基础进行比较,投入包括材料、劳动力和设备租用,每种投入

均可进行描述,使其产生的成本在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而使用投入成本进行比较的主要问题是,各国

的生产率、利润和间接成本在每个国家的相对大小被假定是相同的。
产出采价法需要构建一个具有详细规格描述的模型建筑或土木工程项目。各国建筑品领域的专家应

邀对建筑品产出进行报价,该产出价格考虑了生产率和其他组成部分 (例如利润和间接费用)的差异,
其不足之处在于,创建规格品再对其进行采价的过程耗资巨大。欧盟统计局—OECD国际比较项目采用

了这种方法,但对于ICP所涉区域而言,这种方法太过昂贵。
2005年轮ICP采用建筑构件篮子 (BOCC)法对建筑品的价格进行比较。该方法旨在对各国一系列

常见的主要建筑规格品和基本投入进行采价,且针对建筑规格品 (例如立柱浮箱、劳动力、材料以及设

备成本)编制了详细的规格说明。此外,还获取固定数量的水泥或一定数量的钢筋等基本投入成本。由

于构件价格包含劳动力、材料和设备,它们均符合产出价格的要求 (仍然不包括利润和间接费用)。这种

方法的问题在于,将各构件组合到一起需要一组复杂的权重,然而大多数国家很难做到。
2011年轮ICP,按照详细的规格说明对38种不同的材料、7种劳动力和5种设备进行采价,然后计

算材料、劳动力和设备这三个大类的PPP。各国需提供权重,该权重旨在说明住宅建筑、非住宅建筑和

土木工程等基本分类下材料、劳动力和设备的相对份额,从而汇总这三类PPP以测算各自的基本分

类PPP。
机械设备

在2005年ICP中,机械设备的采价步骤与居民消费规格品和服务相似 (参见第14章)。针对不同类

型的设备制定了结构化产品描述,并以此作为产品描述的基础,以便对各国之间的可比产品进行采价。
主要区别是,产品描述极具技术性,同时涉及多种特征,例如扭矩、功率和起重能力。因此,比较项目

需要外部专家协助开展采价工作,从而确保所购买的产品在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
此外,鉴于在描述定价特征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故在全球层面选定108个规格品,ICP各区域均需对

这组产品进行采价。其中某些设备是专门为某个区域而制定的,因此具有特殊性,例如,海上船只、石

油平台以及发电厂。由于采价对象被界定为大批量生产的标准商品,因而各区域未对上述规格品进行采

价。2005年编制的一套全球规格说明更新后将在2011年轮ICP使用。
政府服务

如前文所述,2005年轮ICP将政府职务报酬作为政府产出的价值测度,进而对各国之间的政府服务

进行比较 (参见第15章)。根据各职业所做工作,规格品说明中对50种不同的政府职务进行了详细描述。
每个国家均需提供各职位的年度总薪酬,包括福利工资及雇员缴纳的保险和养老金,所提供的雇员报酬

将被视为全国平均价格,并以此计算出相应的PPP。另外如前所述,在非洲、亚太以及西亚地区,其所

提交的平均工资是经过生产率调整后的雇员报酬。鉴于这是首次采用生产率调整法,本书第16章专门对

此进行了介绍。由于一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过低,它们的实际支出水平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进行生产率调

整尤为必要。但生产率调整的前提假设是,每位工人的产出可能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而增加。
2011年轮ICP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生产率作出调整还是收集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的产出测算数据

以测算PPP,例如,医护人员的数量,或其他医疗卫生产出,学生数量和考试成绩等。由于PPP需要进

行区域链接,那么如果各区域采用不同的测算方法,则情况将会更加复杂。争论结果之一是,所有国家

将提供同一组职位的雇员报酬数据,这些数据将用于基本分类和大类的全球汇总,从而可以一次性计算

出区域和全球PPP以及实际支出。如果某区域更倾向于选择不同的方法测算区域内PPP (这是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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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么从全球汇总数据中得到的全球支出的各区域支出份额将被分配至相应国家,以维持计算结果在

区域内的固定性。

基本分类PPP的估算

多种不同的原因可能导致PPP需要进行估算 (参见第17章)。其中之一是没有好的方法用于比较各

国之间政府基本分类数据,例如中介服务、营业盈余总额、生产税净额以及销售收入。居民消费还包括

一些难以采价的基本分类,例如麻醉剂、色情业、赌博和畜力车。此外,一些区域还发现,想要明确一

些基本分类的价格决定特征并非易事,例如家具和电器的维修、主要耐用品的维护和居民服务。
基本分类PPP的估算被称为 “参考PPP”。例如,政府医疗服务中间消耗的参考PPP是居民消费支

出PPP(不包括利用参考PPP虚拟得到的医疗、教育等其他基本分类)。在全球,估算PPP占全球实际

支出的14%。政府支出较低的国家估算的部分较少,而政府支出较高的国家估算部分较多。其中非洲和

亚洲地区由于对自有住房PPP进行了虚拟,使其虚拟PPP较多。这次审核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当对PPP
进行估算时需要设立更为严格的标准,并尽量直接测算住房PPP。

缺失国家PPP的估算和非基准年PPP的外推

2005年轮ICP的参与国有146个,由于从资源到国家利益等多种原因,大约有另外65个经济体无法

获得PPP数据 (参见第18章)。但鉴于数据使用者对数据库完整性的要求,对于数据存在缺失的经济体

通常利用估算PPP。这些经济体则基于基准年数据,使用某种模型进行估算。该模型基于以美元表示的

人均GDP、进出口占GDP的份额、人口赡养比率作为解释变量来估算缺失经济体的价格水平指数价格水

平指数 (PLI)。
通过上述步骤可以得到2005年ICP的数据库,其中包括180多个国家以美元计价的PPP。然而,许

多数据使用者希望得到随后几年的PPP数据。因此世界银行都会对PPP进行外推,并每年通过 《世界发

展指标》对外推结果进行发布。这些外推结果往往基于GDP平减指数进行计算。但问题在于,外推得到

的PPP与以新基准年测算的PPP之间存在差异。因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向数据使用者说明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 (CPI)的价格变动和GDP增长率与两个基准年测算PPP变动的不一致。第18章将对这两个

数据序列不总一致的原因进行了深度剖析。
第19章概述了2005年轮ICP的主要结果,同时就采用不同的指数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结果进行了实证

分析。具体而言,该章对具有可加性的
 

GK法和IDB法的计算结果与不具可加性的GEKS法的计算结果

进行比较。通过实证分析,比较结果证实了可加性方法会高估相对贫穷国家的实际经济规模。
第20章和第21章对贫困研究专家所做工作进行了介绍,他们使用PPP数据来得到具有国际可比性

的贫困线。其中,第20章介绍了世界银行确定国际贫困线 (1.25国际元/天)的方法,以及生活水平低

于贫困线的人口数量;第21章介绍了如何利用贫困线人口支出模式重新测算PPP,以及其与基于全部人

口支出模式的PPP的对比情况,另外,提出了贫困加权PPP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
第22章则对国际价格水平进行了分析,尤其对跨国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分

析结果表明,产品是否为可贸易品对其关系影响较明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是PPP数据的主要使用者。第23章将详细介绍IMF如何依据PPP来确

定各成员国应缴纳的会费金额,并在其出版的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介绍了相关分析过程。第24章将

通过讨论PPP用途的展望来作为本书的结束部分,同时介绍了将支出法PPP转换成按农业、制造业和服

务业等行业分类的产出PPP时所需要做出的调整。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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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005年轮ICP相较于前几轮而言取得了十足的进步,这得益于在方法改进方面的巨大努力,2011年

轮ICP也很大程度上地借鉴了此轮的经验。下面将简要回顾已取得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正在作出的改进:
• 国民经济核算。我们需要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国民经济核算上,从全国GDP测算,到155个基本分

类的拆分。各国之间的比较是以物量指数和人均值为基础,如果GDP质量较差,PPP数据再完美也无

用。因此,各方从最开始就应共同努力,共同提升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使各国之间数据更加一致。
• 从 “环”清单到全球核心产品清单。最显著的变化是链接方式的变化,即从之前的少数国家采价

的 “环”清单到所有国家都对一组全球核心产品进行采价。该变化将极大地改善区域间链接因子的估算

结果,这些链接因子作为标量,将区域内PPP换算成全球统一货币表示的数据。此外,还采用了产品

“重要性”的原则,以向各国消费最为广泛的产品赋予更高的权重。
• “难以比较”的基本分类。我们需要付出较多的努力才能提高 “难以比较”基本分类PPP的测算

质量。
• 住房租金PPP。由于数据使用者对非洲和亚洲区域采用虚拟法测算住房租金PPP进行了批判,因

此,我们正致力于确保在这两个区域和全球比较中均能直接测算住房PPP。而医疗保健和教育的产出测

度也还处于探索阶段。
• 生产率调整。政府服务的生产率调整问题已有所说明。在2005年轮ICP中,某些区域由于未实

施生产率调整,以致于很难对不同区域的国家进行比较。2011年轮ICP则对此进行了显著改善,即对各

国的政府职务报酬经生产率调整后进行全球汇总。
• 建筑品。建筑品采价方法正在简化,以便各国在无需聘请专家顾问的情况下开展数据采集工作。
• 数据审核。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基本分类及以上层级的区域和全球清单的规格品数据审核。一个主

要的变化在于,由于区域内PPP是计算链接因子的基础数据,在对核心清单的规格品价格数据和PPP进

行审核的同时,区域PPP的审核也是公开透明的。

注释

1.为便于说明,此处价格数据来源于多处。

2.独联体区域链接因子的计算是基于欧盟统计局—OECD国际比较项目中俄罗斯的PPP。此外,俄罗斯也对独联体区

域的规格品进行采价,俄罗斯是该区域的基准国。

摘要





引言: 重塑世界
ANGUS

 

S.DEATON

  国际比较项目 (ICP),犹同奥林匹克运动会,
与奥运会一样,ICP并非每年都举办,而且第一届

现代奥运会仅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且

赛事不多,竞赛标准也相对较低。参赛运动员均

是拥有正规工作的业余体育爱好者,尽管他们是

天生的健将,但全心全意投入训练的却少之又少。
然而,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却是一个分水岭,当今

的奥运会已发展成为全球闻名的专业盛会,吸引

了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积极参与,以期在这真

正的全球比赛中一决胜负。ICP与之有异曲同工

之处。
ICP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由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Irving
 

Kravis、Alan
 

Heston和

Robert
 

Summers以及联合国的Zoltan
 

Kennessy
共同发起。同奥运会一样,1967年的第一轮ICP
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参与 (六个,1970年增加了四

个),采价对象仅覆盖了小范围的商品和服务。从

那时起,ICP的规模在逐轮扩大、质量在不断提升

(花费越来越高)、参与国数量以及参与其中的专

业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同时

新增了以专家研讨会和理论论文为形式的大量筹

备培训工作,来讨论如何解决上一轮未能解决的

难题。2005年开展了迄今为止最专业、规模最大、
最彻底、国际化程度最高的ICP,参与国数量达

146个。这一轮也是首轮由世界银行全球办公室组

织领导,本轮比较结果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
2005年轮ICP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比我们所想

象的更加不平等的世界。也许这无法与发现月球

上生命之水的影响力相提并论,但至少像类似于

发现 “陨石坑更深”或 “行星与太阳之间的距离

比我们想象的更大”令人惊讶。当世界银行使用

新数据重新测算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后,同样发现

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贫穷。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巨大,

但本次测量结果仍比之前所测结果要大得多。
2005年新数据显示,当在世界上随机选取两个国

家,其人均GDP的平均差距要高于5%。对于任

意一组国家,尤其是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上述

重新测算结果的差距要大得多。中国与美国人均

收入的比值为40%,较之前的数据有所下降,印

度也是如此。而许多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国家,其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增加。另外,人与人

间的贫富差距与国家间相同,其平均差距也处于

逐渐扩大态势。结果发现,虽然设定贫困线的方

法不唯一,但参照以富裕国家货币计量的全球贫

困线,所得结论为世界上穷人的数量更多。

比较国

谁是ICP的受益者? 我们为什么需要它? 在

项目正式开始实施前,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当项目进展顺利且测算结果与我们的想法相一致

时,ICP可以使我们在相隔较长一段时间后对各国

的生活水平进行合理比较。该项目要求对各国数

千种规格品进行采价,并通过计算平均价格得到

GDP、消费及其子类规格品的价格指数。以这些

指数为基础,我们可以对大米、食品或者所有消

费品价格进行国际比较。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资

料提供了其公民在大米、食品或者所有消费品上

的支出数据。由此,通过ICP而得到的价格指数

可以使我们将以当地货币计量的金额换算成以全

球统一货币 (通常是美元)计量的 “实际”金额。
例如,以美元计量的肯尼亚人均GDP等于以先令

计量的人均GDP (由肯尼亚统计局计算)除以肯

尼亚GDP的价格指数 (即一美元等于多少先令)。
通过对以全球统一货币计量的各国GDP进行

比较,来反映不同经济体的相对规模。从中不仅

可以揭示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为富裕的事实,

1



还可以计算出富裕的程度。如果没有价格指数,
就不可能计算出各国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或者不

同国家之间福利水平的差距,也不可能测算出全

球的不平等程度;如果没有上述数据,也不可能

将全球贫困线转换各国贫困线。国家贫困线可以

用来计算各国以全球标准衡量的贫困人口数量,
并由此计算得到世界贫困人口数量。世界银行全

球贫困线的构建是基于全球最贫困国家的平均贫

困线,而在对国家贫困线进行比较或在取贫困国

家贫困线平均值之前,必须将它们换算成国际元

表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制订了一套统一的

国民收入测算标准。该标准由 Richard
 

Stone、
James

 

Meade和Maynard
 

Keynes于英国战争时期

开发,在战后得到联合国的赞助,在Stone的指导

下成为一部规范。此后,这些标准经过不断发展

完善,形成若干版本的联合国 《国民核算体系》
(简称SNA),最新的版本为2008年版 (欧洲共同

体委员会等,2008)。遵循这套体系,各国提交以

本币计量的国民收入测算结果。从原则上讲,各

国在测算过程中遵循的是同一标准。
当比较各国之间的经济特征时,最直观的方

法是依照市场汇率将各种指标数据换算成全球统

一货币 (例如美元)表示,但是由于很多因素都

会对短期汇率造成影响,例如:投机资本的流动,
使得通过市场汇率对各国货币进行转换的效果并

不理想。因此可以说,即使印度和美国的生活水

平均没有发生变化,但卢比对美元的汇率却每天

都在波动。而对未来的预期也同样会影响当前汇

率,例如,即便欧洲和美国目前的收入水平尚未

发生任何改变,但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却可能发生

变化。
如果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流通,那么

交易商是可以消除汇率波动的,至少从长远来看

是如此。但是,许多商品和服务根本就无法流通

(例如,住房、许多政府和个人服务、法院、警察

服务、理发服务、服务员和保姆服务等),因此这

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无法一致。对于较贫穷的

国家而言,廉价的劳动力致使这些不可出口的商

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低于可贸易品 (例如小麦、
汽油、照相机或机床)。因此,如果采用全球统一

货币衡量这些非贸易品的价格,则穷国与富的贫

富差异较小,而使用市场汇率进行换算的话,情

况却并非如此。
出国旅行者对这种情况最为了解。假设一个

美国人乘飞机来到德里或者一个意大利人来到亚

的斯亚贝巴,他们将美元兑换成卢比或将欧元兑

换成比尔,得到的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货币量会远

远超过之前在华盛顿持有的美元或在罗马持有的

欧元数量。实际上,贫穷国家的价格水平远低于

富裕国家。居住在德里和亚的斯亚贝巴的人们确

实要比美国人穷,但由于其国家自身的价格水平

较低,他们与美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要比按市场

汇率换算所得到的结果要小。通过使购买力具有

可比性,将美元和欧元转换成卢比和比尔的货币

转换方式被称为购买力平价 (PPP),而举办国际

比较项目 (ICP)的目的则是为了对其进行测算。
从本质上讲,PPP是通过ICP采集的多种规格品

和服务的价格数据而计算得出的价格指数。
市场汇率与PPP之间相差很大且具有重要意

义。对于贫穷国家而言,按PPP计量的人均GDP
(以国际元表示)可能是按市场汇率换算的人均

GDP的三倍 (印度)到四倍 (埃塞俄比亚)。然

而,由于市场汇率与PPP间的比值会随时间而波

动,即便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也并非相同,
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价格采集时间,即使采价周

期不是按年,也应该是定期采价。

重要发现:不平等

2005年轮ICP结果如何重塑人们对世界规模

的看法? 其中以印度和中国的数据最引人注目。
新数据显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均呈现 “萎缩”
趋势:中国以国际元计量的2005年人均GDP由

6757美元 (“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 (WDI)发

布)降至2008年 WDI发布的4088美元 (世界银

行,2007、2008)。印度的人均GDP也从3453美

元降至2222美元。这些数据所测度的是2005年一

年的数据,由于本币值相同但采用的PPP不同,
所以上述变动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PPP增加至

原来的1.65倍,而印度的PPP增加至原来的1.55
倍。以国际元计量的GDP应等于以本币表示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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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与PPP的比值,因此较高的PPP所测算的

GDP反而较低。故中国和印度GDP的下降归咎于

中国PPP和印度PPP的升高,分别为原来的1.65
倍和1.55倍。

鉴于国际比较项目采用的是国际元,且所有人熟

悉美元,所以对上述数据可简单解释为,中国和印度

的经济规模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要小。但假如ICP没

有采用美元而是使用其他货币,如以印度卢比为核算

单位,那么上述变动可解释为,美国的经济规模比之

前想象的要大得多,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比之前认为

的略小。所有这些国际比较结果在本质上是相对的,
由于ICP不直接测度物量数据,因此无法断定中国或

印度的人均收入绝对值是否被高估。
所有这些看起来可能吹毛求疵,但却揭示了

一个重要事实:ICP拉大了中国和印度两国与美国

之间的差距。虽然测算结果表明,印度或中国的

经济规模比美国更小且更加贫穷了,但事实是经

济规模并没有比过去有所缩小或是贫穷 (实际上

更加富裕)。据 “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
200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分别比中国和印度高出6
倍和10倍以上 (世界银行,2007)。根据 “2008
年世界发展指标”所发布的2005年轮ICP结果,
这一比率分别上升至12倍和近19倍。

印度和中国是2005年轮ICP中仅有的两个与

美国差距拉大的国家。实际上,考虑到世界许多

贫穷国家与美国的差距缩小的情况,印度和中国

与美国差距拉大所带来的影响较为深远。世界上

最富裕国家的经济规模变化则相对较小 (这是因

为它们每年计算PPP,很少有机会进行修正)。因

此,2005年轮ICP的计算结果普遍拉大了世界各

国间人均收入的差距。
图1描绘的是 “旧”PPP与 “新”PPP的比

率与人均GDP对数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个点代表

一个国家,该比率为 “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与

“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各自报告的2005年

PPP比率 (世界银行,2007、2008)。如果该比率

大于1,则表明对应国家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有

所下降;如果该比率小于1,则表明该国的人均收

入与美国相比有所上升。
图1显示了幅度较大的下降曲线,这意味着对

于贫穷国家而言,对2005年所测算PPP的修正幅

度较大。因此,许多贫穷国家相较于美国而言更

加贫穷,而富裕国家的变化却不大。从2005年轮

ICP的测算结果看,国家间不平等的程度有所加

大。例如印度和中国在重估PPP后,数值有所上

调的情况十分普遍,有许多位于非洲和亚洲的国

家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有的上调幅度甚至更大。
事实上,如图中左上方所示,一些非洲国家的上

调幅度明显超过印度和中国。由于ICP在PPP修

订上没有统一标准,故之前的PPP数据也只不过

是虚拟计算或理性推测的结果。
Branko

 

Milanovic(2009)为世界各国公民测

算了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ICP的测算结果

甚至远远大于单个最不平等国家内部的基尼系数。
这是因为世界不平等取决于各国之间而不是各国

之内的差距。Milanovic的计算结果表明,基于

2005年轮ICP作出的修正,2002年世界基尼系数

上升了5个百分点,从66%上升至71%。即便我

们忽略各国内收入的不平等,并基于反事实的假

设 (国内所有公民的收入均相同),仅通过2005年

轮ICP对购买力平价作出的修正,基尼系数的上

升幅度就可达到5%到6%。

重要发现:贫困

既然ICP的结果能够使贫穷国家相较于美国

而言更加贫穷,那么它是否加剧了全球贫困的程

度? 答案是无法确定的,因为这要看我们在计算

时是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的角度。
从富裕国家的角度来看,全球贫困线执行1美

元/天的标准并保持实际值固定不变。在2005年轮

ICP数据修订前,全球贫困线并非1美元整,而是

按1993年价格得到的1.08美元/天。到2005年,
美国的消费者价格上涨了35%,因此所谓的1美

元/天的全球贫困线按2005年价格应为1.46美

元/天。当使用旧PPP计算全球贫困人口数时,其

数值为9.31亿人;如果利用新PPP对相同的全球

贫困线进行调整,即按2005年价格计算的1.46美

元/天,则全球贫困人口增至17.6亿人,几乎为前

者的两倍。这是因为全球贫困线以美元计量,数

值不变,而由于贫困国家的PPP有所上升,使得

与全球贫困线相对应的国家贫困线也随之上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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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旧PPP的比率与收入的关系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这就造成低于此贫困线的人口数量有所增加。故

相比美国,贫困国家会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贫穷,
贫困人口数量也更多。

基于富裕国家测度贫困并非是唯一的方法。
在2005年轮ICP中,按照旧PPP (11.3卢比/
美元)得出1.46美元可在印度换取16.5卢比

(该贫困标准位于印度的两个贫困线之间,即城

市17.7卢比的贫困线以及农村12.0卢比的贫

困线)。然后采用旧PPP,以16.5卢比/人/天

的全球贫困线为标准,计算得出世界贫困人口

为9.31亿人,这与按美元算出的结果相同。如

果全球贫困线不是1.46美元/天而是16.5卢比

/天,且采用新PPP转换,可重新计算出世界贫

困人口为9.43亿人,接近之前的数量。相对于

印度而言,世界既不比之前想象的更为贫穷,
也没有比之前变得更加富裕;这就是说,ICP的

修正工作所带来的影响较小。
第二种计算方法有一点值得注意。按照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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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数值更大的PPP来计算,16.5卢比的全球

贫困线在2005年仅可换算为1.04美元。该数据不

仅低于以2005年美元计量的全球贫困线 (由于

PPP的上升所造成的),而且也低于以1993年美

元计量的全球贫困线。但是,这只不过是在1993-
2005年期间印度PPP的上升幅度超过了美国的通

胀率这一偶然性事件所造成的结果。
上述两种方法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为什么世

界银行还得出了第三种答案呢? 我们先来回答第

二个问题,世界银行从贫穷国家的角度出发计算

出全球贫困线。全球贫困线不是参照印度的贫困

水平,而是全世界所有最贫穷国家的平均贫困线。
从原理上讲,这种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应该与刚

才所述以印度为基础算得的结果相一致。但世界

银行采用新的PPP计算出世界贫困人口为13.7亿

人,远远超过之前的数据。世界银行计算得到之

所以会这个结果,是因为在ICP的其他方面进行

了修正。尤其是,世界银行利用这次机会更新了

那些用于计算全球贫困线的参考国家,结果发现,
新的一组参考国的贫困线平均水平要比更新前的

参考国高。这主要归因于一个国家———印度。印

度的贫困线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但由于其不已再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因此世界银行在更

新参照国时,将印度排除在外,使全球贫困线水

平提高了。从印度的例子可以看出,世界贫困人

口增加的根本原因是全球贫困线的变动,而非ICP
修订的结果。

当然,我们无法提供正确答案。使用美元货

币单位来计量贫困线是一种较好的情况:熟悉富

裕经济体货币的国际社会将对如此低的贫困线感

到震惊,并对表面上使用美元而实际使用本国货

币表示的贫困线感到困惑。一种较为合理的依据

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线能够很好地代表其

他任何国家的绝对最低生活标准 (但请注意,世

界银行最新的1.25美元标准是以2005年价格测算

的贫困线,远远超出印度的农村贫困线。印度有

约2.5亿贫困人口生活在此贫困线下),因此,我

们认为基于贫困国家制定全球贫困线是可行的。
同样地,贫困线常常需要进行修订,并且不能总

是基于同一组国家的贫困线来制定全球贫困线。
但是贫困线和PPP同时修订肯定会让人费解,同

时还会使原本就难以解释的数据产出过程更加不

公开透明。

2005年轮ICP参与国数量增加,估算减少

2005年轮ICP有什么不同之处? 与之前的数

据相比,这些变化是否增强或削弱了新结果的可

信度?
2005年轮ICP最显著的改进是参与国的数量

增加,且收集了全球所有区域的146个国家的规格

品价格,其中包括48个非洲国家,而在以往的国

际统计资料编制过程中,非洲地的规格品数据经

常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同时,2005年轮ICP
是中国的首次全面参与,也是印度自1985年以来

的首次参与,其中参与度不够的地区包括中美洲、
加勒比地区以及一些小岛屿经济体。

首轮ICP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联合国统计司

共同开展,参与采价的国家仅包含匈牙利、印度、
日本、肯尼亚、英国和美国六个经济体。1970年

新增四个国家,分别是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和

意大利,其相关数据包括在1975年出版的第一套

ICP
 

PPP中。随着ICP的开展,参与国的数量逐

轮增加,并于1980年轮增加至60个,1985年轮

增加至64个,1993年轮增加至118个。
大多数研究学术的经济学家通过宾夕法尼亚

大学的宾大表 (Penn
 

World
 

Table,简称PWT)
来获取ICP相关的测算结果,第一版PWT于

1980年编制,以1985年轮ICP为基础的第5版

(Summers和Heston,1991),虽未包括所有国家

在所有年份的数据,但编制了1950-1988年期间

139个国家的数据结果。Robert
 

Summers和Alan
 

Heston曾于1991年在 《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一篇

重要文章,阐述了第5版旨在重燃大家对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的学术兴趣。如今,大量文献用第5版数

据,以及基于1993年轮ICP数据的第6版PWT,
而以2005年轮ICP数据为基础的第7版PWT当

前正处于编制阶段。
针对那些未参与ICP的国家,其PPP是基于

各国发展水平所测算的价格水平进行估算得到的。
例如: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价格水平分别为0.33
和0.25,因此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二者之间的国家,

5

引言: 重塑世界



其价格水平应在0.30左右,即PPP为市场汇率的

30%。在实践中,若将人均GDP以外的因素纳入

考虑范围之内,则价格水平的测算会更加可信。
但是,各国情况不一,而且做回归分析得到的测

算值远不及使用实际数据的估计结果准确性高。
在过去几轮ICP中,如果一个国家未参加某

轮ICP,例如印度未参加1993年轮ICP,但此轮

结果可通过推算而得出,即以上一轮 (1985年)
ICP的PPP为基准,并利用美国与印度的相对通

货膨胀率来 “更新”基准年份值。但是,各国的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

CPI)与ICP所涉及的规格品篮子并不相同,且二

者的构建原则也大不相同。因此,这种外推方法

仅仅是对数据采集的一种粗略的、现成的替代

方法。
综上所述,2005年轮ICP的重大优势之一在

于,本轮项目首次涵盖了所有重要国家,几乎不

需要进行估算和数据更新。

2005年轮ICP更好地链接了世界各国

2005年轮ICP的一项重要改进是采价的组织

形式发生了变化。在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参与的早

期阶段,ICP的采价工作是集中进行的,例如在宾

夕法尼亚大学内集中开展,但随着参与国数量的

增加,采价工作逐渐分散到各区域开展。每个区

域负责计算相对于该区域基准国的一组区域PPP,
全球PPP的计算工作则在最后的 “链接”阶段

进行。
截至1993年ICP,由于按区域采价的出现,

对集中采价产生了弱化效果。这种情况造成了许

多问题,2005年轮ICP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形成一

个全球协调组织框架。基于这一点,世界银行被

纳入了ICP,成为了该项目的主要资助机构,是全

球ICP办公室的所在地。其中,全球ICP办公室

负责该项目的总体设计以及将区域PPP汇总为全

球PPP。五大区域分别设有独立的ICP办公室,
并各自负责本区域的数据采集系统,计算出区域

PPP。同时,欧盟统计局-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不仅联合开展其内部国家的PPP常规计

算工作,还与ICP其他区域进行协调合作。对于

其他区域而言,例如非洲,2005年轮ICP对其来

说是一项新的挑战,该区域首次将统计能力建设

作为工作重点。世界银行的全球办公室是各区域

的核心组织机构,该机构负责协调并开展最后阶

段的链接工作,在此阶段世界银行将基于各区域

所提交的数据计算出一组全球PPP。全球办公室

在由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成立的ICP执行委员会主

持下工作,同时由技术咨询组专家提供技术指导。
总体而言,世界银行提供的组织和技术支持使这

项庞大的统计活动得以运作。ICP究竟带来了怎样

的利益? 1993年ICP有哪些不足之处? 新的组织

结构将如何修正这些不足?
1993年轮ICP既未得到集中协调,也没有统

一控制,在核心组织机构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变

成了一项区域性工作,各区域在不同时间内各自

对规格品进行采价并计算区域PPP。1998年,联

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布了

一份报告,通常被称为Ryten报告 (以其主席的

名字命名)。该报告指出1993年轮ICP的测算结

果不可信,并明褒实贬地指出,“ICP是一个值得

继续开展下去的项目,但在当前的条件下,如果

不在可信度、数据质量和发展前景等方面作出努

力,那么该项目的存在将没有任何意义。” (联合

国,1998)。
可信度问题之一是全球PPP的构建方式。由

于缺乏充分的集中协调,规划好的链接工作并未

全部得以执行,导致全球PPP的计算只能通过事

后回溯的方式来链接各区域计算结果。因为区域

链接是通过链接每个区域的桥国来实现的,从概

念上说,这种方法类似于通过中间年份的价格指

数来将新旧时间序列进行链接一样。但是,空间

价格指数同时涵盖许多国家,并也没有像时间序

列那样的自然排序。这种差异意味着通过一个同

时存在于两个区域的国家 (桥国)进行链接取得

的结果,依赖于所选择的桥国,而桥国的选择应

依据一定的原则而不是像1993年ICP那样随意选

取。另外,在选取 “桥国”时,应特别注意所选

国家是否具有特殊性,例如,其消费模式和相对

价格是否与众不同。在此方面常被作为例子的国

家是日本,日本在1993年轮ICP中被选作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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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全球链接不仅依赖于桥国的选择,而且还依

赖于具体的链接方式。例如,一种可能性是采用

同位于亚太地区的日本和印度之间的PPP,以及

同位于OECD的日本和美国之间的PPP来计算美

国和印度之间的PPP。一种更详尽的办法是将采

集的以卢比计量的单个商品和服务价格 (例如大

米、布、汽车),通过日本这一桥国,转换为以美

元表示的价格。确定链接的桥梁国后,划分的层

级将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ICP的原则是要求数据

结果在分类最细的层级进行链接,但由于该选择

未通过中心机构进行协调,且在实践中具有偶然

性,所以通常由各区域自行决定。
中国曾积极参与了1993年轮ICP,但程度也

仅限于中国城市与其他国家城市之间的一些比较,
并不算是全面参与。1993年中国PPP的结果是通

过利用1986年所收集的数据来与美国进行双边比

较,并将该结果外推至1993年而得到的。
在2005年轮ICP中,区域链接工作是统一规

划和实施的。本轮区域链接的实施并未选择同时

归属多个区域几个国家作为桥国,而是提前选取

了18个 “环国”1,各个地区均有两个或多个环国。
每个所选取的 “环国”将对其所共有的规格品清

单中的1000多种规格品和服务进行第二轮采价,
“环国”可以被认为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微型国

际比较项目。但 “微型”也只是相对来说的,这

一轮 “环国”的数量比第一轮ICP参与国的总数

还要多。基于ICP所规定的商品和服务的 “环”
价格,“环”国PPP将会产生 (用共同的环国货币

来表示)。这些平均价格将用来将各个区域整合到

全球核算体系中,计算出各经济体相对于美元的

PPP(美元为基准货币单位),以及ICP所涉及的

155种规格品和服务 (“基本分类”)的价格数据。
2005年轮ICP的区域链接同样存在问题。其

中最为严重的并非ICP本身,而是相关概念在执

行方面存在困难,尤其是在比较消费和相对价格

模式截然不同的国家时更为困难。在计算法国和

德国,或者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之间的PPP时,问

题还不够突出,但加拿大和喀麦隆、日本和塞内

加尔、玻利维亚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PPP则比较

难以进行。这类国家的比较在理论上较难解释,

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数据

使用者在应用数据时应将此类问题考虑在内。
2005年轮ICP的链接过程称不上很好,还有

较大的改进空间,但至少可以说是有章可循并经

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些特点使得2005年轮ICP
比之前任何一轮都更准确、更可信、更稳健。

2005年轮ICP在商品和服务的内容描述方面

更精准

在2005年轮ICP的执行期间,ICP全球办公

室为各国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确保其采价方

式一致,同时基于可信度和准确性的原则审核和

编辑数据。此种进步很难引起外界的注意,任何

描述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是令人昏昏欲睡的,
但却是非常重要的。1998年联合国报告对ICP的

批评之一就是,ICP在PPP的指数论方面占有优

势,却对各统计部门的采价方面的指导不够。因

此,2005年轮ICP针对此缺陷采取了补救措施。
在2005年轮ICP执行期间,各区域编制了属

于自己的价格清单,这种做法比起不同区域的国

家来说,区域内相似的国家使用此清单的意义更

大。全球办公室依据各区域清单集中制定了环国

清单。环国清单对于链接世界各地区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同时在测定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

差距大小以及全球不平等的程度方面扮演着核心

角色。2005年轮ICP的环国清单包含了迥然不同

的几组国家,如非洲的塞内加尔和喀麦隆、OECD
日本和爱沙尼亚、西亚地区的约旦和阿曼,以及

亚太地区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涉及不同国家的采价清单常常需要满足两个

标准,而这两个标准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一个标

准是,为了进行有效的国际比较,进行采价的规

格品在不同国家之间应该是一样的。这种标准要

求对清单中的规格品进行精确的定义。倘若界定

得过于含糊 (例如,仅说明是 “衬衫”或 “家用

轿车”),那么ICP所面临的风险是,贫穷国家有

可能采集较低质量规格品的价格,这样一来,进

行价格对比的规格品并非是同一种,从而造成低

估 (高估)贫穷 (富裕)国家的价格水平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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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标准是,清单中的规格品必须在各国

均得到广泛消费,能够真实代表人们所购买的

东西。
1998年联合国报告指出要同时满足上述两个

标准是困难的,ICP结果的可信度也会受此影响,
但该报告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在任何情况下,
2005年轮ICP试图通过编制详细的清单,尤其是

编制详细的环国清单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用
超级波尔多红酒替代葡萄酒或红酒,同时附上原

产地和质量等国家的认证信息,包括酒精含量

11%-13%,2003年或2004年产的葡萄,种植地

区和葡萄种植商”等信息。这种详细程度能够很

好地满足第一个标准,即对各国的相同规格品进

行采价。为了满足第二个标准,2005年轮ICP要

求采价员对于各种规格品是否属于当地消费的代

表性规格品进行报告,从而降低非代表性规格品

所占权重。但由于代表性规格品难以界定等各种

原因,此种制度在几个区域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但不管怎么说,2005年轮ICP在满足上述其中一

个标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且满足两个标准

的办法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而且无疑将在2011
年轮ICP中得到进一步完善。

在其他问题上取得的进展

长期以来,ICP始终有一个难题,即针对 “难
以比较”的商品和服务的问题。其中,大多数属

于传统上很难界定数量的服务问题,例如,该如

何比较内罗毕、东京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次

髋关节置换手术或者脑部手术呢? 还有一些与政

府活动有关的比较,例如,教育服务、国防服务

或公务员的行政服务。这些都是测算中长期存在

的难点,即便是国内国民经济核算也存在这些难

题,而在跨国比较时,这些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

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际比较项目的技术委

员会花费了大量时间。然而这些问题都未得到最

终解决,目前的解决方案也饱受诟病。但不可否

认的是,该问题的解决已经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一些更好的计算方法和更好的数据采集办法不断

提出来。
ICP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没有进行采价的

数据,即参与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由于ICP
仅采集价格数据,而不计算支出或相关物量,所

以,当需要上报不同国家以国际元为计量单位的

实际收入水平时,ICP要依赖各国以本币计量的收

入数据的测算结果,然后除以由ICP所得到的价

格指数,将以本币计量的收入数据换算成国际元

计量的数据。事实上,即便是单个商品和服务价

格指数的构建也同样依赖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数

据,以获得各个类别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因此,
ICP结果只有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密切结合时,才

能获得有效国际比较,凌驾于国民经济核算之上

则会使ICP无意义。
从更为积极的角度出发,ICP本身也是全球办

公室帮助各国提高国民经济核算水平的一个契机。
很多工作已于2005年轮ICP的执行过程中完成,
目前正在为2011年轮ICP准备。这样,ICP就可

以像奥运会一样,为各国留下各好地举办下次奥

运会的基础设施。

ICP数据修订的可信度

如图1所示,在2005年轮ICP期间,富裕国家

和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的相关数据几乎没有被

修正。其中,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有自己的

PPP测算项目,其测算的年度PPP已被纳入2005
年轮ICP的统计结果之中。对于这些每年都测算数

据的国家,他们在执行该项目时已经多年没有选定

基准年,因此无需进行大规模的修正工作。相较于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无需对数据进行修正的富裕国

家表明PPP测算频率的提高是有意义的。
其他国家所做出的数据修正是否可信? 修正

后的 “新”PPP真的比修正前的 “旧”PPP可靠

吗? 修正后更高的不平等测度数据是否比修正前

的更符合现实?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据联合

国报告记载,1993年轮ICP由于一定程度上的混

乱,使数据结果的可信度有所降低,尤其在区域

链接方面。区域链接所存在的问题使得非洲和亚

洲相对于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的PPP数据的可

靠性有待商榷。鉴于此,2005年轮ICP在执行前

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最终选择以统一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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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通过环国法对区域进行链接。
除了链接方法本身得到了改进,链接的国家

数量也有所增加。大多数非洲国家和中国从未全

面参与测算PPP,而印度离上次测算也超过20年。
2005年轮ICP即便不对各区域进行链接,也可提

供未经链接的各区域核算数据,其中包含了大量

的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各国价格信息,这本身已经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当然,牢记国际比较执行的困难总归是件好

事,尤其是在比较消费模式和相对价格结构都迥

然不同的两个国家时将会面临更多挑战。另外,
无论ICP在采价环节再如何准确、详细、认真,
在有些方面仍较为粗糙,比如,将塞内加尔和日

本、巴西和孟加拉国,或者美国和塔吉克斯坦进

行比较难度的较高。鉴于此,数据使用者在最初

就对ICP的测算结果上持保留意见。
此外,联合国报告中还提到一个核心问题,

即如何解决上述两个标准之间的冲突,即如何一

方面对不同国家的同一规格品进行采价,而另一

方面确保被采价的规格品能够代表各国的消费水

平。为解决此问题,2005年轮ICP倾向于保证规

格品间的可比性。如果采价清单中包含很多在富

裕国家十分普遍但在贫穷国家极其稀有和昂贵的

规格品,那么通过环国进行链接就可能会夸大贫

穷国家与富有国家之间的价格差距,从而高估全

球不平等程度。
然而,作者 (Deaton,2010)的研究未能提供

更多有关2005年轮ICP采用环国比较所带来不良

影响的证据,至少也没能证明该方法会导致贫富

差距拉大。相反,PPP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

在于,由于相对价格和权重的不同,使得合理计

算PPP的合理方法有很多。为了获得更好的测算

方法,可以对过去所应用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到

目前为止,该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提

高方法和数据的透明度是最为主要的方面。为此,

全球办公室向研究人员提供数据集,以便他们对

各种方法进行比较,此举必将对2011年轮ICP及

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1.这组经济体还包括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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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国际比较项目框架
D.S.Prasada

 

Rao

  作为一项全球性统计活动,国际比较项目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简 称ICP,
下同)通过采集具有可比性的价格数据测算全球

经济体货币的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
ities,简称PPP,下同)。1该项目由联合国统计委

员会 (UNSC)资助,旨在满足国际社会中的政府

决策者、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研究人员对数据

的需求。2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国民收入数据,包括

国内生产总值 (GDP)、人均收入以及政府在医疗

卫生、教育、国防和投资方面的支出数据在全国

范围内都有着极大的需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相对规模、结构以及表现

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这些将基于对实际收入及各

国经济增长情况的比较分析而得到。与此同时,
有关全球化对实际收入和全球不平等造成的影响

一直争论不休,全球不平等的证据也是漏洞百出。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十分依赖于可靠的实际收入数

据以及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数据。
国别数据由各国的国家统计机构定期编制和

发布。但是,由于这些数据通常由各国货币计量,
所以各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无法直接进行比较。
各国所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缺乏可比性也源

于价格水平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货币所具有

的购买力不同。例如,欧元区所有国家均采用欧

元编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但由于这些国家的价

格水平不一,所以得到的数据仍不可直接比较。
而几十年来的惯例是按照市场汇率换算国民经济

数据,这也是主要国际组织所采用的做法。然而,
得益于Gilbert和 Kravis(1954年)的开创性工

作,随后几年在转换国民经济数据时对市场汇率

法的依赖逐渐减弱,汇率法逐渐被PPP法取代。
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资助下,宾夕法尼亚

大学的Irving
 

Kravis教授于1968年开展了国际比

较项目 (ICP)3,当时只是一个小型研究项目,仅

有10个国家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2005年最新

一轮的ICP参与国数量已增至146个,占全球总

人口的95%,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98% (按名

义值计算)。经过40多年的发展,国际比较的整体

框架已经逐步形成,计算PPP的方法也日趋完善。
简要回顾2005年轮ICP的主要成果,便可证

实该项目的重大意义。4按PPP法计算,2005年用

GDP(按PPP计算)衡量的世界经济规模达到55
万亿美元,比按汇率法换算的 GDP高出24%。
2005年轮ICP的PPP测算结果表明,美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经济体,占世界经济规模的22.5%。紧

随其后的是中国 (9.7%)和日本 (7.0%)。当采

用汇 率 法 时,美 国 则 为27.9%,其 次 是 日 本

(10.3%)、德 国 (6.3%)、中 国 和 英 国 (均 为

5.1%)。很显然,经济规模并不一定与各国的生

活水平相对应。
2005年轮ICP的测算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水

平 (人均GDP)最高的经济体为卢森堡 (是世界

平均水平的780%),其次是卡塔尔 (765%)、挪

威 (530%)、 文 莱 (529%) 以 及 科 威 特

(501%),而美国的人均收入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65%。相比之下,刚果 (金)是世界上最贫穷的

国家,人均GDP仅为264美元 (按PPP计算),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6%。不过,ICP采用的是

实际人均个人消费5指标,可以更为精确地衡量当

前各国公民的福利情况。事实上,ICP应用此指标

还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卢森堡的实际个人消

费支出仍居世界第一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53%)。
按此方法测算,美国却位居第二 (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525%)。而人均GDP为世界平均水平765%
的卡塔尔,其实际消费水平却仅为世界平均的

207%。科威特的实际消费水平与文莱相当。关于

2005年轮ICP更为完整的测算结果将在本书第19
章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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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比较数据的另一面是各国的相对价格水

平。价格水平是通过ICP得到的PPP和相应的市

场汇率相除得到的。贫穷国家的价格水平指数

(PLI)6普遍较低,高收入国家的价格水平指数接

近或大于1。例如,在GDP一级,印度的价格水

平指数为世界水平的41%,而卢森堡为142%。各

国的价格水平指数因不同的收入群体和规格品类

别而异。例如,印度机械设备的价格水平指数为

世界水平的75%,而卢森堡为102%。
实际收入数据是研究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

重要数据来源。Milanovic(2009)的研究表明,
2005年和2002年用来测算不平等的全球基尼系数

分别为0.717 和0.66,远远超出不平等程度最为

严重 的 国 家 的 相 应 水 平。Chen 和 Ravallion
(2010)基于2005年轮ICP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
世界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更穷。通过1996年轮ICP8

的结果外推得到的实际收入数据计算的全球贫困

人口为10亿,相比之下,现如今低于国际贫困线

(约等于1993年1美元/天的标准)的贫困人口数

量如今已达到15亿人左右。
如前文所述,2005年轮ICP的测算结果提升

了国际比较项目在提供具有国际可比的经济数据

的重要地位。2005年轮ICP的研究结果所具有的

意义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为了有效利用这些

结果,使用者必须了解编制国际比较项目数据的

流程和方法。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总结国际比较

项目的框架,同时简要介绍相关概念和方法,后

续章节将向读者详细介绍在区域和全球实施国际

比较项目的具体流程。
本章结构如下:第1.1节介绍支持国际比较项

目的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概念,重点描述了将价值

总量分解为价格和物量/数量等构成项的过程;第

1.2节讨论了PPP和相关测度指标 (如价格水平

指数和实际支出)等核心概念;鉴于国际比较项

目致力于提供各种货币的PPP数据,第1.3节介

绍各国价格比较的框架,着重介绍价格调查、数

据审核以及价格数据的汇总方法等;第1.4节集中

讨论了ICP的区域化以及通过区域链接得到全球

比较结果的方法;本章最后以总结性评论结束。

1.1 国际比较项目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

ICP的主要目标是选择合适的测算方法来提供

国际可比的各国经济活动和收入数据。联合国和

其他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和欧盟统计局 (欧盟的统计部门)均积极参与构

建衡量经济规模的活动框架。在当前经济规模测

度中,最佳实践方案是按照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等

发布的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简称SNA93)9

进行,它是ICP实施的基础。
国内生产总值 (GDP)是衡量经济活动时最

常用的指标10。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下,GDP可

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测算,即生产法、收入法和

支出法。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我们将重点放在

生产法和支出法上,这主要是基于实际操作方面

的考虑,因为要采集用于比较各国之间收入水平

的数据是非常困难的。
从支出角度,GDP为以下四项数据之和:(1)

居民最终消费; (2)政府支出; (3)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 (4)净出口。由于最基础的数据是不同

类别的支出数据,因此可以采集各种交易的购买

者价格,并将其运用于国家间的价格比较。从首

轮开始,ICP进行的所有比较均以支出数据为

基础。
GDP也可以从生产的角度来测算,即用总产

出减去中间消耗,加上税收减补贴。由于产出数

据可以从企业调查中获得,使得生产法成为测算

GDP最直接的方法,也是许多国家采用的主要测

算方法。基于生产法进行的国际比较通常被称为

行业法国际比较。11

为测算经济活动和福利水平,使用支出法测

度GDP则更为合适。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了解政

府支出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医疗卫生与

教育领域的支出水平。相比之下,生产法和行业

法更适用于比较不同行业在不同国家的经济表现。
依据行业部门数据,可测算和比较不同部门和行

业的生产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要采集到用于

生产法国际比较的行业数据则更加困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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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法GDP的结构和构成项

GDP主要包含以下构成项。换句话说,GDP
是以下所有部分的总和: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NPISH (为居民服务的

非营利机构)的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支出 (包括由政府部门提供的个人消费

支出)+
政府提供的公共消费支出+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存货变动和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净出口。
为了ICP的实施,GDP被分为13个大类,并

进一步细分为43个中类。例如,“食品和非酒精饮

料”是一个大类,它又分为 “食品”和 “非酒精

饮料”两个中类。“服装和鞋”这个大类也同样分

为两个中类。而中类又细分为诸多小类,例如,
食品中类包含面包和谷类、肉类和鱼类等9个小

类。每个小类又划分为基本分类,例如,大米是

“面包和谷类”下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Basic
 

Heading,BH)是ICP应

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国民经济核算汇总过程中

的最低层级,在该级别上,支出额和支出份额数

据均是可得的。例如,假设大米是一个基本分类,
那么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会包含大米基本分类的总

支出。但是,如果大米基本分类包括多种不同种

类的大米 (例如,长粒型大米和短粒型大米),即

便我们可以采集到各国不同类型大米的价格数据,
也无法获得其支出或数量数据。因此,从对价格

数据进行汇总的角度来讲,基本分类是极为重要

的 (第1.3节将进一步探讨此方面的问题)。
2005年轮ICP共涉及155个基本分类。其中,

110个基本分类属于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仅12
个属于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如图1.1所示,
ICP实际上采用的是金字塔汇总法。不同规格品的

价格先是汇总到基本分类一级,随后再利用其结

果汇总至小类、中类及GDP各构成项,最终得到

GDP层面的价格比较结果。基本分类以上层级的

汇总数据源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权重数据。

基本指数问题:价值总量的分解

ICP的主要目标是从支出角度编制一套具有国

际可比性的国民收入数据,该数据已剔除价格因

素的影响且以同一货币单位表示。以
 

“食品消费”
为例,该类包含多个食品种类的消费。用N 表示

食品类别中的规格品数量,pij 和qij 分别表示j
国i规格品的价格和数量。13 因此,j国的食品消

费支出总量 (Ej)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Ej=∑
N

i=1
pijqij (1.1)

通常情况下,价格以国家j的货币计量,各国

的价格水平不尽相同。主要工作是将价值或式

(1.1)中的支出总量分解为价格水平部分Pj 以及

数量或物量部分Qj,相关公式为:

图1.1 2005年轮ICP的等级体系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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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Pj·Qj. (1.2)
价格水平Pj 可以解释成以参照国或基准国货

币表示的j国货币的PPP。14假设国家1被选作基

准国,那么P1=1。由此Qj 可以被解读为国家j
的实际食品支出或食品消费量。由公式 (1.2)可

以看出:
Ej

Pj
=以参照国货币单位计量的支出=Qj.

一旦获得物量或实际支出数据,即可进行相

对支出比较。比较方式共有两种,通过Qj/Qk 的

比率比较国家j和国家k的实际食品支出水平,或

者通过国家支出份额来计算,公式为:
Qj

∑
C

k=1
Qk

(1.3)

其中,C 代表参与比较的国家总数。
Pj 和Qj 的计算步骤均是本章、第4章、第5

章和第6章的主要内容。采价方式、价格水平的汇

总方法、物量测度方法的种类有很多,方法的选

取主要取决应用于哪一层级的数据。如果某个总

类项下的某些规格品未在市场出售,例如,一国

的医疗服务可能由政府提供,这就难以获得不同

类型的医疗服务的价格和数量数据。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详情请参见第16章。

价格和支出数据的来源

尽管SNA为ICP提供了概念框架,国民经济

核算提供了用于汇总各类别的支出数据,但是,
这与上一节讨论的以及公式 (1.2)和 (1.3)中

涉及的拆分数据的来源有很大区别。几乎所有国

家都有均按年度和季度频率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

数据,但提供的仅是不同层级的支出额数据Ej。
这些数据通常以现价,或数据发布年份的价格或

固定基年的不变价格表示,其中按现价计量的支

出额可从国民经济核算出版物中获得。但是,国

民经济核算数据不包含任何价格数据。因此在ICP
中用于价格比较的数据来源则完全不同,通常需

要各国精心编制并开展价格调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结论,即

国际比较数据的质量取决于价格与国民经济核算

数据的质量。在评估国际比较结果的合理性时,

需要仔细审查上述两种数据,这有助于及时发现

问题的根源所在。

1.2 国际比较项目的概念性框架

ICP主要提供三类核心数据,即PPP、价格水

平指数、实际和名义支出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

进行国家间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比较,其中最

主要的是计算各国货币的PPP。这些PPP数据反

过来又被用来计算各国的价格水平。如前所述,
PPP被用于将国民经济核算中以各国货币计量的

支出数据换算成可以直接用于国际比较的实际支

出或支出物量数据。后续章节将对这三类数据的

测算作进一步阐述。

PPP

国际比较所涉及的主要步骤是将以本币表示

的国民收入数据转换为以同一货币单位表示的数

据,由此,可对各国的各层级数据进行比较,还

可以对各国数据或区域数据予以汇总,来计算各

国占全球经济规模的份额。长期以来所使用的最

简单方法是通过市场汇率来转换各国汇总数据,
依据汇率换算可以进行国家间的比较和汇总各国

数据,但由于汇率法未考虑各国价格水平差异,
因此使用该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意义不大。众所周

知,汇率的波动较大,反映了跨国资本的大规模

流动。汇率不太能反映各国的实际价格水平及货

币购买力15。因此,PPP取代了汇率法。
“PPP”的定义为两种货币在不同国家购买相

同数量和质量的规格品和服务的价格比率。这个

简短精湛的PPP定义包含几个关键要素。第一个

要素是确定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具有同样购买

力时所需数量。购买力平价是通过指数法将各国

购买者价格数据联系起来而得到,例如,在印度,
大米这一基本分类的PPP为13.5 (卢比/美元),
指的是1美元买到的一定数量的大米在印度需花费

13.5卢比16。这就说明,由于规格品或规格品组

合的不同,其PPP也不同。
第二个要素是,PPP的测度是相对于基准国

货币或对照国而言的。在上述例子中,美元被视

作基准货币,也就是说,各国的PPP和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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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美元表示。基准货币通常为某种实际货币,
比如美元,但它也可以是某种世界平均货币或区

域平均货币。因此必须要求,收入和GDP的相对

水平的国际比较不会受基准货币选择的影响。
巨无霸指数是有关PPP的一个简单而著名的

例子 (1986年于 《经济学人》中发布)。该指数仅

使用一个单一的规格品即麦当劳的巨无霸在各国

的不同价格进行测算。根据该指数的计算方法17,
巨无霸在美国价格为3.73美元、在澳大利亚为

4.35澳大利亚元、在日本为320日元,可推算出

澳大利亚和日本的PPP分别为1.17(澳元/美元)
和85.79(日元/美元)。有趣的是,在计算日元/
澳元的PPP时,以下两种方法均适用,即直接通

过320日元与4.35澳元之比 (等于73.56日元),
或间接通过日元PPP和澳元PPP之比 (即按照下

列公式,相对于美元计算):

PPPJY,AUD=
PPPJY,USD

PPPAUD,USD
=85.791.17=$73.56.

当PPP计算的商品和服务篮子只涉及一种规

格品时,PPP的可传递性特点自然得以满足。但

是当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增加时,则必须采用更为

复杂的方法以满足传递性。本书第4、5、6章将对

计算PPP所采用的指数法进行介绍,其中第1.3
节将正式地给出传递性定义。

需要注意的是,PPP是空间价格指数,即,
对不同国家或一国内不同地区的数值进行计算,
该指数的计算有点类似于时间价格指数的计算。
但是,二者有两点不同:第一,PPP数值的大小

包含货币因素,因此PPP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价

格指数。再次以巨无霸指数为例,PPP为85.79
(日元/美元)可以简单表述为,消费者用1美元可

以买到的东西需要花费85.79日元才能买到。那么

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出价格水平呢? 答案是有可能。
但前提条件是,两个国家的货币单位相同 (测算

价格水平的问题随后考虑)。第二,不同时间段的

价格比较需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但就跨国比

较而言,我们无法对各国进行这种排序。因此,
确保PPP具备传递性很有必要。

那么PPP到底有哪些用途呢? PPP目前正逐

渐取代市场汇率,作为货币转换因子以便进行各

国间实际收入、价格水平和经济表现的国际比较。

事实上,PPP的使用对于比较各国实际GDP是至

关重要的,即不同国家间规格品和服务物量的比

较。PPP法对不同国家在特定时间点上的GDP比

较,与不变价格法对所选国家进行不同时间点上

的GDP比较是十分相似的。在上述两种情形中,
除非将物量差异从价格差异中分离出来,否则无

法解释比较的结果。在国际经济分析中越来越多

地采用PPP法,源于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项目结

果和宾大世界表 (PWT)外推的时间序列数据的

可得性增强。2005年轮ICP共涉及146个国家,
其中包括大部分非洲国家。另外,此轮ICP也是

中国的首次参与,印度自1985年以来的首次参与。
由Summers和Heston(1991)创建以及Heston、
Summers和Aten(2009)推广的宾大世界表,提

供了使用外推法得到的1970-2005年170多个国家

的PPP数据。18

世界银行的旗舰公开数据库 《世界发展指标》
公布了使用外推法测算的PPP数据,还提供了各

国的实际收入数据 (世界银行,2011)。19 此外,
世界银行还采用国际比较项目的PPP数据测算区

域和全球贫困水平,得出收入或支出低于1美元/
天或2美元/天的人口数量。Chen和 Ravallion
(2010)基于2005年轮ICP的PPP数据测算出全

球贫困水平。他们发现,相较于在最新的PPP数

据发布之前人们对全球贫困水平的认知,实际情

况更为严重。本书第20章和第21章将阐述如何使

用国际比较项目的PPP数据测算区域和全球不平

等和贫困水平。20

由于ICP的PPP数据被应用于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而备受重

视。HDI应用PPP数据测算实际人均GDP,这是

HDI的三大构成项之一。近年来,印度等大国着

手测算省和地区水平的HDI。因此,PPP数据也

被用于进行一国内部地区间的价格比较。
PPP最重要的用途是衡量国家的实际GDP,

从而可以根据国家的相对经济规模和实际人均

GDP对各国进行排名。采用PPP将GDP总量和

人均GDP换算成全球统一货币表示,为一系列重

要统计分析提供了依据,如单位GDP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或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除了GDP层级

的PPP以外,ICP还提供了较低层级的PP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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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个人消费、政府消费以及投资。举例来说,
使用PPP将政府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支出转

换为全球同一货币表示的数据,常被世界卫生组

织 (WH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等

机构所使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政府公共

消费支出以及居民人均个人实际消费支出分别被

广泛用于分析经济增长、政府职能以及生活标准。
以上列举了PPP的诸多用途,那么汇率法在国

际经济分析中是否存有一席之地呢? 市场汇率在决定

一国的出口额是否满足进口成本、计算国际收支平衡

表中经常账户余额,以及比较股价方面都很有用。此

外,在对各国不变价GDP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
国内通货膨胀以及GDP结构进行分析时,最好基于

国内以本币计量的数据。考虑到上述问题的分析目

的,没有必要使用PPP对数据进行换算。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由Gustav

 

Cassel(1918)
提出的PPP理论,即,如果所有商品和服务均可

以在各国间无障碍地自由流通,那么货币购买力

将与市场汇率相一致。该理论假设,汇率仅由金融

贸易对规格品和服务的货币需求而定。但事实显然

并非如此,外币购买还可以通过旅游、证券投资、
直接投资以及从汇率波动中获得投机性收益预期等

方式实现。以贸易为目的购买的货币往往只是货币

交易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市场汇率不会收敛至PPP
水平,反之亦然,故PPP为均衡汇率的理论也早已

被摒弃。因此,为了将总量数据以全球统一的货币

表示,的确需要可靠的PPP数据给予支持。

测算价格水平

国际比较项目中与PPP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

一国的价格水平,该概念通常以价格水平指数 (PLI)
来测算。如前所述,PPP代表一国货币与基准货币具

有同等购买力所需单位数量,想要据此推断相应国家

的价格水平是不可能的,但人们的确想知道在某些特

定规格品类别上,哪些国家的价格更低。一般而言,
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水平比发达国家低。

针对一篮子规格品和服务的一国价格水平等于某

特定规格品和服务的PPP与市场汇率之比。因此,国

家j在某组规格品上的价格水平指数可由以下公式

算出:

PLIj=
PPPj

XRj
·100 (1.4)

其中,XRj 是国家j的货币汇率。举例来说,

2005年轮ICP的测算结果表明,英镑21的PPP为

1.00美元=0.65英镑,市场汇率XR 是1.00美元

=0.55英镑。因此,假设一位来自美国的旅行者

在银行将10美元兑换成了5.5英镑,但他需要花

费6.5英镑才能买到之前10美元买到的东西。22这

也就是说,采用公式 (1.4)算得的价格水平指数

为118,这表明英国的价格比美国的价格高18%。
表1.1显示了GDP层级的PPP、汇率和价格水平,
这意味着篮子中包含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

表1.1 2005年轮ICP部分国家的PPP、汇率和价格水平指数

国家 PPP (美元=1.00) 汇率j (美元=1.00) 价格水平指数j (美元=100) 价格水平指数j (世界=100)

澳大利亚 1.39 1.31 106 132

德国 0.89 0.80 111 138

瑞士 9.24 7.46 140 174

印度 14.67 44.10 33 41

中国 3.45 8.18 42 52

越南 4712.69 15858.90 30 37

埃及 1.62 5.78 28 35

肯尼亚 9.52 75.55 39 48

埃塞俄比亚 2.25 8.67 26 32

南非 3.87 6.36 61 76

美国 1.00 1.00 100 12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年,概览表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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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1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当用美元

作为基准货币时,那么美国的价格水平指数等于

100。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价格水平指数似乎更

高,其中瑞士高出美国40个百分点。相反,除了

价格水平指数为61的南非,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

的价格水平指数均低于50%。由表中数据可推测,
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当前有

大量研究对此类关系作出了解释。其中尤为重要

的是Kravis和Lipsey(1983)、Clague(1988)以

及Bergstrand(1996)的研究。其主要结论是,造

成价格水平差异的原因包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

间的价格差异,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生产率水平差异。
表1.1的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当我们已

知印度的价格水平指数为33,美国为100,但我们

却无法知晓印度的价格较低还是美国的价格较高。
表1.1的第3列并未给出解释。而正是出于这个原

因,国际比较项目也会给出以世界平均水平为100
的价格水平指数。23 从表中最后一列可以明显看

出,美国价格本身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4个百分

点,而印度价格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1%。
总而言之,价格水平指数是一个重要概念,

具有显著的实际意义。很显然,同一国家不同规

格品的价格水平指数不同。通常情况下,发展中

国家消费品的价格相对低廉,多数前往非洲或南

亚地区的旅客都会有此感受。然而,投资品如机

械设备通常比消费品更加昂贵,或高于整个GDP
层面的价格水平。例如,不丹的机械设备价格水

平指数为114,而GDP层面的价格水平指数仅为

44;越南分别为86和37;刚果 (金)则分别为

153和63。由于决策者需要确保投资品成本价更加

便宜,因此,这些数据阐明了不同组规格品价格

水平指数数据的重要性。

实际支出和名义支出

国际比较项目的核心是对支出法GDP的比较。
因此,所有支出类别数据的计算都与规格品篮子

相关。各国国民经济核算获取的支出数据均以本

币表示。在式 (1.1)中以Ej 表示。显然,所有

的Ej 在各国之间不具有可比性。在此情形下,有

必要将它们换算成全球统一货币单位。名义支出

总量的计算方法是按照汇率法,以NEj 代表名义

支出,那么:

NEj=
Ej

XRj
=
∑
N

i=1
pijqij

XRj
(1.5)

由于NEj 未考虑价格水平差异,因此是 “名
义”总量。

实际支出,也称作任意支出类别的物量水平,
即采用该类别的PPP将以本币计量的相应支出换

算成全球统一货币所得。因此,如果用Q表示物

量,那么:

Qj=real
 

expenditure=
Ej

PPPj
=
∑
N

i=1
pijqij

PPPj

(1.6)
按照PPP对价格水平差异进行调整之后,公

式 (1.6)中的实际价值总量将以本币计量的价值

总量换算成基准货币或参照货币表示。

1.3 价格比较的方法框架

国际比较项目旨在开展价格和实际支出方面

的可靠的全球比较。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国际比

较项目的区域化程度日益提升,本部分内容将对

相关原因进行剖析。2005年轮ICP的参与国包括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共146个

国家。国际比较项目设计的PPP计算方法和实际

支出比较首先应用于区域水平,在区域内部比较

涉及的消费品可能有较大的重叠,且各国的价格

结构也可能相似。然后在各区域选定一组国家

(即所谓的环国),并对这些环国所要求的规格品

清单进行采价,以通过环国对区域比较结果链接

至全球。
第1.4节探讨了全球比较的总体结构,该节简

要介绍了国际比较项目在计算区域PPP和实际支

出时所采用的方法。如第1.1节所述,价格数据和

国民收入数据是整个计算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要素。
第3章进一步阐述了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以及国家统

计机构所提供数据的本质。本部分着重介绍了采

集价格数据的方法和步骤,以及如何选择价格数

据汇总方法的一些基本原则。首先阐述了区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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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ICP框架,然后对规格品清单的确定以及其

他相关重要的因素予以介绍,例如规格品的可比

性、代表性和重要性,以及保持与国民经济核算

数据一致的必要性。同时简要介绍了难以比较的

服务和特殊规格品类别 (例如机械设备)的价格

调查。最后概述了在选取测算PPP的方法时需要

考虑的因素,包括多边比较的传递性、基国不变

性、特征性和可加性等性质。

ICP的比较框架

为计算各层级的PPP,ICP采用了金字塔方法

(请参见图1.1)。根据PPP的定义,单一消费品的

PPP等于其价格之比,24ICP从调查规格品价格着

手,汇总这些价格数据即可获得基本分类PPP,
基本分类被定义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可以获得支

出数据的最低层级。国际比较项目共有155个基本

分类,例如,大米、羔羊肉、绵羊肉以及山羊肉;
蛋类、蛋制品;咖啡、茶以及可可;小家电;汽

车;铁路旅客运输;报纸、书籍以及文具;医药

规格品;医疗部门的雇员报酬;通用机械;住房

建筑物。25在第一阶段,ICP需要计算155个基本

分类的PPP。26 第4章将介绍用于计算基本分类

PPP的指数方法。
155个基本分类共组成126个小类。其中包含

29个基本分类的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是主要汇总部

分,由11个小类汇总而成。例如,鲜牛奶、保鲜

乳和其他奶制品、奶酪、蛋类和蛋制品等基本分

类可汇总成牛奶、奶酪和蛋类等小类。研究人员

利用这些小类获取有用的PPP数据,再通过重新

加权得到特定类别的PPP。27举例来说,将基本分

类PPP与贫困人口的支出模式相结合,可推导出

贫困PPP。第21章将详细阐述该过程所用到的

方法。
然后,126个小类构成了61个大宗规格品中

类,例如食品、服装和鞋、医疗卫生、交通运输、
建筑品和机械设备。例如,食品中类由九个小类

构成,包括面包和谷类;肉类;鱼类和海鲜;牛

奶、奶酪和蛋类;油脂;水果;蔬菜;糖、果酱、
蜂蜜、巧克力和糖果;其他食品。

最后,61个中类汇总至26个大类,如表1.2
中所示。此列表十分重要,因为该表显示了ICP

实际公布的各汇总层级的PPP结果。28

表1.2 国际比较项目采用的主要汇总层级

主要汇总层级 基本分类的数量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 110

01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 29

02 酒精饮料、烟草和麻醉剂 5

03 服装和鞋 5

04 住房、水、电、燃气和其他燃料 7

05 家庭用品和家庭日常保养 13

06 医疗卫生 7

07 交通运输 13

08 通讯 3

09 娱乐和文化 13

10 教育 1

11 餐饮和住宿 2

12 其他货物与服务 10

13 国外净购买 2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个人消费支出 1

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 21

01 住房 1

02 医疗卫生 12

03 娱乐和文化 1

04 教育 6

05 社会保障 1

政府的公共消费支出 5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2

01 机械设备 8

02 建筑品 3

03 其他规格品 1

存货变动和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4

01 存货变动 2

02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2

净出口 2

GDP 15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年,附录C。
注:NPISH=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由于各层级可得数据的性质不同,导致基本

分类和更高汇总层级的PPP计算方法有所不同。
第1.3节将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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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数据的采集

在国际比较项目PPP的计算过程中,价格数

据是至关重要的,最终得到的PPP是否有意义主

要取决于所采集到的价格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

和代表性程度。本节将讨论价格数据采集过程中

的几个重要方面。
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保持一致

作为价格水平的测度指标,PPP被用于计算

实际支出和物量数据,因此使用于ICP的价格数

据与相关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之间保持一致尤为重

要。食 品 等 规 格 品 总 类 所 用 公 式 (1.1)和

(1.2)为:

Efood
j =∑

ifood
pijqij=Pfood

j ·Qfood
j (1.7)

公式 (1.7)表明,国家j的食品支出额取决

于在食品中类中所含规格品的价格和数量。但是

区域内各国间的比较是通过采集同一规格品清单

中的规格品价格而进行的。倘若ICP规格品清单

与国家规格品清单相差甚远,那么ICP数据与国

民经济核算数据 (即支出数据的来源)之间必然

会出现严重的不匹配。因此,ICP规格品清单中的

规格品应与用于各国国民收入计算所使用的规格

品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该要求会对价格调查

中规格品清单的确定与准备过程产生影响。在确

定某一特殊规格品类别的规格品清单的过程中,
应事先检查该特定类别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覆盖

范围,然后确定清单中的规格品。以设备为例,
采价的规格品应与计算支出额所用到的设备类型

相关。
除非国民经济核算覆盖范围与ICP的规格品

清单之间维持合理的一致性,否则,从比较的角

度看,ICP测算的PPP与实际支出数据的意义

不大。
价格调查的规格品清单

在国际比较项目中,编制规格品采价清单是

计算PPP较为重要的第一步。ICP单独针对以下

三个部分编制了规格品清单,包括GDP层级下的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政府提供的个人消费支出以

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由于汇率直接被用作计算

贸易差额的PPP,因此ICP未对进出口的价格数

据进行收集。29

第1.4节将进一步阐述区域化方法,该方法削

弱了设置一个所有参与国均需要采价的全球规格

品清单的必要性。30 这是由于区域内的同质性更

强,人们的消费偏好和品位更趋于相似,因此很

容易确定在各国之间同时具备可比性和代表性的

规格品。对于欧盟统计局—OECD等区域而言,
这个过程要简单得多,因为这些区域的国家发展

水平相似。再加上大多数国家位于欧洲,更容易

确定采价规格品。然而,当研究诸如亚太等地区

时,这个过程则变得复杂些。在2005年轮ICP
中,经过一系列的研讨会,来自各参与国的代表

专家探讨并确定了亚太区域的规格品清单。例如,
个人消费规格品清单中包含了656种商品和服务。
尽管工作过程详细缜密,但在情况相差较大的区

域,如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消费品篮子明显不同。31

由于采集到的价格数据将被应用于PPP的计

算,所以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从国民

经济核算 (如前所述)的角度出发,规格品清单

中包含的规格品应具备代表性,且与国民经济核

算数据相一致;其次,调查清单中的规格品应当

具备可比性。为获得有意义的PPP数据,我们必

须确保各国采价的规格品是可比的。事实上,在

计算PPP的过程中,开展同类规格品的比较是很

重要的。按照巨无霸的价格计算PPP就是一个具

有代表性的例子。因为巨无霸在各国之间是可比

的,因而满足可比性要求。但巨无霸只是众多消

费品之一,也许无法代表不同国家的消费模式。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巨无霸仅仅是高收入人士的

消费品,因此该规格品可能并不算这些国家普遍

消费的规格品,仅仅依据巨无霸来计算PPP往往

会使得参与比较国的价格水平失真。
总而言之,代表性和可比性之间是存在矛盾

的,国际比较项目试图找到二者的平衡点 (后续

章节将对此进行论述)。《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
(世界银行,2007)很好地探讨了代表性和可比性

的概念,也是本书讨论的主要依据。
代表性

代表性是ICP规格品清单的一项重要要求,
代表性要求所选择的规格品必须是区域内各国的

代表性消费品。但在实践中,不同经济体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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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分类下采价的规格品种类有可能不同,尤

其是在非洲地区和亚太地区这类文化和经济均呈

现多样化的地区。《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32将

代表性定义如下:“代表性规格品是指在一国的某

个基本分类下支出额占比较大的规格品,是常住

居民经常购买的规格品,且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广

泛销售。”(世界银行,2007)
一个基本分类下所包含的规格品的代表性同

样与该基本分类的总体价格水平相关。通常情况

下,非代表性规格品的价格水平高于33 代表性规

格品。因此,就相同的基本分类而言,倘若某个

国家对其中的代表性规格品进行采价,而另一个

国家是对非代表性规格品进行采价,那么两个价

格之间的比较结果可能会失真。基于上述问题,
采价员或统计人员必须在确定某基本分类所包含

规格品是否具有代表性时作出客观判断。在此过

程中,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包含的规格品可被

视为该国的代表性规格品。
在编制规格品清单的过程中,确保各国能够

识别出待采价规格品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很重要的。
各国无需对清单中某基本分类的所有规格品进行

采价。我们希望所有国家对代表性规格品和非代

表性规格品均进行采价。2005年轮ICP要求各国

确定所有采价规格品的代表性程度,但各国的反

馈信息较为混乱,很明显,代表性的概念很难得

到实施。因此,所搜集的代表性相关信息被简单

地忽略了。34

在2005年轮ICP中, “代表性”标准仅用于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基本分类所包含的规格品。各

国的政府支出比较基于工资和薪金数据,故不需

要任何规格品清单。为了计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的PPP,ICP全球办公室 (位于世界银行)编制了

一份清单,并力图保证此清单中的规格品在所有

的ICP参与国中均具有代表性。
可比性

可比性是一项重要的要求,对于计算出有意

义的PPP非常重要。 《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
将可比性定义如下:“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规格品

在物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上相同,或者这些规格品

非常相似,对消费者而言是无差异的,那么它们

具有可比性。或者说,如果消费者认为购买哪一

种规格品都可以,这两种相似的规格品则是可比

的。这也就是说,消费者并不会向另一种规格品

支付更高的价格。”(世界银行,2007年)
当参与比较的各区域具备多样的文化和生活

水平时,确定具有可比性的规格品是比较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方式是针对所有待采

价规格品制定详细的规格说明。当某个区域内的

国家差异较大时,例如亚太区域,则保证规格品

在该区域内各国的可比性是很有必要的。这也就

意味着,有一些规格品可在某一区域进行采价,
而无法在另一个区域采集到价格。

通常情况下,很难确定规格品符合可比性的

程度。如果规格描述定义严格,那么选定的采价

规格品在经济体之间更可能具有可比性。欧盟统

计局—OECD就采用了严格定义规格描述的方法。
但与此同时,规格品规格的描述越严格,就越难

以找到符合统一规范的规格品。类似地,在某些

描述特征上差异较大的两种规格品通常不具有可

比性。碰到这种情形时,可能有必要对规格品进

行较为宽泛的定义,以便各国能够找到符合统一

规范的规格品。这种方法的弊端是,难以确定各

国采集到价格的规格品是否为同一种规格品。
在国际比较项目中,可比性与采价特征密切

相关。例如,少量销售的散装大米可能与5公斤的

袋装大米有所不同。此处,大米的购买量是一个

采价特征,因为当大米的购买较少时,每公斤单

价可能较高。同样地,以土豆为例,即便在质量

特征上无异,从自由市场购买的土豆也可能被认

为与从超市购买的土豆不同。因为从超市购买土

豆,可能会享受额外服务,例如,带有空调的购

物环境以及相关人员提供的包装服务。因此建议

将这些采价特征视为统一规范的一部分,并在采

价过程中有所应用。
在规格品清单的编制过程中,做到可比性和

代表性间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可比性

显然很重要,因为只有在规格品的特征 (包括质

量)相同时,所进行的价格比较才具有实际意义;
而另一方面,代表性也同样重要,因为非代表性

规格品的价格往往高于代表性规格品。如果没有

办法实现二者的平衡,比较结果有可能存在失真。
在国际比较项目中,计算PPP所采用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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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方法是基于价格数据,并利用代表性和规格

品的采价特征等信息。本书第4章将着眼于规格品

价格的汇总过程,同时介绍了汇总方法是如何将

规格品代表性考虑在内,尤其是国家代表性产品

虚拟法 (CPRD)和GEKS法,这类方法常被用于

处理有关代表性的问题。
重要性

实际上,亚太地区和非洲地区难以践行代表

性的概念。各国通常在如何判断某特定规格品是

否具备代表性上出现了很多疑惑。在许多情况下,
在实际的价格调查并未将规格品的代表性考虑在

内。与此同时,有较大比例的非代表性规格品被

纳入采价范围。价格调查的这种失衡现象会使得

PPP测算结果高度失真。因此,ICP决定放弃各国

提供的代表性信息,这些信息仅被用于ICP结束

后的概念研究中。
因此,2011年轮ICP被建议在处理各国提供

的价格数据时,引入规格品重要性的概念。由于

价格调查通常基于自加权进行,其中权重反映规

格品在某特定基本分类中所占的物量份额,所以

规格品的销售额数值或占比等概念均可作为重要

性指标。
那么,从根本上说,规格品清单的编制应以

可比性为重。一旦描述出所有的规格品特征,各

国的价格统计人员即可在第一时间提供该规格品

是否具备重要性的相关信息。“重要性”指的是某

规格品在对应基本分类中所占的支出份额。虽然

统计人员通常无法知道各规格品在基本分类中的

支出权重,但他们需要通过专业经验来进行判断,
如果可获得规格品在基本类的支出权重,其值是

否相对较高。如果较高,那么该规格品就被视为

重要性规格品。按惯例,凡是CPI所采价的规格

品均被自动界定为重要性规格品。
结构化规格品目录

当规格品清单及其采价特征确定后,相关内

容均被记录于结构化产品描述 (SPD)中。2005
年轮ICP以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的CPI清单作为切

入点,来区分规格品的特征。SPD对决定规格品

价格的特征进行了定义。一旦一组规格品的SPD
设定后,则可通过规格品清单中每一个规格品的

具体特征来对这组规格品进行区分。SPD由全球

办公室制定,也是编制区域规格品清单的依据。
全国年平均价格

规格品清单最终编制完成后,各参与国将开

始对清单中的规格品进行价格调查,这些价格数

据将上报至区域办公室作进一步处理。在2005年

轮ICP的实施过程中,各方对单个规格品价格数

据使用的优点进行了大量讨论,最终考虑到实际

操作因素,决定将全国年平均价格作为计算PPP
的价格数据。从理论上说,每个规格品的全国年

平均价格可以作为2005年轮ICP各规格品的平均

单位价值 (定义为该规格品全年总销售额除以全

国范围内销售数量)。然而实际情况是,获取计算

单位价值所需的详细数据是不可能的,所以ICP
采用的计算过程与CPI相似。
2005年轮ICP选取一个规格品样本进行采价,

同时采用SPD详细定义这些规格品的特征。这些

规格品的价格是在2005年的每个季度从一系列的

销售点 (包括超市、当地商店和市场)以及每个

国家的不同地区 (农村、城市和省份)收集得到

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自加权的采价方式,
即按照规格品经济上的重要性 (销售额或销售数

量),在各销售点和地区广泛采集价格数据。35 倘

若可以获得详细的权重信息,尤其是分城乡信息

以反映相对重要性,则这类信息即可用于计算加

权全国平均价格。36对城乡的价格进行加权是很重

要的步骤。在未获取相关权重信息时,可采用简

单算术平均法计算价格平均值。如果采价规格品

不具有季节性,那么全国年平均价格应该对季度

价格进行简单算术平均。对于季节性规格品,则

应当计算季度价格的加权平均。
参与国负责向区域协调机构上报清单中各规

格品的全国年平均价格,同时提交计算平均价格

所采用的采价笔数,以及用于计算平均价格的采

价标准差。标准差在未来可被用于计算PPP的价

格数据可靠性的衡量指标。
难以比较领域的价格调查

前文着重论述了用于居民个人消费比较所使

用的规格品清单。个人消费包含110个基本分类,
该类别的比较本质上是十分重要的。然而,ICP中

真正的问题是难以比较领域的比较,这些GDP的

构成项难以进行国际价格的比较。其中的部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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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这些部分主要是政府提供的非市场服务,
包括个人消费服务 (例如,医疗卫生和教育),或

者公共消费服务 (例如,警察和国防服务,以及

为造福民众而设立的公园等娱乐场所)。
2005年轮ICP按照职能对政府支出进行了分

类,诸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然后对支出类型进行

了分类,包括雇员报酬、中间消耗、营业盈余总

额,以及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本质上说,政

府支出PPP采用投入法进行计算,以各种投入数

据为基础,包括雇员工资。由于投入法并未明确

地考虑生产率差异,对薪金直接进行比较可能会

导致PPP失真或高估生产率水平较低国家的实际

支出或物量水平。亚太地区、非洲和西亚地区均

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了调整,但其他地区以及在将

各区域数据链接至全球数据的过程中并未对生产

率进行调整。37鉴于政府部门比较的困难,本书有

两个章节专门讨论这个话题,分别是第15章 (政
府薪酬比较)和第16章 (生产率调整方法)。

医疗卫生规格品和服务包含几个基本分类。
鉴于政府或私营机构均可通过收费提供医疗卫生

服务,2005年轮ICP基于一个基本原则,即无论

谁支付这项服务,价格应是全部费用。同样地,
在教育方面,相关方编制了详细的私人教育服务

采价指南,以确保采集的教育价格数据具备可比

性。其中教育可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

教育,同时也包括家教服务。第11章详细介绍了

在2005年轮ICP执行期间,医疗卫生和教育的采

价步骤,相关方正考虑在2011年轮ICP中对此作

进一步完善。
倘若各参与国的收入水平参差不齐,且技术

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那么建筑品和机械设备的

价格比较很难进行。对此,2005年轮ICP采用了

一种名为建筑构件篮子法 (basket
 

of
 

construction
 

components,简称BOCC法)的新方法。建筑品

的PPP的计算是基于重大建设项目中已安装主要

构件的价格数据,是根据更基本的建筑材料 (例
如,沙子、水泥以及钢材)和劳动力的成本构建

的。本书第13章以建筑品为主题,对相关问题进

行了概述,阐明了各区域所用方法之间的区别,
同时还详细描述了2011年轮ICP计划采用的一种

新方法。设备的PPP计算是基于设备的价格调查,

需要采价的设备均按照全球办公室统一制定的规

格描述来确定。由于设备间的价格比较是一项十

分复杂的工作,故需要来自各区域的专家针对各

国规格品的特征以及所具有的代表性给出建议。
第14章将着眼于机械设备,进一步详述了该类

PPP的计算过程。
最后,在ICP中最难比较的领域还包括住房

服务。哪怕在同一个国家,住房租金的比较也存

在诸多困难,当涉及到国际比较时,则更为困难。
即便采用区域化方法,仍然难以计算诸如亚太等

区域的住房服务PPP,因为这些区域既包含新加

坡等发达国家,也包括柬埔寨和越南等低收入国

家。欧盟统计局—OECD的某些国家以及独联体

区域的所有国家均采用一种称作数量比率法的简

便方法。从根本上说,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可用于

测算各国的价值比率。如果能够计算出经质量调

整后的数量比率,则可以间接计算得到PPP。虽

然这是一种简单且具有充分根据的方法,但想要

编制出既可靠又有意义的质量调整后的数量比率

仍很困难,因此该方法执行起来仍不容易。因此

在2005年轮ICP中,非洲和亚太地区采用了参考

物量法 (reference
 

volume
 

method)38,其他区域

有的采用价格比率法,有的采用数量比率法,还

有的区域同时采用两种方法。大体说来,2005年

轮ICP中对住房服务的处理方法不太理想。2011
年轮ICP有望在这一领域作出重大改进。第12章

详细阐述了住房服务PPP的计算过程。
数据的编辑和审核

当各国的价格调查结束后,确保价格数据的

质量是很重要的一步。在2005年轮ICP的实施过

程中,数据的编辑和审核工作分几步完成。首先,
各国的ICP协调机构负责检查数据异常值,然后

将价格数据上报至区域办公室。后者依照各参与

国提交的数据进行复核工作。区域价格数据通过

一系列研讨进行审核,其中参会人员包括负责ICP
价格调查的国家统计机构相关人员。由欧盟统计

局—OECD区域比较项目开发和使用的Quaranta
表用于确采价格数据中的异常值。在2005年轮

ICP中,特别开发的Dikhanov表被应用于检测价

格数据的异常值。第9章和第10章将对2005年轮

ICP的数据审核问题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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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数据的汇总和PPP的计算

PPP是通过对区域内参与国基于价格调查所

采集的价格数据进行不断地编辑和审核而计算的。
ICP采用逐级汇总的方法计算PPP (请参见图

1.1)。其中,基本分类是计算PPP的最低层级。39

在计算该层级PPP时并不需要任何数量份额或支

出额份额作为权重,因为每一种具体规格品的权

重信息都是不可得的。40基本分类的PPP数据为更

高汇总层级PPP的计算奠定了基础,并可依次得

到各小类、中类和大类的PPP,最终汇总至GDP
层级。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专门对各层级PPP
的计算方法进行详细介绍。本部分旨在概述价格

和物量的国际比较中所遇到的指数问题。
双边比较与多边比较

双边比较指的是仅涉及两个时期或两个国家

的比较,而多边比较指的是在一组国家中所有国

家间的比较。时间上的比较是双边比较的典型实

例,旨在比较时期t和时期t-1的价格,或在某

些情况下,比较时期t(当前时期)和时期0 (基
准时期)的价格。此外,以时间顺序为基础的序列

有助于链接各时期的比较结果。ICP比较中,要么

是各区域内国家的两两比较,要么是全球所有国家

之间的比较,而且这些国家间并未有系统的排序。
正如第1.2节所介绍的PPP定义,国家j的货

币相对于基准货币的PPP用PPPj 表示。尽管这种

定义已达到解释目的,但仍然不够完整,主要是该

定义并未涉及到计算PPP用到的基准国家。本部分

给出通用公求表示,这有助于讨论ICP中PPP的各

种特性。将国家j的货币视为基准货币,用PPPjk
表示国家k相对于国家j的PPP,那么:

PPPUSA,India=14.67
上述公式意味着,就一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

而言,14.67印度卢比与1美元具备同等的购

买力。
以两个国家 (分别用1和2表示)的双边比较

为例,推算PPP或开展两国间价格比较所用到的

数据均来自这两个国家采集的价格和数量数据。
分别用pi1和pi2以及qi1和qi2 (I=1、2……N)
表示国家1和国家2的第i种规格品的价格和数

量。在这种情况下,PPP12 仅仅是基于这些价格

和数量数据算得的价格指数。为此,建议采用费

雪理想指数和Tornqvist指数。这些指数具有很多

理想的统计、公理和经济理论属性。Balk (1996)
对公理化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Diewert(1976,
1992)则论述了构建CPI的经济理论方法。众所

周知,费 雪 指 数 和 Tornqvist指 数 是 Diewert
(1976)提出的精确指数和最理想指数。费雪理想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PPP费雪
12 =

∑
N

i=1
pi2qi1

∑
N

i=1
pi1qi1

·
∑
N

i=1
pi2qi2

∑
N

i=1
pi1qi2



















1
2

.

(1.8)
费雪指数是公式 (1.8)方括号内的拉氏指数

和帕氏指数的几何平均数。Tornqvist指数的计算

公式为:

PPPTornqvist
12 =∏

N

i=1

pi2

pi1





 






wi1+wi2
2

 

where
 

wij=
pijqij

∑
N

i=1
pijqij

,j=1,2. (1.9)

Tornqvist指数则是各规格品相对价格的加权

几何平均数。
公式 (1.8)和 (1.9)是双边价格指数的典

型例子,它们在计算PPP时完全依赖于国家1和

国家2
 

的价格数据。相反,如果我们关注一组M
个国家的多边比较结果,则有必要对两两国家进

行比较。在2005年轮ICP中,参与国的总数量为

M=146。所有两两国家间的比较可表示为下列

矩阵:

PPP=

PPP11 PPP12 PPP13 PPP1M
PPP21 PPP22 PPP23 PPP2M
PPP31 PPP32 PPP33 PPP3M
PPPM1 PPPM2 PPPM3 PPPMM





















(1.10)
举例来说,上述PPP的比较国家可能是 (美

国和日本)、 (美国和中国)以及 (中国和印度)。
计算 (1.10)PPP矩阵的简单方法是使用 (1.8)
和 (1.9)的费雪指数和Tornqvist指数公式。但

仅采用上述简单的方法还不够,因为矩阵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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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元素还需保持内部一致,且需要同时满足较

多优良性质。后续章节将对此内容进行详细论述。
传递性

传递性是国际价格比较中最为重要的特性。
传递性是指任何两个国家 (国家j和k)之间的直

接PPP与通过第三个国家 (国家l)进行比较的间

接PPP相同。规范的描述是,若式 (1.10)中的

矩阵PPP在j、k和l三个国家之间具备传递性,
PPP需要满足以下等式:

PPPjk=PPPjl·PPPlk. (1.11)
举例来说,这一性质使得对于任意三个参与

国 (以印度、德国和南非为例),ICP所公布的

PPP数据应满足以下等式:
PPPGermany,India=PPPGermany,South

 

Africa·
PPPSouth

 

Africa,India.
在世界银行于2008年发布的有关2005年轮

ICP的报告中,表1列出了以下相关数据:
PPPGermany,India=16.48;PPPGermany,South

 

Africa

=4.35;
 and

 

PPPSouth
 

Africa,India=3.79.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PPP矩阵中的元素具

备传递性时,任何两个国家 (国家j和国家k)之

间的双边比较将受全球比较中所有其他国家的价

格和数量数据的影响。就刚才所提到的例子而言,
德国和印度之间的比较则明显受到了南非和其他

国家数据的影响。但ICP中所有参与国PPP数据

的内部一致性可以抵销该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应采用哪个公式呢? 容易看出,

费雪指数和Tornqvist指数均不具备传递性,但我

们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Balk
(2009年)对这些方法进行了综述。本书第5章将

详细阐述当前ICP中采用的核心方法。
基国不变性或国家对称性

ICP是由世界各区域的国家参与的一项全球性

比较活动,因此在推算具备传递性的PPP矩阵时,
有必要对所有的参与国给予同等程度的考虑。选

取某个国家作为星形国,再对所有其他国家进行

比较,即可得到具有传递性的多边比较结果。如

图1.2所示,美国和英国分别被选作两组比较的星

形国。
在图1.2a中,所有的比较均以美国作为星形

国展开。以印度和中国为例,采用星形法进行比

较时,首先在印度和美国之间进行,然后再对美

国和中国进行比较,在星形法中印度和中国是不

能进行直接比较的。在对国家进行两两比较时,
可采用公式 (1.8)中的费雪指数法或公式 (1.9)
中的Tornqvist

 

指数法。显然,使用星形法得到的

比较结果具有传递性。同样,我们也可以将英国

视作星形国,同样可以得到另一组具有传递性的

PPP数据。遗憾的是,这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并不

相同。这意味着星形国的选择至关重要,且选定

的星形国在ICP中并非被同等对待。因此,图

1.2a和图1.2b表明,传递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

对称性,即无论以哪个国家作为基准,任意两个

国家之间的PPP应该是相同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简单方式是依次将每个

国家视作星形国进行比较。因此,2005年轮ICP
参与国数量为146个,故可进行146组不同的星

形国比较,共得出146个不同的结果。由于所有

国家应被同等对待,故可计算146组星形法比较

结果的简单几何平均数,这样算出的结果具有基

国不变性,且数值与应用GEKS法算得的结果完

全相同,本书第4章和第5章对此进行了详细

阐述。
特征性

Drechsler(1973)第一个注意到特征性在国

际比较中具有重要意义。公式 (1.11)表达了传

递性的定义,两两国家的双边比较结果会受到其

他参与国价格和数量数据的影响。为保持内部一

致性而强调传递性会扭曲双边比较的结果。特征

性要求将这种扭曲程度降至最低。前文所述的

GEKS法可较好地保证双边比较的特征性,这就是

2005年轮ICP将该方法作为区域和全球层面的主

要汇总方法的关键原因之一。
可加性

可加性是ICP中的另一优良性质,它确保某

国以本币表示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可加的性质在

进行国际比较时仍然具备。从根本上说,可加性

指的是,利用PPP将对以本币表示的各支出数据

转换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之和应等于经PPP转

换的实际 GDP。可加性有助于研究人员考察经

PPP转换后的GDP的实际构成。然而,可加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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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理论限制,因此该性质并非是ICP必须

具备的优良特性 (第5章将对这些理论限制作出进

一步解释)。在时序比较中,当使用不变价格构建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时,我们无法保证结果具备可加

图1.2A 以美国为星形国的比较   图1.2B 以英国为星形国的比较
资料来源:ICP。

性。41即便如此,GK法和IDB法等多种汇总方法

均具备可加性性质。GEKS法自1985年在欧盟统

计局—OECD区域应用,在此之前,GK法一直作

为ICP的主流汇总方法。
在ICP中,除了上述所提到的PPP应满足的

四种重要性质,相关文献还对其他性质作了详细

说明。例如,Balk (1996,2009)以及 Diewert
(1988)论述了评估各种汇总方法相对优点的其他

一系列性质。
基本分类层级汇总价格数据的方法

2005年轮ICP所涉及的155个基本分类均包含了

各区域参与国进行价格调查时所包括的规格品清单。
基本分类的显著特点是,基本分类以下仅可得到各规

格品的价格数据,而购买数量是未知的。因此,基本

分类层面的价格汇总无需加权。处理基本分类相关数

据的复杂之处在于,并非所有国家对基本分类中的所

有规格品进行了采价。因此在计算PPP的过程中将存

在较大的价格数据缺失,基本分类层面的汇总方法应

充分利用所有可得的价格数据。
如前文所述,某些国家所采集的基本分类以

下的规格品价格数据并非同等重要。例如,某区

域内一些国家可能采集一些非代表性规格品的价

格。由于非代表性规格品的价格水平很可能高于

代表性规格品,故在基本类层面对价格进行汇总

需充分考虑采价规格品的代表性程度。42

基本分类PPP的计算方法必须满足传递性和

基国不变性,其中较为常用的方法包括国家产品

虚拟法、国家代表性规格品虚拟法、加权国家产

品虚拟法、GEKS法以及GEKS*法等。本书第4
章将对这些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基本分类以上PPP的计算

各参与国155个基本分类PPP将被用作计算更高

汇总层级PPP的基础数据。选取某个国家作为基准

国,用PPPij 表示第j个国家第i个基本分类PPP。
由于基准国对所有参与国而言是相同的,所以这里没

有特意提及。通常情况下可以获得各基本分类的支出

数据,用eij 表示国家j基本分类i的支出 (以国家j
的货币单位表示)。由于支出额以本币表示,因此无

法对不同国家的支出进行汇总。
利用基本分类PPP将以本币计量的支出转换

为以全球统一货币表示,即可算得某特定基本分

类的隐含数量。例如,可由下列公式算得基本分

类i (本身包含一系列规格品,因此可被视作复合

规格品)的隐含数量:

Qij=
eij

PPPij
. (1.12)

这些隐含数量其实就是实际支出,即按照

PPP对以本币表示的名义支出进行国家间价格水

平差异的调整。上述实际支出也被称作物量。正

如可以对各国某单一规格品的数量数据进行直接

汇总一样,实际支出/物量数据可以直接汇总并用

于比较各国在特定基本分类上的相对份额。份额

的计算公式如下:

sij=
Qij

∑
C

j=1
Qij

=
eij/PPPij

∑
C

j=1
eij/PPPij

在ICP中,份额将用于比较对于某特定基本

分类i的各国的相对支出规模,其中i=1,2,…,
155,国家j=1,2,…,C。

基本分类PPP以及公式 (1.12)中定义的隐

含数量为计算更高汇总层级的PPP提供了价格和

数量数据。前者和后者分别用PPPij 和Qij 表示,
其中i=1,2,…,155,j=1,2,…,C。

计算更高层级的PPP汇总方法同样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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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性、基国不变性、特征性以及可加性 (必要

时)等基本特性。ICP当前主要使用的汇总方法包

括GEKS法、GK法以及IDB法。本书第5章将对

这些方法及其特性进行详细介绍。43

综上所述,本部分详细的介绍了方法框架,该

框架包括价格数据的采集,以及基本分类和更高层级

PPP的汇总方法。这些方法适用于ICP各区域国家的

国际比较。如ICP的各个区域。2005年轮ICP期间,
这些方法被亚太地区、南美洲、欧盟统计局—OECD
以及西亚等区域所使用。世界银行 (2008年)公布的

全球比较结果是通过一组环形国将区域比较的结果链

接至全球所得到。全球链接方法将于下一节进行

介绍。

1.4 区域比较和全球比较

2005年国际比较方案采用了一种完全区域化

的全球比较方法,该轮共有来自全球各区域的146
个国家参与。在制采价格采集规格品目录时,基

于代表性和可比性的考虑,创建真正具有全球代

表性的规格品清单的确很有难度。考虑到此需求,
ICP按照地理区域对146个参与国进行归类 (欧盟

统计局—OECD的国家除外,其中包括几大洲的

一些国家)。表1.3列出了各国的区域分布情况。
尽管表1.3列出了148个国家,但ICP的

实际参与国数量为146个,这是因为埃及同属

于非洲和西亚地区,而俄罗斯联邦同属于独联

体和欧盟统计局—OECD区域。亚太地区共包

含23个参与经济体 (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以及中国台湾)。44

表1.3 2005年轮ICP的参与国 (按区域)

区域 国家数量

非洲 48

亚太地区 23

独联体 10

欧盟统计局—OECD 46

南美洲 10

西亚地区 11

合计 14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年。

ICP区域比较由各区域协调机构负责,包括非

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加拿大统计局、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西亚经济

社会委员会 (ESCWA)、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间

统计委员会 (CISSTAT)、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Rosstat)以及欧盟统计局—OECD。这些区域在

计算某区域基本分类和更高层级的PPP时 (如表

1.2所示)均采用了1.3节所论述的方法。每个区

域各国的实际GDP和消费等其他总量均基于区域

比较而得到,为此,ICP全球办公室专门为2005
年轮ICP开发出一套采用链接的方式进行全球比

较的方法。

区域比较结果的链接和固定性

基于区域链接所得到的全球比较结果必须遵

守固定性原则。固定性原则是指,任何一组国家

在全球比较中的相对物量应等同于两国在相应区

域比较中的相对物量。以亚太地区的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为例。这两个国家在区域比较中的实际

GDP分别为17039.58亿港币和10243.30亿港

币,45这表明马来西亚的相对GDP水平是新加坡

的1.663倍。两个国家在国际比较46 中的实际

GDP分别为299582美元和180093美元,同样可

以推算出马来西亚的相对GDP水平是新加坡的

1.663倍。
固定性原则适用于各汇总层级的比较,始于

基本分类层面。全球比较结果的固定性标准于

2005年轮ICP期间制定,这在Diewert(2004)中

有所记载。47当区域比较结束后,各区域将公布以

本区域基准货币所表示的区域比较结果,由于遵

守了固定性原则,最终公布的全球比较结果则与

先前公布的区域结果相一致。

链接过程中环国的使用

前几轮ICP是基于一两个桥梁国家所采集的

价格数据对来进行各区域链接,相比之下,2005
年轮ICP采用的方法更为可靠,即选取环国 (共
18个)进行链接。这些环国的选择需要依据一套

标准,以保证这些国家的价格不会失真,并确保

一系列规格品和服务在这些国家均存在,并可以

采集到价格。本书第8章将对这套标准作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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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在选取的环国中,六个来自非洲 (以反映非

洲大陆的规模以及各子区域的多样性)、四个来自

亚太地区、两个来自欧盟统计局—OECD、两个来

自西亚地区。在比较过程中,将俄罗斯作为桥梁国

家来链接独联体区域,其采价范围包括OECD和独

联体的规格品清单。总体而言,在2005年轮ICP期

间,使用一组环国的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环”规格品清单和调查

用于环国价格调查的规格品清单由全球办公

室编制,其中居民消费品清单是在对不同区域所

用规格品清单进行严格审查后所编制的。在整合

各区域的规格品清单时,未经环国采价的规格品

都应被舍弃,而其他规格品被视作 “环”规格品

清单的潜在候选规格品。为使得这些规格品具有

区域间可比性,则各区域的结构化规格品目录需

要被进一步审查。当环国间进行一系列协商后可

最终确采价格调查清单。
住房、政府消费、医疗卫生、建筑品、机械

设备等类别无需实施上述流程,在进行该领域的

区域价格调查与比较时,将直接使用全球规格品

目录。所有国家均需对此进行采价,包括环国。
因此,非洲、亚太地区、南美洲以及西亚地区在

进行区域比较和 “环”比较时采用的是相同的数

据。欧盟统计局—OECD中的环国也需对全球规

格品进行采价。48

区域链接方法

区域链接的基本流程如图1.3所示。其中,左

侧方块描述的是六大区域的比较流程,这些比较

完全与第1.3节中所述步骤相一致。在区域比较结

束后,即可获得各区域基本分类PPP (用区域基

准国货币表示),以及更高汇总层级PPP和物量数

据,这些数据将用于全球链接。
右侧方块描述的是环国的链接流程,其价格

数据是18个 “环国”基于全球办公室编制的 “环
规格品清单”进行调查所得到的。如左侧方块所

示,通过区域比较所得到的基本分类PPP,可将

环国的价格数据转换为以各自基准经济体货币表

示。该步骤完成后,还需要考虑到各基本分类下

规格品的18个价格向量,这18个价格向量均以六

大区域各自的基准货币单位表示。例如,在2005
年轮ICP期间,亚太区域中的环国则通过该区域

的PPP将4个价格向量全部转换为港元,采用同

样的方法也可将欧盟统计局—OECD “环”价格转

换为英镑表示。在此之后,还将应用国家产品虚

拟法 (如第4章所述)对以18个价格向量表示的

“环”价格数据进行汇总,得到各基本分类的区域

间PPP,即各区域基准货币间的PPP (以美元为

基准),也被称作链接因子。
在得到155个基本分类的链接因子后,采用链

接因子将各区域基本分类PPP转换为以美元为基

准表示。如图1.3中间最顶端方块的流程所示,该

过程结束时,可获得146个国家和155个基本分类

的基本分类PPP矩阵。此外,还可通过各国的国

民核算数据获取146个国家的支出 (以本币表示),
再根据公式 (1.12),获得物量数据。

如左侧方块所示,全球比较的下一个步骤是

利用基本分类PPP和支出数据,获得更高汇总层

级的全球比较结果。倘若无需遵循固定性原则,
则下一步将非常简单,即将任意一种汇总方法

(GEKS法、IDB法或GK法)直接应用于全套数

据集,即可一步进行无限制的全球比较。但考虑

到固定性原则,2005年轮ICP,需要将链接因子

汇总至各层级,以将区域物量值调整至全球水平。
2005年轮ICP未公布无限制比较的全球比较结果。

在计算更高层级PPP和物量或实际支出时应

用固定性原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根据Diewert
(2004)提出的方法,可算得满足固定性原则的全

球比较结果。本书第6章将对基本分类以上层级的

链接方法进行介绍。由于方法的复杂性,故在此

不作赘述。
最后,当汇总过程结束时,即可完成对所有

基本分类和更高层级PPP以及相关物量和实际支

出的计算。所有结果载于2005年轮ICP的最终报

告 (世界银行,2008)。

1.5 结论

2005年轮ICP是一项覆盖全球146个国家的

大型项目。如果说在时间范围内对某个国家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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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区域链接方法
注:GEKS=Gini-Éltetö-Köves-Szulc;CPD=国家产品虚拟法;CPRD=国家代表性规格品虚拟法。

进行比较或者编制消费者价格指数困难重重,那

么对各国之间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则是一项极其艰

巨的任务。ICP所应用的框架和方法非常复杂,这

反映了ICP复杂的本质。项目成立的40多年来,
国际比较的流程在不断改进,方法也在逐渐完善,
本章旨在概述和评价2005年轮ICP采用的方法。
其中,2005年轮ICP最具创新性的部分是国际比

较的完全区域化,这一做法提高了采价规格品的

可比性和代表性。此外,开发出满足固定性原则

的全球链接方法也是一项重大改进。新方法以及

使用一组环国来加强链接的重要步骤也提升了全

球PPP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本章提供了有关

ICP框架的实用知识,旨在鼓励读者能够更加深入

研究后续章节的详细内容。

注释

1.
 

2005年轮ICP覆盖了五大地理区域,包括非洲、亚

太地区、独联体、南美洲以及西亚地区。该项目与欧盟统

计局—OECD开展的国际比较项目同时进行。第2章将对

这两个项目之间互相协调的更多细节进行介绍。本章所介

绍的方法同时适用于ICP和欧盟统计局—OECD项目所涉

区域。

2.本章的修正版本受益于Frederic
 

A.Vogel、Derek
 

Blades、Michel
 

Mouyelo-Katoula以及Erwin
 

Diewert在各

阶段提出的宝贵意见。

3.ICP首先被大家熟知的是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Project,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比较项目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即从小型的研究性项目转变成了全

球性的统计项目。

4.请参见由世界银行2008年出版的2005年轮ICP的

完整报告——— 《全球PPP与实际支出:2005年轮ICP》。

5.实际个人消费包括居民个人消费以及政府为居民提

供的消费,其中,政府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消费占比较大。
第3章将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作进一步阐述。

6.本章第1.2节正式给出了价格水平指数的定义和进

一步说明。

7.基尼系数是一项常用的测度不平等的指标。其数值

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为0,意味着收入分配完全平

等;基尼系数为1,意味着收入分配完全不平等,即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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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所有的收入,而其余人没有得到任何收入。对于大

多数国家而言,基尼系数在0.3和0.4之间浮动。

8.请参见本书的 “引言”(作者:Deaton)。

9. 《SNA1993》是2005年轮ICP的理论基础,尽管已

得到修订,但2011年轮ICP仍使用该版本。

10.第3章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详细介绍,主要侧重于

ICP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

11.有关本方法以及国际比较支出法和产出法之间关

系的更多详情,请参见本书第24章。

12.大量文献对生产法的国际比较进行了介绍。感兴

趣的读者可参阅van
 

Ark和 Maddison(1994)、Maddison
和van

 

Ark(2002)、Feenstra等人 (2009)以及van
 

Ark
和Timmer(2009),请参见本书第24章以了解更多详情。

13.在某些国家,该基本分类下的部分规格品并未被

消费。在这种情况下,相应规格品的数量为零,且价格是

无法观测的。在价格数据的汇总过程中应考虑到这种可能

性 (请参见第4章 “基本分类的汇总”部分)。

14.这是国际比较项目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本章后面

部分将对其作进一步阐述。

15.关于汇率是否适用 (或不适用)转换国民收入总

量的 详 细 论 述,请 参 阅 Kravis、Heston 和 Summers
(1982)以及 《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第1章 (世界银

行,2007)。

16.在这个例子中,以印度卢比为基准货币的美元

PPP应为13.5的倒数,即7.4美分/1印度卢比。印度和

美国的相对支出不受基准货币选择的影响。

17.登录http://www.onada.com/currency/big-mac-
index了解更多详情。文中的数据于2011年2月20日检索

得到。

18.最新版本是宾大世界表第7版 (PWT
 

7),提供以

2005年现价和不变价计量的PPP和实际支出数据。

19.世界银行作出推算,并将外推结果发布在 “世界

发展指标”(WDI)中,这些结果与宾大世界表中所载数据

有所不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外推结果则以各国相对于

美国的GDP增长率为基础。

20.第21章还介绍了在概念上比ICP所得PPP更适用

于测度贫困水平的PPP的计算方法。

21.该数据源自2005年轮ICP最终报告 (世界银行,

2008,第23—27页)中的一览表。

22.严格来说,这种解释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人们在旅

途中的消费支出构成了全部GDP。但事实上,旅行者的支

出模式与GDP的构成项大不相同。旅行者相关的PPP示

例,请参阅Dwyer、Forsyth和Rao(2009)。

23.这种情况可以表明,基准货币不再是美元,而是

由世界中所有货币组成的一揽子货币。

24.详见巨无霸在各国价格与PPP间联系的相关示例。

25.ICP所使用的基本分类和各类总量的完整列表,请

参阅 《全球PPP与实际支出:2005年轮ICP》(世界银行,

2008)的附录C。

26.实际上,并非所有基本分类PPP都可计算。在此

情况下,应使用参考PPP。第17章将对参考PPP的概念

和基本原理进行详细介绍。

27.有关基本分类PPP在比较不同旅游目的地对来自

不同国家旅行者的价格竞争力上的示例,请参阅Dwyer、

Forsyth和Rao(2009)。

28.向世界银行提交申请,即可获取有关各中类、小

类和基本分类的PPP数据。PPP数据的传播需遵循发布政

策,该政策是执行董事会为监督ICP所制定的。

29.Feenstra等人 (2009)最近对这种方法进行了延

伸,即将出口与进口的单位价值用作价格数据,以计算出

口和进口的PPP。ICP尚未采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

要用到很多数据,为了提升它的可实施性,还需要作进一

步研究。

30.2005年轮ICP采用全球规格品清单,通过一组环

国对各区域进行链接。这些环国对 (与其所在区域无关的)
通用规格品清单进行采价。预计2011年轮ICP将使用核心

规格品清单对区域PPP进行链接,各区域所有国家均需对

该清单中的规格品进行采价。

31.亚洲开发银行是亚太地区的区域协调机构,目前

正在研究子区域化的可能性。这种区域化也可能与非洲

相关。

32.有关这些概念的论述,请参阅 《2005年轮ICP方

法手册》第4章 (世界银行,2007)。

33.并非所有的非代表性规格品都如此。例如,在多

数人都崇尚印度教的印度,牛肉在其肉类消费中并不具代

表性,但其价格却往往低于市场上的其他肉类。巴基斯坦

和孟加拉国的猪肉价格也同样如此。

34.本书第4章将介绍汇总方法,该方法在计算基本

分类PPP时将规格品的代表性因素考虑在内。

35.请参阅本书第7章 “居民消费的调查框架”部分

以了解更多详情。

36.请参阅 《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 (世界银行,

2007)中的第4章以了解该流程的更多详情。

37.有关在2005年轮ICP期间使用的生产率调整方法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全球PPP与实际支出:2005年轮

ICP》(世界银行,2008)。

38.由于无法使用参考PPP,故利用参考相对物量值

代替参考PPP。相对物量数据来自居民个人消费支出 (住
房租金除外)。这种方法可以确保居民消费支出总量的相对

物量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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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严格来说,规格品层面的PPP可以直接计算,即

两个国家的相对价格之比。

40.可以根据重要性分类对规格品进行赋权。

41.有关国民账户 (以不变价格计量)可加性特性的

有关问题,请参阅Balk和Reich(2008)的相关论述。

42.关于如何利用代表性信息汇总规格品价格数据,
以计算基本分类PPP的详细步骤,请参阅第4章。

43.2005年轮ICP的全球比较均采用GEKS法。亚太

地区发布采用GK法得到的结果,载于相关报告的附录中

(亚洲开发银行,2007)。

44.这是在2005年亚太地区报告中写为 “参与经济

体”而非 “参与国家”的主要原因 (亚洲开发银行,

2007)。在本章中,所有经济体均被称为国家。

45.这些数据源自 《PPP与实际支出:亚太地区2005
年轮ICP》(亚洲开发银行,2007,第27页)。亚太地区以

港币作为基准货币。

46.这些数据源自 《全球PPP与实际支出:2005年轮

ICP》中的表4(世界银行,2008,第60页)。

47.第4章和第6章将对这种方法作进一步介绍。

48.有关各区域用于环比较的采价规格品数量,请参

阅 《全球PPP与实际支出:2005年轮ICP》的表5(世界

银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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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2005年轮ICP的组织框架
Paul

 

McCarthy

  2005年轮ICP是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开展,
两轮相隔如此之久的原因是在最终确定1993年数

据时,遇到了资源不足 (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
以及由于各区域间尚未形成统一流程而无法将区

域结果链接起来等诸多问题。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大家普遍感到区域之间、或是区域内部的协调性

不足,这主要在于缺乏正式的组织框架。因此,
1993年的大范围复核工作迟迟没有结果,导致下

一轮ICP的工作部署一再推迟。
1997年召开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UNSC)

第29届会议就两项需求达成了共识:一是对ICP
进行评估,以解决部分成员国在执行方案和结果

使用方面所持保留意见的问题;二是努力提高ICP
的数据可信度。

基于ICP评估所编写的报告在1999年3月召

开的第30届会议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1999)期

间被递交至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该报告提出的建

议之一就是ICP应设立一个 “全球协调机构”即

世界银行,并在其领导下任命一个工作小组来解

决当前所存在的问题,该小组还在2000年2月底

召开的第31届大会上向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汇报工

作。会议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考虑了世界银行

的报告,并建议将下一轮ICP推迟一年举办,以

设计和建立一个健全的全球和区域组织框架,另

外,还授权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主席任命 “主席之

友”工作小组以审查世界银行的执行计划。
2002年3月,世界银行向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第33届会议提交了详细的实施计划。该计划就所

提议的研发计划、融资安排、国家参与和组织安

排 (包括区域管理)进行了详细说明。按照所提

议的组织安排,秘书处 (通常称为ICP全球办公

室)将设立在现有的国际组织内,该国际组织中

的管理机构将负责整体的战略管理,咨询小组将

提供技术咨询,区域组织机构将负责管理各国ICP

(不包括由欧盟统计局和OECD开展的购买力平价

测算项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接受了报告的提

议,并在世界银行下面设立ICP全球办公室,以

负责国际比较项目的全球协调和管理。ICP全球办

公室作为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局 (DECDG)的内部

机构正式成立,其工作人员须遵守世界银行有关

工作条件、差旅、ICP数据库管理和数据保密性的

规定和程序。
“主席之友”工作小组参与了最终计划的制定

以及ICP全球管理者的选拔,还与世界银行一起

成立了ICP执行董事会。
图2.1为2005年轮ICP组织框架的概览图,

2011年轮ICP将基本上沿用这一框架。下一节将

详细介绍各级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2005年轮ICP的组织框架

设立组织框架是为了保证各区域结果的一致

性,并通过协调全球工作、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
提供集中化的技术和实践指导、以及对有可能在

区域间出现理解分歧的问题进行裁定来实现这一

目标。组织框架总共需要设立几个管理层级,从

世界范围的协调小组到区域分支机构,而最基本

的管理层由各经济体的国家协调机构担任,以确

保该经济体中的相关机构能依照一致的要求和方

法工作。组织安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保提供足

够的财务资源,保证项目的成功实施。此外,各

区域还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来雇佣技术人员。ICP
的性质及其全球影响力意味着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应成为最高管理机构。因为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

成员包括各国统计部门和其他国际组织,所以最

适合全面监管ICP的执行。为了更好地监管ICP,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执行董事会。联合国

13



图2.1 2005年轮ICP的组织安排
资料来源:ICP。

统计司 (UNSD)司长曾任执行董事会董事,这有

助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执行董事会和世界银行全

球办公室之间的沟通交流。1

执行董事会

执行董事会将为ICP的实施提供战略领导,并

对其重点、标准、整体工作计划和预算作出决策

(执行董事会成员名单见附件A),除此之外,它还

在监督ICP全球办公室的活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执行董事会代表均来自机构 (国际组织或国家

统计机构),且必须是资深工作人员。因此,董事

会的参与者一般为著名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或是

经验丰富的统计管理者。其中很多人员是国家统计

机构或国际组织统计部门的负责人,还有一部分是

经济统计部门的管理人员,他们均具备丰富的国民

经济核算或价格统计的技能和经验。

执行董事会一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一次与联

合国统计委员会一同举办,另一次是在联合国统计

委员会年度会议的举办。董事会采取的措施列举

如下:
• 审查技术咨询组 (简称TAG,将在本章后

半部分予以说明)成员的任命并确定最终人选。
• 在审核融资情况后,还将指导ICP全球办

公室计算GDP的所有主要构成项的PPP,而不是

仅计算居民最终消费支出部分。
• 批准技术咨询组的建议,即将ICP区域和

欧盟统计局—OECD的PPP项目采用环国法链接起

来 (将在第4章和第6章予以说明)。随后,执行董

事会还确定了参加 “环”价格收集的国家名单。
• 批准收集区域和 “环”数据的时间表,并

审批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 (以确定一个国家的数据

收集工作是否已准备就绪),并将其纳入全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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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全球办公室制定的数据访问政策。
• 批准全球报告中所公布数据的详细程度。

随后,执行董事会和全球管理者将对全球报告中公

布的数据负责。
全球办公室编制了关于ICP现状和进展的年

报,并通过执行董事会提交给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全球办公室

全球办公室于2002年成立,归属于世界银行。
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实施ICP所需的日常工作。全球

主管负责办公室的运营,专业统计人员和行政人员

团队提供支持,该部门需定期向执行董事会汇报工

作计划和预算。全球办公室及其外部顾问需要开展

一些重要活动,包括制定ICP标准;为确定ICP采

价规格品和服务编制框架;编制 《2005年轮ICP方

法手册》和 《ICP操作手册》 (世界银行2005,
2007);制作ICP软件,以方便各国录入和编辑价

格数据;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对区域内和

区域间的价格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进行汇总。全

球办公室须遵守世界银行的管理和信托法律法规,
包括与数据保密相关的全部要求。全球办公室必

须遵守世界银行的管理和信托条例,包括与数据

保密性有关的所有要求。
全球办公室需要向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局主任汇

报有关ICP的日常活动。ICP不仅是联合国统计委

员会主办的一项全球项目,同时也是世界银行的项

目和倡仪,其中发展数据局主任应在该项目上对世

界银行管理层负责。发展数据局建立了ICP数据库

并对数据访问进行监管,其主任则依照世界银行所

规定的条例和程序,对数据保密性负责。有关ICP
任务、政策、计划、重点和标准的相关事项,全球

主管则依照董事会的指示和所批准的工作计划和预

算框架进行执行和实施。全球办公室的其他重要职

责包括:
• 组织技术咨询组会议;随时向技术咨询组

告知方法问题,并对新方法的开发研究提供指导。
• 开发新方法,包括使用SPD描述采价规格

品的特征;建筑规格品和服务的采价方法;区域链

接方法。改进住房、政府和设备的支出比较步骤,
编制全球产品目录以便对规格品进行采价。

• 编制 “环”清单中的全球规格品目录,选

定的国家除需要提供其区域清单中的规格品价格,
还需提供 “环”清单规格品价格。全球办公室还需

要协调 “环”价格调查的数据收集过程,并与区域

协调机构共同审核基础数据。
• 与区域协调机构密切合作,以确保各参与

国始终遵照ICP时间表、工作计划和方法工作。
• 组织区域协调机构的会议,并向他们报告

一些新的方法。在这些会议上,区域协调机构将递

交数据诊断表,并展示各区域国家价格数据的审核

情况。各区域可以通过此种方式共同评估各自是否

遵循同一标准。
• 开发软件,用以审核数据和测算PPP和相

关指数。该软件包括新的数据审核方法,被称作

Dikhanov表。
• 为区域PPP的测算提供技术支持。
• 计算全球PPP和相关指数,并公布全球最

终结果。
• 与执行董事会合作,制定数据访问政策。
全球办公室还与世界银行的内部和外部机构的

其他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研究PPP的使用和探讨

最终比较结果的数据质量 (因为这将影响相关决策

的制定),并负责回答媒体和其他数据使用者提出

的问题。

技术咨询组

技术咨询组 (TAG)负责就ICP相关技术问题

提供建议,并解决一些概念和方法问题 (2005年轮

ICP的技术咨询组成员清单请见附录B)。技术咨询

组成员由执行董事会任命,他们都是价格或国民经

济核算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为了弥补前几轮项目

的不足,在技术咨询组的建议下,ICP在一些方法

上有了重要改进,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对计算基本分类PPP和将其汇总至全球水

平的方法予以研究和审查。对此,技术咨询组建

议,采用国家产品虚拟法 (CPD)计算基本分类

PPP,并 用 传 统 的 GEKS 法 (由 Gini、Élteto、
Koves和Szulc发明)将其汇总至较高层级,直

至GDP。
• 有保留地批准测算建筑品PPP的新方法的

实施。
• 提出将区域PPP链接到全球的新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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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与区域结果的一致性。
• 向全球办公室和执行董事会建议在 “环”

价数据收集中应代表其区域的国家。
• 为加强对贫困水平的分析,TAG关于ICP

中应采取何种数据来加强贫困水平的分析,向全球

办公室和世界银行提出建议。其建议无需对贫困篮

子单独采价,但需要获得穷人的支出模式以得到权

重,这些权重用于将基本分类PPP汇总至居民最终

消费的更高层级,直至居民最终消费总额。
• 向全球办公室提供其他技术事项的建议,

如:如何对可能出现负值的基本分类 (如净出口)
PPP赋权;如何改进自有住房数据收集的方法,以

及如何计算机械设备的PPP。
技术咨询组成员就ICP面临的诸多方法问题撰写

了几篇重要的论文。这些论文和技术讨论纪要可在国

际比较项目官网获取 (http://siteresources.
 

world-
bank.org/ICPEXT/Resources/ICP_2011.html),其他

研究者可通过官网使用这些资料。

区域协调机构

区域协调机构通过非洲开发银行 (AfDB)、亚

洲开发银行 (ADB)、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间统计

委 员 会 (CISSTAT)与 俄 罗 斯 联 邦 统 计 局

(Rosstat)和莫斯科经济分析局、加拿大统计局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和西亚经

济社会委员会 (ESCWA)开展合作,来协调五个

地理区域 (非洲、亚太、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南美和西亚)中的各国际比较项目。此外,欧盟统

计局—OECD管理的定期实施的PPP项目所涉及的

经济体被列为自治区域,旨在将其测算结果纳入全

球测算结果范围内。
某些区域还设有咨询委员会,来为该区域项目

制定组织框架、对相关技术问题作出决策、监控工

作计划和财务及人力资源的必要条件。委员会还应

促进信息交流、发布PPP结果并推进PPP结果在

该区域的使用。区域协调机构与各参与国签订协

议,规定区域协调员和各国家所各自扮演的角色和

职责。这些协议为相互合作奠定了基础。
五个区域协调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在全球办公

室的领导下与本区域的国家协调机构保持联络,并

负责提交本区域的数据,另外,其职能还包括制定

区域采价规格品清单、对采价和基本分类支出测算

人员进行培训、对提交的数据进行审核以及公布区

域比较的结果。区域协调机构和全球办公室保持紧

密联系,以保证各区域工作的高度一致性。
区域协调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编制区域采价

规格品清单。这项任务需要与区域各参与国开展广

泛咨询,使各国能够参与规格品选择的过程,从而

了解采价规格品特征,以便各国收集数据。咨询过

程将一直持续到数据审核阶段,届时本区域各国将

共同审核国家价格数据。
区域协调机构需要参加由全球办公室组织的会

议,在这些会议上与全球办公室共同审查区域比较

结果,确定最佳实施方案,并就工作计划和时间表

达成一致意见。

国家协调机构

在大多数经济体中,一些组织机构将为ICP提

供国民经济核算和价格数据。在此情形下,其中一

家机构将被指派作为国家协调办公室,并任命一名

国家协调员。国家协调员的主要职责是确保该经济

体所上报ICP数据的准确性 (国民经济核算、价格

和工资数据);根据ICP的基本概念和采价的实际

要求来培训统计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 (主要是指涉

及价格采集的人员);编辑数据并将其录入ICP数

据库并妥善应对编辑过程中区域协调机构提出的咨

询问题。国家协调员还需要参与在本区域召开的数

据审核研讨会,以检验区域内所提供数据的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协调员充分参与了采价规

格品清单的确定过程。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确定采价

格调查的框架,包括选择采价的零售点以确保这些

零售点在采价时的配合度,以及就规格品规格的

ICP方法对采价员进行培训。

与欧盟统计局—OECD
 

PPP项目的协调

在2005年轮ICP的规划和执行阶段,世界银

行、欧盟统计局—OECD保持了密切沟通,目的是

通过将欧盟统计局—OECD比较项目归为ICP的第

六 “区域”,以将该区域的比较结果直接纳入ICP
中。由于欧盟统计局—OECD项目在这些年已改进

了多个其他区域无法进行复制的方法,使得其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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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面不同于其他区域。但是,协调组织之间的密

切来往意味着即便不同区域使用的程序不同,但完

全可以很好地整合欧盟统计局—OECD的结果。

总结

2005年轮ICP组织框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将世

界划分为五个地理区域,并将欧盟统计局—OECD
的PPP项目所涉及的国家划分到第六 “区域”。ICP
的区域化意味着对其增加了额外一级管理层,以满

足各区域的需求。这样做利大于弊:指定的采价规

格品在区域内的同质性更高,各区域中的国家支出

模式更为相似,而且减少了语言差异。同样重要的

是,在区域间设立ICP机构,使其与各国能够更加

紧密地进行合作,尤其是在私下定期交流方面,由

此可带来更多运营效益。
全球办公室负责管理并协调各区域的国际比较

项目,公布所应用的相关统计方法的细节,并提供

直接财务支持或协助区域筹资。全球办公室的活动

得到了ICP信托基金的支持,该基金源自国家、国

际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区域协调机构在美国华盛顿

举办了几次会议,且所有区域协调机构均派代表参

与执行董事会,以确保各区域在国际比较项目各方

面的一致性。
尽管区域化存在一些缺点,即需要进行区域链

接以获得一组世界范围的实际支出和价格水平指

数,但区域化的成效是显著的。环形国法是一个链

接区域结果的新方法,但该方法却在实施过程中遇

到一些问题 (详情请见第8章)。所以,在2011年

轮ICP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区域链接方法,该方法以

国家价格为基础,且不仅需要区域规格品清单中的

价格数据,还需要应用全球规格品清单中的价格

数据。
虽然ICP没有将在国家统计机构、区域和全球

协调机构之间开展合作这一计划纳入最初的组织战

略部分,但事实证明,这种合作方式成效显著。俄

罗斯联邦统计局和加拿大统计局分别是独立国家联

合体 (CIS)和南美地区的协调机构。澳大利亚国

家统计局利用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提供的资金制定

了亚太地区的消费规格品描述表,并为整个项目提

供了技术支持。在协调 “环”项目中,英国国家统

计局为非洲地区和全球办公室提供了技术支持。法

国国家统计局也为非洲地区提供了技术支持。由于

上述合作方式在2005年轮ICP中取得了成功,所

以2011年轮ICP将继续采取类似方式。
在整个2005年轮ICP的执行过程中,实践证

明ICP执行董事会是一个高效的政策制定机构,能

确保得到全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技术咨询组也为

不少复杂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方法指导。与此同时,
区域和国家协调机构有效地组织、执行了各自的项

目。但偶尔出现的问题不是使得人们对执行董事会

的法律地位、权力以及董事会成员是仅代表个人还

是代表组织等产生了质疑,此外,还对全球办公室

是否有权指导区域协调机构也产生了疑问。
因为2005年轮ICP最初并没有明确规定数据

访问和共享的具体要求,所以某些国家不愿意提供

详细的数据,而且不愿意让全球办公室及其他区域

审查其提供的数据。在后期,全球办公室不得不制

定一些详细政策,包括访问微观数据的途径,以及

区域协调机构在共享数据方面需要对国家、其他区

域和全球办公室负责的条件。除此之外,其相关政

策还包括在最终全球比较结果公布后,访问未公布

数据组的相关问题。这些政策为2011年轮ICP的

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所以对这些政策进行大幅修

订不大可能。
总体来说,组织安排的实施成效显著,在2005

年轮ICP期间只对其做了细微调整。在2011年轮

ICP期间,尽管其组织安排相对2005年需要进行更

多的微调,包括扩大执行董事会和技术咨询组以使

这些组织具备更广泛的代表性,但2011年轮ICP
将继续沿用此安排。

关于2011年轮ICP组织安排的详细情况,可

参阅在2010年2月21日执行董事会会议上提交的

一份文件 (世界银行,200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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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ICP执行董事会———2005年轮ICP

2005年轮ICP执行董事会的成员为机构和部门,而不是个人。澳大利亚统计局局长Dennis
 

Trewin
被任命为主席。国际比较项目全球办公室高级成员 (包括全球主管)为具有职务的成员。执行董事会中

的机构代表如下:
非洲开发银行 (AfDB)
亚洲开发银行 (ADB)
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法国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院 (ENSEA)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ESCW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欧盟统计局 (欧盟委员会)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Rosstat)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 (CISSTAT)
印度统计与规划执行局 (Ministry

 

of
 

Statistics
 

and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India)
中国国家统计局 (NBS)
英国国家统计局 (ONS)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加拿大统计局

乌干达统计局 (UBOS)
联合国统计局 (UNSD)
世界银行

附件B

ICP技术咨询组 (TAG)———2005年轮ICP

不同于执行董事会,技术咨询组的成员主要是个人,而非其所属机构。但欧盟统计局 (OECD)除

外,其以机构为代表参加所有技术咨询组的会议。有时会邀请特定领域的专家参会讨论相关具体问题。
技术咨询组的常任成员如下: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Alan
 

Heston,担任主席

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全球主管Frederic
 

A.Vogel,世界银行官员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Angus
 

S.Deaton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W.Erwin

 

Diewer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Francette

 

Koechlin
欧盟统计局 (卢森堡)Paulus

 

Konijn
澳大利亚统计局Paul

 

McCarthy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D.S.Prasada

 

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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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avid
 

Roberts
奥地利国家统计局Sergey

 

Sergeev
欧盟统计局 (卢森堡)Silke

 

Stape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Kimberly

 

D.Zieschang

注释

1.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监督联合国统计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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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国际比较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
GDP编制和拆分程序

Paul
 

McCarthy

  国际比较项目 (ICP)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购

买力平价 (PPP),将以本币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换算成以统一货币表示。1GDP是衡量一个

国家经济生产活动的指标,它是在没有重复计算

的情况下,使用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 (或中间消

费)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来计算得到。GDP还可

以用一个国家在一年里所生产的所有最终货物和

服务的市场价值来衡量。本章旨在阐释在收集价

格和测算PPP时为何必须考虑有关GDP的基本概

念,其中包括GDP的最终支出构成项的定义、价

格说明、不同支出部分的分类介绍、以及支出细

分常用数据来源的说明。

ICP旨在通过测算PPP将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经济

活动 “物量”或 “实际支出”转换成由统一货币表

示,以此对各经济活动水平进行比较。实际支出通常

以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为基础,但在实践中PPP可用

于将任何支出值转换成以统一货币表示的支出值。

PPP的主要用途之一是贫困分析,以本币表示的

国家贫困线,或者按照1美元/天或2美元/天计算

的国际贫困线,是PPP的重要用途。

GDP随时间的变化是价格变动和产出物量变动

所共同导致的。出于多种目的,分析人员更热衷于捕

捉价格变动,以便更好地评估实际活动水平的变动或

物量变化。有多种技术可用于测算物量变化,且这些

技术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从现值变动中剔除了价格

的影响。空间比较与时间序列物量的比较类似,通过

将现值GDP(及其主要总量)除以PPP而得到计算

结果。由于PPP可将各国货币单位进行统一,且剔除

国家间价格水平的差异,故其结果可直接对各国经济

规模进行比较。

ICP作为一项重要的统计活动,需要价格统计

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者之间的大力合作与协调。

采价规格品的确认、价格采集与核查以及汇总计

算PPP占据了整个项目的大部分工作。规格品的

选择 (价格采集的前提)和数据收集的调查框架

必须与GDP的支出构成测算相一致。鉴于PPP与

国民经济核算之间的联系,很显然,ICP所收集的

价格应与国民核算数据相一致。
国家间国民经济核算的一致性也十分重要。2005

年轮ICP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框架为 《国民核算体

系1993》(简称 “SNA93”),2011年轮ICP也将继续

使用该体系 (欧盟委员会等机构,1993)。

2005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依据SNA93编

制本国的国民核算数据,也有部分国家采用的是

1968版或更早版本的SNA。由于受可用于编制经

济核算账户统计数据资源的限制,各国的国民经

济核算与理想效果均存在一定偏差。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为保证GDP核算涵盖了所有经济活动,
国家对这些核算数据的调整往往存在显著差异。
由于自给性生产活动的存在,故在发展中国家进

行此类调整比在发达国家更为重要。
因此,为使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尽可能保持一

致,在2005年轮ICP筹备期间,各国统计人员一

起对其GDP及拆分层级 (直至基本分类)的支出

测算进行审核,以确保其遵守了SNA的要求。部

分国家还需要对其数据进行修订,以获得相比于

其他国家更高的可比性。在此方面,各国需要投

入大量精力以保证ICP的价格数据与国民经济核

算支出数据保持一致。

ICP的参与国需要提供有关GDP支出的国民

经济核算数据 (用本国货币表示),并将其划分为

155个详细的GDP支出子类,即基本分类。将国

民经济核算数据细分至基本分类,既细化了实际

支出分类,也提供了从基本分类向GDP层级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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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所需权重。由于基本分类的支出值被用作

权重,因此在汇总计算更高层级的PPP时,在最

终支出中占比较小的规格品和服务的PPP将获得

较小的权重,占比较大的PPP将获得更大的权重

(详细汇总方法参见第5章和第6章)。
关于在收集价格和测算PPP时为什么必须考

虑GDP的理由,本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节介绍

了三种测算GDP及其支出的方法,以确保GDP的

测算涵盖了所有相关的经济活动。第二节给出了

支出法测算GDP的构成项和具体的ICP要求,即

对国民经济核算支出细分至大类的过程进行调整,
例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第三节将详细阐述如何将

GDP拆分至基本分类。第四节将介绍ICP所需的、
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一致的规格品采价依据。最

后一部分将简要给出对2011年轮ICP国民经济核

算支出数据收集过程的建议。本章还包括一个附

录,列示了2005年轮ICP的155个基本分类。

GDP的概念及测算

GDP测度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即一个

国家在一定核算期间内 (通常是一年或一个季度)
常住企业所生产的全部最终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

值。市场价值是指按照 “购买者价格”所表示的

价值。2按照购买者价格测算的GDP通常被称为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或 “现价GDP”或 “名
义GDP”,它包括常住生产单位的国外产出,但不

包括非常住生产单位的国内产出。例如:某国内

油田安装设备的生产单位可能会派员工到国外临

时工作 (不到一年)。这种产出被记录为生产单位

所在国家GDP的一部分 (作为生产单位和该国的

出口量),而不属于活动承担国家的GDP。实际

上,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产出都源于本国的常住生

产单位。

测算GDP的三种方法

从概念上说,GDP是对一个经济体内全部经

济活动增加值的测算 (即总产出减去中间消耗3)。
测算GDP的三种方法如下所示,这三种方法所测

算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1.生产法GDP:总产出价值 (减去中间消耗)

加上产出价值中未包括的规格品全部税款 (减去

补贴4)。生产法作为测算GDP的最直接方法,是

各类企业增加值的总和。许多国家只用生产法测

算GDP。但是,这些国家却需要向ICP提供支出

细分数据。生产法GDP不适用于PPP的测算,原

因在于最终产出和中间消耗都需要价格数据,都

需要详细分类,但这些数据信息都很难获取。而

且,PPP的主要用途之一是测算贫困线,而这需

要借助居民消费支出PPP。
2.收入法GDP:雇员报酬加上营业盈余、混

合收入5、生产税和进口税 (减去补贴)。该方法的

原理是:生产者及其雇员的收入等同于其规格品

的价值。因此,GDP是所有生产者及其雇员的收

入总和。ICP不能使用收入法测算的GDP,原因

在于无法获得其主要构成项,即营业盈余的价格。
3.支出法GDP:居民和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

加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6和出口 (减去进口)的总

和。利用该方法测算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最终

规格品要么被人购买,要么形成存货。ICP将支出

法GDP细分为不同总量和基本分类,因为这样较

易于获得构成项的基础价格。另外,国民经济核

算中各项最终支出的价值,分别与家庭消费和企

业购买设备的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

数据和价格密切相关。
从概念上讲,这三种GDP测算方法所得到的

结果应相同,但实际上,数据的缺失可能会造成

结果间的差异。
生产法GDP和收入、支出法GDP间的数值差

异被明确看作 “统计误差”。某些国家使用 “供给

使用表”来进行平衡,该表提供了一个能系统消

除这三种方法在实际测算中差异的框架。
支出法GDP由以下部分组成:(1)居民和政

府的最终消费支出; (2)企业和政府的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 (3)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 (出口减去

进口)。企业划分的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已购置的建

筑物或设备 (如工厂或工业机械)、土木工程 (如
煤炭出口商购置或建造的港口)和存货变动。政

府资本形成总额的例子包括政府建造的学校或为

医院购买设备。在计算GDP时,必须扣除货物和

服务的进口,因为虽然它们已被列入最终支出,
但却是进口国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内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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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 (即GDP)。基本分类的支出可能会包含进

口货物的购买项目,例如,将消费者购买进口汽

车的支出记录在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汽车消费

支出)”中。

GDP与国民总收入的比较

GDP测度的是一国领土内常住生产者的产出,
由此产生的收入主要分配给该国常住单位,但部

分收入也可能分配给非常住单位 (如需要支付的

国外利息或股利,或需要支出的国外债务成本)。
类似地,部分常住单位可能会获得非常住单位产

生的收入 (如国外向常住单位支付的利息或股

利)。对于某些类型的分析而言,这些收入流可能

是利息性质的,由此产生了国民总收入 (GNI)的

概念。GNI测度的是常住单位获得的总收入。GNI
与GDP的差异在于常住单位与非常住单位之间的

收入流净额。

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

GDP的生产范围界定了测度经济产出时应纳

入或排除的活动。从理论上讲,所有市场产出均

应包含在GDP的生产范围之内,而这将对ICP的

所需数据产生影响。生产范围内也包括了部分非

市场产出。
市场产出是指以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或

以其他方式处置的产出。当价格对生产者愿意提

供的数量和购买者希望购买的数量有较大影响时,
就被当作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除某些具有特定

惯例的服务行业外,生产者在核算期内 (一年或

一个季度)的市场产出如下所示:
生产者的市场产出

=货物或服务的销售总值

+易货交易的货物或服务总值

+用于实物支付的货物或服务总值,包括雇

员的实物薪酬

+由一个基层单位向另一个属于同一市场企

业的基层单位提供的、用于中间投入的货物或服

务总值

+准备用于上述某种用途的制成品和在制品

存货的变化价值

货物和服务的销售总额应当按照出售时获得

的价格,即购买者价格进行测算,价格中不应包

含税收或利润等自给性消耗。相同的价格也可用

于易货交易、实物支付和企业内转让的货物和服

务的价值测算。如果向雇员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是

由雇主购买,则应按买进价格测算实物收入;如

果是企业自己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则应按生产价

格测算实物收入。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对存

货进行测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SNA93规定对于

入库的规格品,应按首次生产时可以出售的价格

估价,对于出库的规格品,应按以后可能出售的

价格估价。
根据生产范围的要求,应当对GDP支出的某

些构成项进行价值测算。获得的部分货物和服务

并没有支付任何款项。国民经济核算中,必须测

算此类交易的价值,以确保GDP核算包含了经济

体中的所有具有国家间可比性的产出。需要估值

的项目主要包括:实物收入、居民自用住房的租

金、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FISIM)、易货交

易和为自身最终使用生产的产出。此类货物和服

务的价值应当按照市场上出售类似货物和服务的

价格进行测算,或者,在没有合适价格的情况下,
以货物和服务的成本来测算。

理论上核算GDP的三种方法 (支出法、收入

法和生产法)应得到相同的结果,但实际上数据

的缺失会使其结果存在差异。此三种方法的测算

结果应被分别记录,以保持三种方法在概念上的

一致性。例如:在对GDP支出进行测算时,应将

雇员公车私用的价值纳入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

“运输”项,从而增加GDP及其构成项。对于产出

账户而言,应从中间消耗中减去公车私用的价值,
并将其记入雇员报酬范围内的 “实物收入”,从而

增加相关行业的增加值和GDP。雇员报酬的增加

(记录为雇员报酬中的 “实物收入”)也将直接流

向收入法GDP核算。所使用的测算值和方法对

ICP十分重要,原因在于它们不仅影响基本分类的

实际支出值,还会影响用于汇总基本分类以上

PPP的支出权重。此外,所使用的测算值和方法

对采集的基础价格也有影响,尤其在住房和自给

性消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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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支出

本节将简要介绍对某些项目进行虚拟所需注

意的问题。
实物收入

作为报酬的一部分,雇员有时可以以极低的

价格或无偿获得某些规格品和服务。例如:铁路

员工有权免费乘火车、煤矿工人可定期获得一定

量的煤炭以及军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获得餐食。在

国民经济核算中,包含于雇员报酬的实物收入

(规格品和服务)应当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对应

数额相匹配,以确保支出法GDP与收入法GDP的

一致。此类支出的类别应当按照所提供的规格品

和服务的性质进行记录,例如:铁路员工免费乘

火车应记录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 “运输”支出

类别中;向煤矿工人提供的定量煤炭应记录在

“住房、水、电、燃气和其他燃料”支出类别中。
在采价方面,由雇主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则按生产

价格测算实物收入;由雇主采购的货物和服务则

按购买时支付的全款 (购买者价格)测算实物

收入。
居民自用住房的租金

在SNA下,居住在自有住房的居民视为自己

向自己出售住房服务。因此,有两类人需要测算

租金支出,一类是确实向房主支付租金的人,一

类是拥有住房或公寓的人。
住房支出是居民消费的重要构成项。由于某

些国家的大部分居民居住在租赁的住房中,而某

些国家的大部分居民居住在自有住房中,因此很

难对住房支出进行国际比较。虽然租金调查能为

测算住房租赁支出提供依据,但测算自用住房的

可比支出难度较大。
住房租金测算的一般原则是基于相似住房的

实际租金来对自用住房的租金进行虚拟,而住房

的相似性通常按照住房的类型 (单户或多户)、位

置 (市中心、郊区和农村)和设施 (例如房屋面

积、自来水、室内卫生间、电力和中心供暖)加

以判断。在此方面,推荐的方法是,完成一个价

格矩阵,以说明不同类型的住房所实际缴纳的平

均租金,然后在同一矩阵中的相应位置填写上各

类型自用住房的数量,再将其相乘即可获得各类

型自用住房的虚拟租金,最后进行汇总则可求得

总额。租赁行业发展程度不高和不广泛的国家采

用此种方法测算容易出现问题,比如:租赁行业

可能主要集中在租价较高的租赁市场,如为在该

国工作较短时间的侨民提供的住房。在2005年轮

ICP的执行期间,若某些参与国没有充分的租赁市

场测算住房租金,则建议这些国家按照使用者成

本法测算支出。2011年轮ICP将沿用这一概念,
并在2005年轮ICP的经验上加以改进。

使用者成本法所提到的 “成本”是指当房主

决定向他人出租住房时,确定市场租金需要考虑

的自用住房的各项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中间消耗、
其他生产税款 (减去补贴)、固定资本消耗和实际

净营业盈余,即名义营业盈余减名义持有收益

(关于成本的描述详见表3.1)。
名义营业盈余的计算方法为住房价值乘以名

义利率,名义持有收益的计算方法为住房价值乘

以整体通货膨胀率。
对使用者成本法进行应用的主要困难有:(1)

估计自用住房存量,这需要计算固定资本消耗和

净营业盈余; (2)在对存量测算后,还需要计算

固定资本消耗; (3)选择适用于自用住房存量当

期价值的实际利率,以计算净营业盈余。
应用使用者成本法测算自用住房的服务支出

需要一系列数据,但这些数据均属基本分类以上

层级。将资本存量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一部分的国

家一般都能提供此类数据,这些数据多源于人口

和住房普查。表3.1列示了所需的数据项目及将其

汇总的方法。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居民一般

选择使用本地材料修建自有住房。这种所谓的传

统住房几乎始终为居民自用,所以在虚拟业主自

住住房的服务价值时,并没有同等类型住房的市

场租金信息可以获得。因此,在许多国家无法对

这类服务进行虚拟,而在其他国家,自用住房服

务将通过实际支付的租金进行虚拟,但却可能与

大多数自用住房存在差异。通常,这些住房的质

量比传统住房高,导致自用住房服务价值被高估。
ICP的首选方法是采用使用者成本法测算传统住房

提供的服务价值。如有必要,可将此方法所得结

果与应用等额租金法测算的其他类型住房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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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进行合并。

表3.1 居民自用住房服务的支出测算:
使用者成本 (UC)法

规格品编号 规格品描述

中间消耗

UC01 居民自用住房的维修支出

UC02 为自用住房支付的保险费

UC03 向业主支付的保险索赔

UC04 业主缴纳的保险费净额 (UC02)— (UC03)

UC05 中间消耗总额 (UC01)+ (UC04)

其他生产税

UC06 业主为住房服务缴纳的税款

UC07 居民为自用住房及相应土地价值支付的税款

UC08 居民支付的总税款 (UC06)+ (UC07)

固定资本消耗

UC09 按现价计算的自用住房固定资本消耗 (不包括土地)

净营业盈余

UC10 自有住房存量年初市价 (含土地)

UC11 年末自有住房存量现价 (含土地)

UC12
年中自有住房存量现价 (含土地)

 

((UC10)+
(UC11))/2

UC13 业主自用住房实际回报率 (含土地)
 

(单位:%/年)

UC14 实际净营业盈余 (UC13)× (UC12)/100

业主自用住房服务支出

UC15
业主自用住房服务支出 (UC05)+ (UC08)+
(UC09)+ (UC14)

  资料来源:ICP。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金融机构接收希望从闲置资金中获得利息的

单位 (如居民)的存款,然后将这些资金转借给

借款单位 (如企业或居民)。借款人和存款人并不

会因为所涉及的资金而直接相关联,相反,存款

人提供的资金首先构成一个资金池,使得借款人

可从资金池中借贷资金。金融机构因其所提供服

务的特殊性,故并非像大多数企业那样对自身出

售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直接收费,而是通过多种

方式收取服务费。例如,对某一特定类型的账户

实行固定费率,对账户中的每笔交易都按统一价

格收取服务费,或者对一个月内超出规定交易数

量的每笔交易收取一定费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

家的两个不同金融机构可实行不同的费用组合。

然而,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确有一项共同的收费模

式:以较低的利率向存款人支付利息,以较高的

利率向借款人收取利息。通过借贷款而获得的利

润向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资金。在国民经济核算

中,金融机构的生产总值等于 “直接收费所获收

入”与 “基于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之差而获得的

收入”之和。其中,通过存贷利差所得收取的间

接费用被称为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或简称

“FISIM”。
银行和其他类型金融机构服务的使用者 (居

民、非法人企业、公司和政府)都需支付FISIM
费用。FISIM费用还可出口 (即由非居民支付给

境内金融机构)或进口 (即由境内企业或居民支

付给非境内金融机构)。若由公司或非法人企业支

付FISIM费用,则属于这些公司或非法人企业中

间消耗的一部分。但是,若居民作为消费者支付

的FISIM费用,则将其纳入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
从而成为GDP支出的一部分。但对于政府和为居

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来说情况则较为

复杂,原因在于FISIM费用属于其中间消耗的一

部分。因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惯例,一般用生

产成本的总和测算政府和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

构的产出,所以FISIM费用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最

终消费支出,而此FISIM费用也将成为GDP支出

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发达国家的GDP水平通

过将FISIM分配至最终支出而增加了约2%,在拥

有较大规模金融行业的国家该数值会更大。在发

展中国家,GDP虽然也会受到国家金融行业规模

的影响,但通过分配FISIM,GDP可能增加1%。
易货交易

易货交易是指在买卖双方间进行的货物或服务

的交换,不涉及现金的收付。易货是指在不需要金

钱交易的情况下,以货物或服务换取其他货物或服

务。原则上,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应包括易货交易,
应按所交换的货物或服务的市场价值 (购买者价格)
估价易货交易。但实际上,规格品税款和运输成本

可能都不包含在内,这种情况中买进价格将与所涉

及的货物的基本价格 (农场交货价格)相同。若所

交换的货物或服务的价值不相等,则应使用所涉及

的货物或服务的平均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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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自产自用规格品 (在许多国家中,小农户种

植的玉米和养殖的牲畜占比较大)应被纳入为自

身最终使用的产出和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一部分。
如果农民没有消费而是出售了自产自用的货物,
那么农民所获得的价值应按农规格品出厂价格来

测算,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将此价格称为基本价格。
在ICP中,此种生产的价格在各国记录中的一致

性十分重要。企业供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也被称

为企业所有者为最终使用而留存的货物或服务。
例如用于形成企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货物或服

务,如工程企业生产的专用机械工具和一系列建

筑活动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还包括居民 (或居

民群体)承接的修建或扩建住房的个人或公共建

筑活动。供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也包括雇佣家政人

员所提供的服务,但不包括供自身使用的家庭和个

人服务,例如:烹饪和洗衣,它们通常被称为 “无
偿家庭服务”。但是,这类服务产出所用材料,如食

物和洗衣粉则被包括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
ICP在该领域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供自

身最终使用的产出没有在市场上销售,而不能对

其价值进行直接测算,因此,必须使用市场上出

售的类似货物的基本价格 (可得价格)来测算自

身生产量,生产成本总额法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

法。自产自用规格品最好使用本地市场上类似货

物的基本价格 (不包括税款和利润率)来测算价

值。二是确保ICP使用的价格与各国国民经济核

算中所用的估价方法一致。
本节所讨论的各项活动的重要性因国而异。

例如,某些国家统计局可能会考虑到非正式生产

商而对所开展的调查进行调整,而其他国家则不

需要做相应调整。某些国家的数据未包括非法生

产,而一些其他国家则对其进行了明确测算 (如
走私),或使用如类似所得税的数据,这些税收数

据中包含了以报税为目的的非法生产活动而产生

的收入。ICP的支出分类包括麻醉品和性交易的基

本分类,它们虽然在支出中的占比较大,但在许

多国家中却是非法的。2005年轮ICP鼓励国家解

释说明这些支出,但对这些基本分类使用了参考

PPP。总体说来,在2005年轮ICP活动中,全球

办公室鼓励各国尽其所能确保其国民经济核算是

“详尽的”,即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生产边界内所

有生产活动的价值包括在内。

GDP支出总类

由于与最终支出相关的价格最容易采集,故

在ICP中则使用以国家货币表示的、将支出法作

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例如,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 (CPI)采集的是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构

成部分直接相关的价格,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包含了企业购买并纳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机械设

备价格。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确保用于ICP的

PPI是以购买者价格为基础进行记录 (或调整)。
主要支出总类如下所示:
•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的最

终消费支出

•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

-
 

政府公共消费支出

• 医疗卫生与教育的最终消费支出

• 实际最终消费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存货变动

•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 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净额

最终消费支出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在个人规格品和

服务所产生的支出 (包括必须间接测算的支出),
包括以不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的消费品和从

国外取得的规格品和服务。
NPISH包括不受政府控制的非市场非营利机

构,他们为居民提供的规格品和服务是免费的或

在价格上不具有经济意义,例如:社交和体育俱

乐部、工会、慈善组织和某些类型的研究机构和

环保团体。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市场上出售的规格品和

服务的价值是依照企业会计核算中的指标值 (如
零售商的销售额)来记录的。但是,如果提供的

服务是免费的或在价格上不具有经济意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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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测算产出的价格基础,由此将不能直接测

算非市场服务 (主要是政府机构和NPISH)的价

值。SNA采用的惯例是以生产成本来衡量非市场

服务的产出。对于ICP而言,所需数据是最终消

费支出值,具体是通过 “为获得某项服务而投入

的价值”减去 “此服务所带来的价值”来计算的。
“产出”值将通过投入部分进行汇总来获得,其中

投入部分包括雇员报酬、中间消耗、营业盈余总

额 (等于固定资本消耗,因为净营业盈余应为零)
和对规格品征收的净税款。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一般政府为个人和公

共货物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支出 (包括必须间接测

算的价值)。中央 (或国家)、州 (或省)或地方

级政府都会产生此类支出。在一些国家,社保基

金也属于政府支出的一部分。
对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的项目进行划分是非常

重要的,即分为个人消费的规格品或服务 (由居

民获得并使用)与公共消费的规格品或服务 (为
所有社会成员同时提供的服务,或向社会特定群

体成员提供的服务,如住在特定区域的所有居

民)。一般政府单位通过税收或其他收入为公共服

务提供资金,如公共管理和公安服务。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分为以下两类:
1.政府为个人提供的服务,如开办学校和医

院。政府组织并资助这些服务,以供个人消费。
2.政府先从其他生产商处购买规格品和服务,

然后在不做进一步处理的情况下,免费或以低于

生产成本的价格转移给居民。比如为门诊病人提

供的医药和医疗服务。在某些情况中,一些居民

可在销售点免费获得或以极低的价格获得这些规

格品和服务,还有些居民会首先支付全款,再由

政府部分或全额报销。
所有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均被视为个人支出。

同理,由NPISH提供的多数规格品和服务为个人

消费服务,但也有可能是公共消费服务,例如,
研究机构免费提供他们的研究结果。但在实际操

作中,可以将NPISH的所有开支视为个人支出,
这也是2005年轮ICP的做法。

医疗卫生与教育的最终消费支出

医疗卫生与教育支出占世界GDP支出 (以国

际元为货币单位)的20%以上。由于医疗卫生与

教育服务有个人和政府两个资金来源,因此在其

支出和PPP测算上将采取与其他消费品不同的步

骤。本书第11章详细介绍了医疗卫生与教育支出

的基本分类细分方法、所需价格数据以及PPP的

测算方法。本节旨在概述医疗卫生与教育支出的

记录方法以及在测算PPP时所用到的价格数据。
医疗卫生与教育的规格品和服务支出可以通

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获得: (1)购买者全款支付

的支出; (2)政府全款支付并免费提供给居民的

支出; (3)居民和政府各付一半款项获得的医疗

卫生与教育支出。
在提供医疗卫生与教育的规格品或服务及收

费方面,各国处理方法有较大差异。居民部门或

政府部门可能会提供不同程度的医疗卫生与教育

规格品和服务。即使由居民部门提供,政府补贴

也会对费用有影响。政府补贴可直接用于降低服

务费,例如:对病人问诊提供一定金额的补贴,
或提供更大范围的补贴,如每年向学校提供补贴。
此外,在许多国家,居民可为许多医疗规格品和

服务购买保险,这一现象使得国家间医疗的收费

范围、收费价格以及所提供的补贴类型存在较大

差异,故难以对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的价格进行

直接比较。鉴于此,ICP应用了实际最终消费的概

念。为了对比医疗卫生与教育支出 (实际支出或

人均实际支出),有必要将居民、NPISH和政府的

支出规格品进行合并。
2005年轮ICP对此的处理方法是,无论谁来对医

疗和教育的价格进行支付,都必须反映全价,即购买

者价格。2005年轮ICP要求参加国提供的价格应当是

消费者购买规格品时所实际支付的全款价格。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政府可能提供的是自己

生产却不在市场上销售的规格品,因此无法确定

政府全额支付并免费提供给居民的规格品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规格品的全部成本即是所需的

“价格”。在2005年轮ICP中,由居民和政府各承

担一部分的规格品价格是消费者为每个规格品的

支付额与政府生产的单位成本的总和。但是,由

于各国采用的支付方式的组合不同,使各国间很

难采集到一致的价格。所以,目前正在研究其他

方法,以获得2011年轮ICP的医疗卫生与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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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支出。
实际最终消费

居民最终消费的规格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包括

最终使用者使用但未直接购买的规格品和服务的

价值。SNA93通过将 “谁消费”(个人或社会)与

“谁买单”(居民、NPISH或政府)进行区分,得

到了一个全新的总量 “实际最终消费”,对ICP而

言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测度方法,尤其是对医疗

卫生与教育支出的测算十分重要。居民实际消费

支出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NPISH和政府的个人

消费支出之和。公共消费完全属于政府支出。ICP
中所指的居民消费支出是实际最终消费,而非最

终消费支出。
表3.2列出了最终消费支出与实际最终消费构

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表3.2 最终消费支出与实际最终消费的关系

最终消费支出 实际最终消费

居民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

NPISH
NPISH个人消费支出

实际个人消费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

+NPISH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
政府公共消费支出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

实际集体公共消费
政府公共消费支出

  资料来源:ICP。

当将实际最终消费作为ICP的基础时,一些

服务支出在各国间的比较将更具一致性,例如,
像医疗卫生与教育这样分别由政府和个人各提供

一部分的服务,因为在此情况下,比较的是总量,
而无需再考虑谁是服务的提供者。

表3.3展示了对于在提供类似医疗卫生与教育的

个人服务时,在存在较大制度安排差异的国家中,其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实际最终消费支出的潜在差距大

小。由于2005年轮ICP所用到的测算方法使一国内的

实际支出不具可加性,故在居民个人消费支出、政府

个人消费支出和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的比较中,前两列

数不会作为第三列的一部分。但是,国家各类实际人

均支出具有直接可比性。该表显示,美国的居民个人

消费支出水平是瑞典的两倍以上,比挪威高出约三分

之二,但其政府的个人消费水平却不及瑞典和挪威的

一半。这些人均结果反映了在瑞典和挪威,政府部分

在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表3.3显示是以国际元为单位表示的实际人均支出。

表3.3 按居民和政府划分的人均消费支出与

实际人均消费支出的比较:部分国家

单位:国际元

国家
居民个人
消费支出

政府个人
消费支出

实际个人

消费a

巴西 4480 1648 5720

印度 1176 319 1455

挪威 17362 7793 24610

俄罗斯 5546 2837 7918

瑞典 14372 8712 21818

美国 29332 2673 31995

  资料来源:ICP。
a.以国际元为单位的实际个人消费不是居民和政府的个人消

费支出之和,因为按照计算PPP所用的方法,国内实际支出不具
有可加性。对这些方法的描述详见第5章和第6章。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该类别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变化和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修

建住房和非住房建筑、土木工程建设 (如道路)
和购买机械设备的支出。由于难于测算和比较这

些项目,所以本书将分章介绍测算建筑品 (第13
章)和机械设备 (第14章)PPP所使用的方法。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通过生产厂商在一定核算期

内固定资产的净获得的总价值加上记入非生产性

资产价值的特定服务支出来计算 (固定资产是指

用于生产的时间超过一年的资产)。存货变化的计

算方法是在一定核算期内入库货物价值减去出库

货物价值以及存货的经常性损耗。贵重物品是指

生产的货物具有极高的价值,主要目的不是用于

生产或消费,而是为了升值。

存货变动、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和进出口净额

在一个经济体内生产但在其他经济体使用的

规格品和服务为出口品,由其他经济体提供的规

格品和服务为进口品。对于ICP而言,汇总需要

的是进出口净额,当然净额可正可负。
GDP有三个总量可能为负值:存货变动、贵

重物品获得减处置和进出口净额。在2005年轮

ICP的上述类别的年度测算方面,进出口净额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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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重要的一项。负值会使基本分类PPP向GDP
层级的汇总过程变得更为复杂。

境外居民净支出也可能是负值,该净支出的

正负值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境外游客支出是否超过

了该国出境居民的支出。如果使用一国常住居民

的居民支出调查数据来测算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则境外居民净支出也有可能是零。SNA93没有将

境外居民净支出作为一项具体类别记入GDP,但

它是ICP所需的一项基本分类。
在2005年轮ICP中,参与国所提供的境外居

民净支出并不具有一致性。许多国家在此类别上

所上报的数据为0,这表明两种情况:这些国家将

该净支出分配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相关构成项

中,或根本没有进行测算。由于境外居民净支出

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计算居民最终支出消费

的数据来源 (如家庭支出调查)不需要做这种平

衡调整,在某些国家的经济核算中该净支出的记

录可能为零。

GDP支出拆分至基本分类

本节将对GDP拆分至支出总量以及进一步细

分到基本分类的概念进行解释。“基本分类”是指

在为ICP提供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中,详细程度

最高的支出类别。理论上,所有规格品均可获得

价值和价格,从而能对其实际支出和PPP进行测

算。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此详尽的价值信息将无

法获得。因此,折中的方法是确定一个可以提供

支出数据的最低层级,且每个层级均包含唯一的

规格品分类。在将各层级汇总至GDP支出的更高

层级时,基本分类支出将被作为权重进行汇总。
因此,基本分类在ICP的重要性不仅是将GDP拆

分至最详细层级,事实上,将基本分类说成是ICP
的支柱也毫不为过。

欧盟统计局—OECD
 

PPP项目使用了225个

基本分类。这些基本分类兼容了2005年轮ICP的

155个基本分类,但其中的一些基本分类又被再次

细分为更多的类别。作为ICP最详尽的层级,基

本分类的定义已体现其重要性。
基本分类是计算PPP时将GDP拆分的最低层

级。理论上,基本分类是一组具有明确定义的相

似规格品或服务。实际上,它定义为能够测算出

支出权重的最低层级。因而,实际的基本分类有

着比理论预期更广的规格品范围。基本分类是比

较的基础,支出的确定、规格品的选择、价格的

采集、价格的编辑以及PPP的首次计算和平均都

要按照基本分类的层级来进行。(世界银行,2007)
在下表所列举的包含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

类的机械设备中,可以明显体现基本分类作为国

民经济核算总量的基础作用。下表的结构包含两

个小类:金属制品和设备 (包括5个基本分类)和

运输设备 (包括3个基本分类)。

150000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支出

150100 机械设备

150110  金属制品和设备

150111.1   焊接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除外

150112.1   通用机械

150113.1   专用机械

150114.1   电气和光学设备

150115.1   不另分类的其他制造规格品

150120  运输设备

150121.1   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

150121.2   其他道路运输

150122.1   其他运输设备

基本分类的基础作用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ICP
所收集的规格品价值和价格。基本分类是确定ICP
采价规格品的起点,故每个基本分类都是基于一

组类似的规格品来进行定义。
例如:“大米”是一个基本分类,但不同国家

可以采集许多不同种类大米的价格。在2005年轮

ICP中,不同区域所采集的大米种类数量各不相

同。在亚洲,由于大米是一种重要的主食,故需要

对19种类型的大米进行采集,而在欧盟统计局—
OECD的PPP比较项目中,仅规定了8种大米。基

本分类的涵盖范围也可以很广泛。例如,非住房建

筑建设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各个类型的房屋结

构,比如马厩和机械棚之类的农业建筑、工厂和仓

库之类的工业建筑、写字楼和商店之类的商业楼宇

以及医院、学校、酒店和电影院之类的其他非住房

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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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SNA)分类

基于国际公认的概念、定义、原则和规定,
国际分类将提供一套连续和一致的方法,来定义

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活动结构,其重要性在于可以

提供一个综合框架,并可以在该框架范围内采集、
报告和分析数据。最重要的一点是国际分类划分

的种类既全面 (没有空白)又连贯 (没有重叠)。
2005年轮ICP也是如此,支出分类的确定旨在全

面覆盖GDP的所有构成项。
分类体系应确保每一个可能列入GDP支出的

规格品都可以被分配到各自专属的基本分类中。
例如,鲜肉与香肠是不同的基本分类,原因在于

香肠还包括额外的加工和存储要求。虽然基本分

类是可以提供支出的最低层级,但规格品分类也

十分重要,以此尽可能保证将具有相似性的规格

品划分至同一基本分类中。2005年轮ICP所使用

的详细分类将SNA93中的定义作为出发点。SNA
的消费支出分类有两个: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

分类 (COICOP)和政府职能分类 (COFOG)。
COICOP旨在提供出于目的性质的个人消费支

出。在2005年轮ICP中,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被分

为110个基本分类,最初包括食品、衣服与鞋、交通

运输和通讯等,随后将在此基础上拆分成更细致的分

类层级。例如,在本章附件中食品被分为9类。表

3.4列示了归属于面包、谷物和肉类的基本分类。

表3.4 面包、谷类和肉类的基本分类示例

ICP小类 基本分类

面包和谷类

大米
其他谷物、面粉和其他谷类制品
面包
其他烘焙规格品
通心面制品

肉类

牛肉
猪肉
羊肉
禽肉
其他肉类和肉制品

  资料来源:ICP。

NPISH的个人消费支出被当作一个单独的基

本分类。由于许多国家都不能从居民支出中分离

出NPISH支出,因此为了出版本书,全球办公室

将各国提供的NPISH支出分配回居民产生的消费

支出。2011年轮ICP在决定如何处理NPISH的消

费支出之前,正在考虑将NPISH支出作为独立基

本分类的实用性。
COFOG旨在按照政府职能或作用 (如医疗卫

生与教育)来对一般政府的各层级交易活动进行

分类,COFOG可被应用于各类交易,包括最终消

费支出、补贴和经常性转移、资本形成和资本转

移,以及一般政府的金融资产获得。在2005年轮

ICP中,COFOG在确定按功能划分的主要支出类

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被分为21个基本分类,其

代码与COFOG中的五位数代码相对应。政府支出

首先按用途分类 (如住房、医疗卫生、娱乐和文化、
教育和社会保障),再按以下方式分类:以医疗卫生

和教育为例,分为购买其他生产者的医疗或教育服

务、政府自己生产的医疗卫生或教育服务 (关于政

府与居民的医疗卫生、教育支出关系的详细介绍详

见本书第11章)。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 (包括医疗和教育服务的

产出)基本分类所包含的成本为:雇员报酬 (在
政府支出中占比最大)、中间消耗、营业盈余总额

(等于固定资本消耗,因为政府的净营业盈余应为

零)、对规格品征收的净税款和销售产生的收入。
政府公共消费支出按成本进行分类,分类方

式与政府个人消费支出类似。
2005年轮ICP根据按经济活动划分的规格品

分类 (CPA)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进行了分类,
共确定了12个基本分类:其中包括8个机械设备,
3个建筑品,1个 “其他规格品”,其他规格品包括

农、林、渔、水产业,计算机软件,土地改良支出,
如围栏、平整、灌溉和排水,采矿,娱乐、文学与

艺术创作。
存货的基本分类有2个:存货的期初价值和期

末价值。以此类似,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也是

按照这种方式分类的。
由于进出口净额仅被分成两个基本分类 (货

物和服务的出口、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故不需要

对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支出进行详细拆分。
为确保各国遵循一致方法,在2005年轮ICP

期间,审查各国基本分类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正

如预期那样,统计能力较差的国家很难遵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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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但他们接受了援助,通过使用相似国家

的数据来将总量数据细分至基本分类。基本分类

是PPP计算的第一层级,然后再以其支出为权重

将第一层级的PPP汇总至较高层级的总量。从抽

样的角度看,第一层级的统计变异性最大,阻碍

了大多数基本分类数据的公布。但是随着对数据

进行汇总,结果的可靠性也在提高。
表3.5列示了在2005年轮ICP中,GDP主要

支出总量拆分的详细情况。

表3.5 2005年轮ICP大类、中类、小类和基本分类的数量

主要总量 大类 中类 小类 基本分类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 13 43 90 110
01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 2 11 29
02 酒精饮料、香烟和麻醉品 3 5 5
03 服装和鞋 2 5 5
04 住房、水、电、燃气和其他燃料 4 7 7
05 家庭用品和家庭日常保养 6 12 13
06 医疗卫生 3 7 7
07 交通运输 3 13 13
08 通讯 3 3 3
09 文化娱乐 6 13 13
10 教育 1 1 1
11 餐饮和住宿 2 2 2
12 其他货物与服务 7 10 10
13 国外净购买 1 1 2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个人消费支出 1 1 1 1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 5 7 16 21
01 住房 1 1 1
02 医疗卫生 2 7 12
03 文化娱乐 1 1 1
04 教育 2 6 6
05 社会保障 1 1 1
政府公共消费支出 1 1 5 5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3 6 11 12
01 机械设备 2 7 8
02 建筑品 3 3 3
03 其他规格品 1 1 1
存货变动和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2 2 2 4
01 存货变动 1 1 2
02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1 1 2
进出口净额 1 1 1 2
GDP 26 61 126 155
  资料来源:ICP。

数据来源和方法

ICP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参与国必须提供

GDP的详细支出数据,包括155个基本分类支出

的详细数据。全球办公室鼓励国家使用商品流量法

(最好再进一步使用供给使用表),以利于将支出由

总类细分到基本分类。例如,在国内资本设备产值

很少的国家中,可使用进口数据对机械设备的基本

分类支出数据进行测算。但是,即使是具有详细供

给与使用表的国家也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步骤,以测

算各基本分类的详细支出。例如,在细分粮食的基

本分类支出时,可使用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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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表作为依据。在一些国家,国家统计人员须使

用专家判断法来将总量数据细分至基本分类。区域

协调员也将对各国拆分数据进行审核,另外,当一

些国家缺少数据时,则建议其遵守区域内其他相似

经济体的分类。对于一些未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中

系统测算支出数据的国家,提供155个基本分类支

的支出数据是较为困难的。
细分基本分类的其他信息来源还有:通过工业

和农业普查的产出数据来测算食品支出、通过对餐

馆和酒店进行调查来获得销售额,机动车登记记录

(区分货车和客车),公用事业公司和国家垄断企业

的对居民销售情况的报告,以及增值税 (VAT)统

计数据或按照征税货物和服务归类的其他销售税。
在测算基本分类PPP值时,最常遇见的问题

是NPISH的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尤其

是软件、存货、贵重物品和国防支出方面。政府

经济核算和年报是公共投资最重要的数据来源,
私人资本支出的两个主要来源是企业投资调查和

商品流量法。商品流量法可用来测算用于资本形

成总额货物的总供给,即国内生产总值加上进口,
均以基础价格测算。按购买者价格测算的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是由包括单独出具发票的运输费用,
再加上净产品税来计算得到的。

价格概念

在ICP中所采集的价格具有两个主要特点,即在

国家间具有可比性,以及在支出中具有代表性。国民

经济核算中的价格与ICP所采集的价格必须相互一

致,这点十分重要,即:这些价格能代表具用相同价

值的规格品。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在2005年

轮ICP中,必须采集国家年度平均价格,以确保与国

民经济核算价值相一致。在大国中,需要在多个区域

进行采价,或将在少数区域采集的价格调整为年平均

价格。考虑到季节性因素对价格变化的影响,2005年

轮ICP则是采集了2005年4个季度大部分地区的价

格数据,以测算年度平均价格。

SNA的价格概念

SNA使用的三种核算价格包括:基本价格、

生产者价格和购买者价格。这些价格之间的差异

取决于如何记录规格品的税收和补贴、运输费用

以及交易利润。可扣税,如增值税和类似的可扣

税,也可能影响所记录的价格。由于价格差异造

成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因此正确确认各种交易

类型十分重要。
由于交易是基于货物和服务的最终使用者所

支付的价格而进行的,如居民购买消费品和企业

购买资本品,因此GDP支出部分的价值是以购买

者价格进行记录的。确保国民经济核算所依据的

价格与ICP所应用的价格之间保持一致,这点十

分重要。这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购买者价格是

ICP所需要的价格 (不包括按购买者价格虚拟得到

的支出,如自产自用规格品)。基本价格、生产者

价格和购买者价格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基本价格

+产品税,不包括开给购买者发票上的增值

税 (VAT)
-产品补贴

=生产者价格

+购买者缴纳的不可扣除的增值税

+另行支付的运输费用

+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商业利润

=购买者价格

测算自给性生产和消费

正如本章前文所述,如果是居民自产自用的

规格品,则应按照基本价格对该规格品进行估价。
在发展中国家,自产自用规格品可能在某些类规

格品的整体消费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诸如

肉类、牛奶、鸡蛋、蔬菜、马铃薯、水果以及酒

水饮料等食品。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从商店、市

场或其他场所购买的此类规格品的价值应以购买

者价格记录,这与编制消费者价格指数所采集的

价格相一致。与基本价格不同,购买者价格包括

税款以及交易和运输利润,所以高于基本价格。
对ICP所采价格进行调整非常重要,以此综合考

虑核算规格品价值的其他两种价格。首选方法是:
获得国民经济核算中用于测算此类规格品基本价

格的详细信息,并从CPI或其他来源获得购买者

价格数据进行加权,以获得ICP所需的价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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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价格应为农产品出厂价格,通常需通过居民支

出调查等专项调查获得。)各国可用于加权价格的

信息详细程度相差较大。理论上,每一规格品均

可调查到其价格及权重信息,但实际上,我们无

法收集到基本分类层级之下的、用于计算PPP的

数据。为了获得基本分类层级以下的所有规格品

的平均价格,需要设置一些假定。权重应使用记

录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自给性消费支出份额以及

购买各类规格品的支出份额来进行测算。表3.6给

出了计算示例。
在表3.6中,第一组数据列示的是自产自用规

格品的支出数据、基本价格和隐含数量,第二组

数据列示的是购买同类规格品的支出数据、基本

价格和隐含数量。需要注意的是自产自用规格品

的价格差异及所购买的数量差异,而隐含数量将

用于计算加权平均。
通过除以规格品购买者价格所得到的比率,

如表3.6的第 (10)列所述,旨在得到用于ICP
的平均规格品价格。例如:若某个国家采集了表

中所属于 “牛肉和小牛肉”这一基本分类下的代

表规格品的价格,如牛腿排、炖牛肉或咖喱牛肉、
碎牛肉和牛排骨,则应将每个规格品价格除以

1.231,以得到调整后的价格数据。 (示例请见表

3.7)。
同理,在该国采集到的所属于 “家禽”基本

分类的各规格品购买者价格,应除以调整因子

1.267来进行调整。

市场产出的估算

SNA指出,不同的居民可能会为相同的规格

品支付不同的价格,这是因为居民认为寻找销售

价格最低的零售商店不太方便或成本高昂。但是,
即使同一规格品和服务没有统一的采价,但实际

支出却是按照实际支付价格进行记录。

价格和非市场产出

非市场产出应当按同类市场产出的价格或生

产成本进行估价。ICP所需的价格是与国民经济核

算记录一致的价格。例如: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是

以生产成本来估值的,生产成本主要由提供政府

服务的政府雇员报酬构成。因此,ICP要求对不同

职务的政府雇员报酬信息进行收集,以计算政府

最终消费支出的PPP和实际支出。

表3.6 测算具有显著生产量的自给性规格品的价格调整因子 单位:本国货币

规格品

自给性消费 购买的规格品 合计

价值
平均基本

价格
隐含数量 价值

平均基本
价格

隐含数量 价值 数量 平均价格

 除以购买者价格的
价格,以得出ICP所
需的平均价格

(1) (2)
(3)=
(1)/(2)

(4) (5)
(6)=
(4)/(5)

(7)=
(1)+(4)

(8)=
(3)+(6)

(9)=
(7)/(8)

(10)=
(9)/(2)

肉类

牛肉 2000 9 222.2 6000 12 500.0 8000 722.2 11.1 1.231
猪肉 500 12 41.7 1800 14 128.6 2300 170.2 13.5 1.126
羊肉 4500 8 562.5 7000 11 636.4 11500 1198.9 9.6 1.199
家禽 7000 6 1166.7 12000 9 1333.3 19000 2500.0 7.6 1.267

  资料来源:ICP。

表3.7 调整后用于ICP的价格 单位:本国货币

基本分类 规格品 购买者价格 调整因子 用于ICP的调整后价格

牛肉 1.231
牛腿肉 17.0 13.8
炖牛肉和咖喱牛肉 8.1 6.6
碎牛肉 6.5 5.3
牛排骨 12.7 10.3

  资料来源: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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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价格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机械设备都

是进口规格品。由于大多数国家在其海关系统中

制定了详细的进口统计数据,所以可以通过商品

流通技术来测算机械设备的资本形成总额。但是,
此情况下,进口的估价基础与GDP国民经济核算

支出数据所需的估价基础不一致,其差异来源于

运输和贸易差额,这将抬高机械设备各规格品的

到岸价 (基本价格)。征收的税款也必须添加到到

岸价中,以测算购买者价格,然后可将其应用至

商品流通方法中,以测算类似机械设备的一组规

格品价格。ICP所要求的投资品价格必须使用购买

者价格。

参考PPP

许多PPP是无法直接测算的,这类PPP将通

过反映各国价格水平的相似基本分类的PPP进行

测算。例如:早先对FISIM的讨论清楚地表明测

算这类支出的困难。因此,使用居民最终消费

(不含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基本分类PPP与其他基

本分类PPP的平均值来测算
 

FISIM的PPP。此类

用于测算的PPP被称之为参考PPP。第17章概述

了不同区域使用的参考PPP,及其对GDP层面

PPP的影响。

总结

国民经济核算是ICP的构成项,2005年轮

ICP的统计框架为SNA1993。尽管SNA2008已经

发布,但2011年轮ICP仍将SNA1993作为编制

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原因在于大多数国家在

2012年提交数据时依然在使用SNA1993。
2005年轮ICP所需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

将GDP划分为155个基本分类的支出数据。2011
年轮ICP将使用一组类似的基本分类,以方便两

个基准年的比较。
国民经济核算也提供了价格采集的依据,因

为ICP所采价格必须与国民经济核算中记录的价

格保持一致,才能使国民经济核算价值除以购买

力平价所得到的实际支出不会失真。
因此,国民经济核算显然是ICP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在2005年轮ICP执行期间,由于需要

大量的工作来制定区域规格品清单和编制 “环”
清单,通过采集该清单中的价格来进行区域链接

(详情请见第8章),故价格采集是重中之重。但实

际上,国民经济核算数据采集时间较晚,且遇到

了许多问题。例如:在年度国民经济核算问卷调

查中,提交给各类国际组织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往往不能与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保持一致;
部分国家的GDP核算不够详尽;以及部分国家不

能提供完整的基本分类数据。由于时间较为紧张,
因此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由于ICP特别注重GDP实际支出的测算,这

使各参与国有机会改进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ICP
还鼓励那些没有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或国民经济

核算水平落后)的国家编制一套国民经济核算数

据或将已有的数据更新至2011年。所以,国民经

济核算为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核心框架。
在2005年轮ICP中,由于没有之前基准年的

数据,因此无法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可靠性进

行检验。然而,在2011年轮ICP期间,可将该轮

的GDP支出结构与2005年轮ICP所报告的结果进

行比较,并追踪所有关键结果不一致之处。为了

完成这一比较,在2010年后期收集了2005年至

2009年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初步数据,以确认国家

面临的所有数据问题,并在2012年下半年采集

2011年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之前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ICP将提供培训课程,以帮助各参与国

编制2011年轮ICP所需的详细核算数据。由于部

分国家只进行生产法GDP的核算,因此还将协助

这些国家确认潜在数据来源,以帮助这些参加国

进行支出法GDP核算。
相比2005年轮ICP,2011年轮ICP将更早进

入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审核阶段,而且还将利用最

近一年 (即2011年之前)的初始数据编辑价格,
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本身可能还存在潜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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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CP分类

代码 说明

100000 GDP

110000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110100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

110110 食品

110111 面包和谷物

110111.1 大米

110111.2 其他谷物、面粉和其他谷物制品

110111.3 面包

110111.4 其他烘焙产品

110111.5 面制品

110112 肉类

110112.1 牛肉

110112.2 猪肉

110112.3 羊肉

110112.4 家禽

110112.5 其他肉类和肉制品

110113 鱼类

110113.1 活鱼、冷藏或冷冻的鱼和海产品

110113.2 可长期保存或经加工的鱼和海产品

110114 牛奶、奶酪和鸡蛋

110114.1 鲜奶

110114.2 可长期保存的牛奶和奶制品

110114.3 奶酪

110114.4 蛋类和蛋制品

110115 油脂类

110115.1 黄油及人造黄油

110115.3 其他食用油脂

110116 水果

110116.1 新鲜或冷藏的水果

110116.2 冷冻、可长期保存或经加工的水果和水果制品

110117 蔬菜

110117.1 新鲜或冷藏的蔬菜 (非薯芋类)

110117.2 新鲜或冷藏的土豆

110117.3 冷冻、可长期保存或经加工的蔬菜和蔬菜制品

110118 糖、果酱、蜂蜜、巧克力和糖果

代码 说明

110118.1 糖类

110118.2 果酱和蜂蜜

110118.3 糖果、巧克力和冰淇淋

110119 未另分类的其他食品

110119.1 未另分类的其他食品

110120 非酒精饮料

110121 咖啡、茶和可可

110121.1 咖啡、茶和可可

110122 矿泉水、软饮料、水果或蔬菜汁

110122.1 矿泉水、软饮料、水果或蔬菜汁

110200 酒精饮料、香烟和麻醉品

110210 酒精饮料

110211 烈酒

110211.1 烈酒

110212 葡萄酒

110212.1 葡萄酒

110213 啤酒

110213.1 啤酒

110220 烟草

110221 香烟

110221.1 香烟

110230 麻醉品

110231 麻醉品

110231.1 麻醉品

110300 服装和鞋

110310 服装

110311 服装面料、装饰物及配件

110311.1 服装面料、装饰物及配件

110312 服装成品

110312.1 服装成品

110314 服装维修保养

110314.1 服装维修保养

110320 鞋

110321 鞋

110321.1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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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说明

110322 鞋类修补保养

110322.1 鞋类维修保养

110400 住房、水、电、燃气和其他燃料

110410 实际和虚拟的住房租金

110411 实际和虚拟的住房租金

110411.1 实际和虚拟的住房租金

110430 住房维修保养

110431 住房维修保养

110431.1 住房维修保养

110440 供水和其他住房服务

110441 供水

110441.1 供水

110442 其他住房服务

110442.1 其他住房服务

110450 供电、燃气和其他燃料

110451 供电

110451.1 供电

110452 燃气

110452.1 燃气

110453 其他燃料

110453.1 其他燃料

110500 家庭用品和家庭日常保养

110510 家具和地毯

110511 家具

110511.1 家具

110512 地毯

110512.1 地毯

110513 家具和地毯维修保养

110513.1 家具和地毯维修保养

110520 家用纺织品

110521 家用纺织品

110521.1 家用纺织品

110530 家用设备

110531 主要家用设备

110531.1 主要家用设备

110532 小型家用设备

110532.1 小型家用设备

110533 家用设备维修保养

110533.1 家用设备维修保养

代码 说明

110540 玻璃器皿、餐具和家用器皿

110541 玻璃器皿、餐具和家用器皿

110541.1 玻璃器皿、餐具和家用器皿

110550 住房和花园工具和设备

110551 主要工具设备

110551.1 主要工具设备

110552 小型工具和配件

110552.1 小型工具和配件

110560 家庭日常保养

110561 易耗品

110561.1 易耗品

110562 家政服务和家庭服务

110562.1 家政服务

110562.2 家庭服务

110600 医疗卫生

110610 医疗产品、医疗器械和设备

110611 药品

110611.1 药品

110612 其他医疗用品

110612.1 其他医疗用品

110613 医疗器械和设备

110613.1 医疗器械和设备

110620 诊疗服务

110621 常规诊疗服务

110621.1 常规诊疗服务

110622 牙科诊疗服务

110622.1 牙科诊疗服务

110623 诊疗辅助服务

110623.1 诊疗辅助服务

110630 医院服务

110631 医院服务

110631.1 医院服务

110700 交通运输

110710 交通工具购置

110711 汽车

110711.1 汽机

110712 摩托车

110712.1 摩托车

110713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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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说明

110713.1 自行车

110714 畜力车

110714.1 畜力车

110720 个人交通工具使用

110722 燃料和润滑油

110722.1 燃料和润滑油

110723 个人交通工具维修保养

110723.1 个人交通工具维修保养

110724 其他与个人交通工具有关的服务

110724.1 其他与个人交通工具有关的服务

110730 交通运输服务

110731 铁路客运服务

110731.1 铁路客运服务

110732 公路客运服务

110732.1 公路客运服务

110733 空中客运服务

110733.1 空中客运服务

110734 水上客运服务

110734.1 水上客运服务

110735 联合客运服务

110735.1 联合客运服务

110736 其他运输服务

110736.1 其他运输服务

110800 通信

110810 邮寄服务

110811 邮寄服务

110811.1 邮寄服务

110820 电话和传真设备

110821 电话和传真设备

110821.1 电话和传真设备

110830 电话和传真服务

110831 电话和传真服务

110831.1 电话和传真服务

110900 文化娱乐

110910 视听、摄影和信息处理设备

110911 视听、摄影和信息处理设备

110911.1 视听、摄影和信息处理设备

110914 信息存储介质

110914.1 信息存储介质

代码 说明

110915 视听、摄影于信息处理设备的维修保养

110915.1 视听、摄影和信息处理设备的维修保养

110920 其他主要文化娱乐用品

110921 户外、室内主要娱乐用品

110921.1 户外、室内主要娱乐用品

110923 其他主要文化娱乐用品维修保养

110923.1 其他主要文化娱乐用品维修保养

110930 其他娱乐设备和园艺宠物用品

110931 其他娱乐设备

110931.1 其他娱乐设备

110933 园艺宠物用品

110933.1 园艺宠物用品

110935 兽医和其他宠物服务

110935.1 兽医和其他宠物服务

110940 文化娱乐服务

110941 娱乐、体育服务

110941.1 娱乐、体育服务

110942 文化服务

110942.1 文化服务

110943 博彩

110943.1 博彩

110950 报刊、书籍和文具

110951 报刊、书籍和文具

110951.1 报纸、书籍和文具

110960 跟团旅游

110961 跟团旅游

110961.1 跟团旅游

111000 教育

111010 教育

111011 教育

111011.1 教育

111100 餐饮和住宿

111110 餐饮服务

111111 餐饮服务

111111.1 餐饮服务

111120 住宿服务

111121 住宿服务

111121.1 住宿服务

111200 其他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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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说明

111210 个人护理

111211 美发沙龙和个人护理服务

111211.1 美发沙龙和个人护理服务

111212 个人护理用品

111212.1 个人护理用品

111220 性交易

111221 性交易

111221.1 性交易

111230 未另分类的其他个人财产

111231 首饰和手表

111231.1 首饰和手表

111232 其他个人财产

111232.1 其他个人财产

111240 社会保障

111241 社会保障

111241.1 社会保障

111250 保险

111251 保险

111251.1 保险

111260 未另分类的金融服务

111261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FISIM)

111261.1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FISIM)

111262 未另分类的其他金融服务

111262.1 未另分类的其他金融服务

111270 未另分类的其他服务

111271 未另分类的其他服务

111271.1 未另分类的其他服务

111300 国外净购买

111310 国外净购买

111311 国外净购买

111311.1 常住居民在其他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

111311.2 非常住居民在本国的最终消费支出

120000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个人消费支出

120100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个人消费支出

120110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个人消费支出

120111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个人消费支出

120111.1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个人消费支出

130000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

130100 住房

代码 说明

130110 住房

130111 住房

130111.1 住房

130200 医疗卫生

130210 医疗卫生福利与补贴

130211 医疗用品、医疗器械和设备

130211.1 医疗产品

130211.2 其他医疗产品

130211.3 医疗器械和设备

130212 医疗服务

130212.1 常规诊疗服务

130212.2 牙科诊疗服务

130212.3 诊疗辅助服务

130212.4 医院服务

130220 医疗服务提供

130221 雇员报酬

130221.1 雇员报酬

130222 中间消耗

130222.1 中间消耗

130223 营业盈余总额

130223.1 营业盈余总额

130224 生产税净额

130224.1 生产税净额

130225 销售收入

130225.1 销售收入

130300 文化娱乐

130310 文化娱乐

130311 文化娱乐

130311.1 文化娱乐

130400 教育

130410 教育福利与补贴

130411 教育福利与补贴

130411.1 教育福利与补贴

130420 教育服务提供

130421 雇员报酬

130421.1 雇员报酬

130422 中间消耗

130422.1 中间消耗

130423 营业盈余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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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说明

130423.1 营业盈余总额

130424 生产税净额

130424.1 生产税净额

130425 销售收入

130425.1 销售收入

130500 社会保障

130510 社会保障

130511 社会保障

130511.1 社会保障

140000 政府公共消费支出

140100 公共服务

140110 公共服务

140111 雇员报酬

140111.1 雇员报酬

140112 中间消耗

140112.1 中间消耗

140113 营业盈余总额

140113.1 营业盈余总额

140114 生产税净额

140114.1 生产税净额

140115 销售收入

140115.1 销售收入

150000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50100 机械设备

150110 金属制品和设备

150111
不包括机械设备的金属制品 【CPA

 

28.11至

28.75】

150111.1 不包括机械设备的金属制品

150112 通用机械设备 【CPA
 

29.11至29.24】

150112.1 通用机械设备

150113 专用机械设备 【CPA
 

29.31至29.72】

150113.1 专用机械设备

150114 电子和光学设备 【CPA30.01至33.50】

150114.1 电子和光学设备

150115
其他未另分类的制造设备 【CPA

 

36.11至

36.63】

150115.1 其他未另分类的制造设备

150120 运输设备

150121
公路运输设备 【CPA

 

34.10至34.30和35.41
至35.50】

代码 说明

150121.1 摩托车、拖车和半拖车

150121.2 其他公路运输设备

150122 其他运输设备 【CPA
 

35.11至35.30】

150122.1 其他运输设备

150200 建筑

150210 住房建筑

150211 住房建筑

150211.1 住房建筑

150220 非住房建筑

150221 非住房建筑

150221.1 非住房建筑

150230 土木工程

150231 土木工程

150231.1 土木工程

150300 其他产品

150310 其他产品

150311 其他产品

150311.1 其他产品

160000 存货变动和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160100 存货变动

160110 存货变动

160110.1 存货期初价值

160110.2 存货期末价值

160200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160210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160211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160211.1 贵重物品获得

160211.2 贵重物品处置

170000 进出口净额

170100 进出口净额

170110 进出口净额

170111 进出口净额

170111.1 货物和服务出口

170111.2 货物和服务进口

  资料来源:ICP。
注:标灰部分为基本分类。NPISH=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

构;CPA=按经济活动的规格品统计分类;n.e.c.=未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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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有关本章的更多内容,详见世界银行 (2008)。

2.购买者价格是指买方在按自己所要求的时间和地点

下购买货物和服务所支付的金额,不包括任何增值税或买

方可扣除的类似税款。规格品的购买者价格是指买方在规

定的时间和地点提货时单独支付的运输费用,以及批发和

零售交易利润和对规格品征收的所有税款 (不包括购买者

可扣除的增值税)减去对规格品的补贴。

3.中间消耗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投入而被消耗掉的货

物和服务的价值,不包括记录为固定资本消耗的固定资产

消耗。

4.补贴是指政府单位 (包括非境内政府)按照企业生

产活动的类别或依据生产、销售、进口的规格品或服务的

价值,来对企业提供当期无偿支付款项。产品补贴是指按

规格品或服务的单位支付的补贴。

5.营业盈余是指在扣除生产所需的金融资产、土地或

其他自然资源的任何显性或隐性利息、租金或其他财产收

入之前,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盈余。营业利润在营业盈余总

额中占比较大。混合收入用于描述非法人企业的营业盈余,
原因在于混合收入隐含了企业所有者 (或非法人企业所属

的居民其他成员)的工作报酬,而在确认企业所有者回报

时不能单独确认此要素。

6.资本形成总额包括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产的获得

减处置,存货和贵重物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计算方法

是,在核算期,生产者固定资产的获得 (减去处置)的总

价值加上某些特定的服务支出,这些支出会增加非生产资

产的价值。

参考文献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and
 

World
 

Bank.1993.System
 

of
 

National
 

Ac-

counts
 

1993.http://unstats.un.org/unsd/sna1993/toctop.asp?

L1=5.
————.2008.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http://un-

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
 

SNA2008.pdf.

World
 

Bank.2007.ICP
 

2005
 

Methodological
 

Handbook.http://

web.worldbank.org/WBSITE/
 

EXTERNAL/DATASTATIS-

TICS/ICPEXT/0,,contentMDK:20962711~menuPK:2666036~

pagePK:60002244~piPK:62002388~theSitePK:270065,00.html.
————.2008.Global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pendi-

tures:2005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http://sitere-

sources.worldbank.org/ICPINT/Resources/icp-final.pdf.

75

第3章 国际比较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 GDP编制和拆分程序



第4章 区域内和区域间比较的基本 
 分类PPP的计算

D.S.Prasada
 

Rao

  本书将用三章来介绍用于国际比较项目

(ICP)国家间以及区域间1比较的各层级货币购买

力平价 (PPP)的汇总方法,本章为其中的第一

章。第1章的图1.3展示了各层级PPP的计算。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详细说明区域层面基本分类

PPP的计算方法,并介绍如何对基本分类PPP进

行汇 总 以 得 到 可 用 于 全 球 比 较 的 价 格。由

W.Erwin
 

Diewert撰写的第5章侧重于介绍如何在

区域层面2 汇总价格和物量数据,以计算诸如消

费、投资和最终GDP的更高层级PPP的方法。同

样由W.Erwin
 

Diewert撰写的第6章分析了链接

区域基本分类以上层级以进行全球比较的问题。
传统的有关国际比较汇总方法的论著大都侧

重于基本分类以上层级的汇总,如Balk (2008)
和Rao(2009)对此类方法进行的详细讨论;但对

基本分类PPP构建问题的讨论却十分不够。近期

由Hill,R.J.和T.P.Hill发表的论文强调了基本

分类PPP的重要性。
获得无偏的基本分类层级 (可获得支出权重的

最低层级)的价格指数可能是当前国际比较论著需

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基本分类价格指数是构建总体

比较的基础,如果这些基础是有偏的或存在其他形

式的缺陷,那么基于此构建的所有汇总层次都将受

到同样影响 (Hill和Hill,2009,192-93)。

2005年轮ICP结果 (世界银行,2008)发布

后,基本分类PPP的可靠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再

次得到重申,其报告显示,全球GDP以及中国和

印度等主要经济体的实际收入做了大幅修正。

Deaton和Heston(2008)研究了此类修正的可能

原因,并认为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用于计算基

本分类PPP的价格数据。
为了反映对提高基本分类PPP质量和可靠性

问题的关注,本章将围绕编制基本分类PPP的核

心问题展开评述,包括对不同国家价格数据特征

和采价规格品特征的描述。本章将尽力阐明ICP
是如何在汇总方法的设计中充分考虑这些特征信

息的。考虑到此ICP手册的前瞻性,本章将不仅

对2005年轮ICP使用的方法进行评价,还将介绍

2011年轮ICP采用的新方法。核心产品目录法是

2011年轮ICP用于区域链接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新

方法。虽然人们总是在不断探讨如何调整汇总方

法,以实现对核心规格品价格的最有效利用,但

在链接基本分类PPP的方法上已达成共识。3

本章的材料来源有很多种,包括:(1)《2005
年轮ICP方法手册》 (世界银行,2007),在该手

册中有关于基本分类汇总问题的广泛讨论; (2)
全球ICP办公室发布的2005年轮ICP最终报告

(世界银行,2008); (3)有关该主题的各种已发

表和未发表的论文和报告。
本章的结构如下:4.1节重点研究基本分类比

较的特点和方向,详细讨论了与应用汇总方法有

直接联系的价格数据性质、规格品特点和采价特

点。4.2节简要讨论了用于基本分类汇总方法的分

析要求。4.3和4.4节介绍了区域层面PPP的汇总

过程。4.3节重点介绍了构建传递性PPP的Jev-
ons 双 边 价 格 指 数 和 Gini-Élteto-Koves-Szulc
(GEKS)法。为了应用规格品代表性和重要性4信

息而设计的Jevons-GEKS指数也在4.3节做了讨

论。4.4节描述了用于计算基本分类PPP的国家

产品虚拟法 (CPD法)及其扩展方法5。4.5节以

链接区域基本分类PPP问题为重点,介绍了ICP
使用的以 “环国”和 “环规格品清单”为依据的

方法以及向2011年轮ICP推荐的基于核心规格品

目录的新方法。4.6节将对本章作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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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本分类PPP的数据特点

作为本章的开始,理清基本分类数据的主要

特点以及区分基本分类与更高层级汇总的差异是

十分有用的。本章节所讨论的特点与数据汇总方

法直接相关,基本分类中采价规格品的数量和各

国所用方法的相对重叠程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如果所有规格品在所有国家进行采价,且每个规

格品的重要性相同,那么ICP使用的两种主要方

法———基于Jevons指数的GEKS法和CPD法所得

到的PPP结果是相同的,因而无需在两种方法中

做出抉择。此外,在确定合适的指数方法前,了

解基本分类、代表性和重要性的概念也十分重要。

基本分类

在金字塔方法的价格比较中,如第1章图1.1
所示,首先要确定在区域规格品清单中需要采价

的规格品6,并将规格品成组,分为不同的基本分

类。根据定义,基本分类是可以获得支出份额权

重的最低层级,其直接含义是,在ICP调查中,
所采价的规格品无法获得物量数据7。因此,基本

分类层级的价格比较是通过汇总规格品价格比率

而进行的,而且,基本分类PPP与作为编制CPI
构成项的基本指数相类似8。另一个考虑是基本分

类由一组相似规格品构成,而规格品的相似性则

决定了基本分类所包含的规格品相对价格的相似

程度9。然而,在ICP中,基本分类的构成由国民

经济核算中的具体分类和支出权重的可获得性决

定。因此,用于ICP价格比较的基本分类可能并

不总是包含具有相似价格波动的规格品。例如,
服装和鞋大类包括以下5个基本分类:(1)服装面

料;(2)服装 (男装、女装和童装);(3)服装维

修保养;(4)鞋; (5)鞋类维修保养。在这个例

子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相似的规格品被分到了

一组,但组内规格品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服装

群组包括男装、女装和童装,而且男装也有差别,
包括T恤、裤子和西装以及内衣。我们难于确定

服装组别中的所有规格品是否都能表现出相似的

价比或价格变动。
从计算特定的基本分类PPP的角度看,最理

想的情况是可以使用具体规格品的权重,其形式

为数量或支出份额权重。在没有此类信息的情况

下,计算基本分类PPP要考虑基本分类所属规格

品的多个特点。审查这些特点十分有用,因为其

在选择合适的公式来计算基本分类PPP时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规格品特征

2005年轮ICP引入了一种结构化产品描述

(SPD)的新方法。SPD以一种结构、系统的方式

描述居民消费品特征 (决定规格品价格的特征)。
采用此方法,使各国能够对同一规格品进行采价,
以确保可比性。SPD被用于规范规格品特征,以

向采价员提供采价依据。例如,出于采价目的,
亚太区域使用SPD规范了20种不同品种的大米

(亚洲开发银行 (ADB),2007)。但众所周知,按

照规定特征所采价的规格品在国家间具有可比性,
但可能并不会在所有国家都具有代表性。一般而

言,在确定列入基本分类和价格调查的规格品时,
需要在规格品的可比性和代表性之间做出权衡。
代表性

代表性的概念由欧盟统计局—OECD购买力

平价项目提出,以解释规格品清单中的部分规格

品在某些参与国的消费支出中可能不具有代表

性10。从直觉上讲,具有代表性规格品的价格往往

会对基本分类PPP产生较大影响,而不具代表性

的规格品则影响不大。在实际操作中,则需要一

个正规的流程来确认规格品的代表性。
规格品的代表性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1.若按照支出份额或与规格品相关的销售量,

一个具体规格品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那么该规

格品在国家的具体基本分类中就是具有代表性的。
如果能够获得规格品层面的数量或支出数据,那

么这一代表性概念应与其一致。在这种信息可得

的情况下,价格比率的汇总应以支出份额为权重

比例。但是,由于没有规格品层面的支出份额数

据,因此不得不由价格统计人员或当地专家来确

定规格品的代表性。
2.代表性规格品的价格水平低于非代表性规

格品,在汇总价格数据时如果没有考虑此种价格

差别可能得到有偏的PPP11。若每个国家都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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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品的代表性或非代表性,那么就应将这种信

息包括在汇总过程中。但是,根据两国间的价格

比率判断规格品在基本分类的代表性,来决定该

规格品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很难的。我们可以基于

这样一个事实来确定规格品的代表性,即廉价规

格品的购买量大,因此也是受欢迎的规格品12。
区分代表性和非代表性规格品的重要原因是

这些规格品的相对价格可能是不同的。相对于基

本分类中的其他规格品,购买数量较多的规格品

具有较低的价格,而非代表性规格品可能具有更

高的价格。以此为依据,若一个规格品的相对价

格较高则可视为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包含在基本

分类中并且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其相对价格可

能不具有代表性。代表性规格品的概念推动了国

家代表性产品虚拟法 (CPRD)和GEKS法在国际

比较中的应用。
虽然代表性产品的概念基础是完善且被大家

推崇的,但实践中,在决定一个具体的规格品是

否具有代表性时,ICP国家和区域协调机构都没有

可用的实际、客观的方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依据相对价格决定规格品是否具有代表性的概念

难以执行。在2005年轮ICP中,这些问题加剧了

国家和区域协调机构确定代表性规格品的难度。
在亚洲和非洲区域,分辨代表性规格品时容易产

生混淆,若将此种信息包括在内,会导致基本分

类PPP测算的偏差。因此,在计算基本分类PPP
阶段,将不使用规格品在基本分类中的代表性信

息。在ICP中,只有欧盟统计局—OECD和独联

体 (CIS)区域应用了代表性信息。
重要性

鉴于在2005年轮ICP中遇到的困难,我们决

定用重要性指标代替代表性。鉴于此,汇总基本

分类PPP的方法,首先应明确解释某一规格品在

特定国家的重要性,并对不重要的规格品使用更

小的权重。规格品的销售或支出份额往往可以反

映出该规格品是否具有重要性。国内统计人员应

对销售或份额反映的重要性作出合理解释。规格

品重要性的概念与其相对价格并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在计算基本分类PPP时,使用与价格数据相

对应的实际数量数据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

2011年轮ICP中,被大家广为接受的一个观点是,

将重要与非重要规格品的权重设为3∶113。

价格数据:国家平均价格

ICP所采集的价格是规格品的国家年平均价

格。在2005年轮ICP中,国家年平均价格是规格

品清单中各规格品上报价格的算术平均数14。理想

的情况是平均价格应涵盖整个国家,以代表乡村

和城镇区域,对于大国而言,应选取不同的地理

区域。各国应向ICP区域协调机构上报以下数据:
• 国家年平均价格

• 用于计算平均价格的采价数量

• 计算国家年平均价格时所用价格的标准差。
一个国家年平均价格的可靠性可以用其价格

的标准差来衡量15。
计算基本分类PPP必须利用各参与国与价格

数据 (国家年平均价格)相关的所有可用信息。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希望在统计上对具有较

高标准差的价格赋予较低的权重。虽然这是可取

的方法,但当前尚未将国家年平均价格的标准误

差纳入PPP计算。

用于计算基本分类PPP的基础数据

本节将设定本章通篇使用的符号,并介绍了

计算基本分类PPP中用到的价格数据的性质。在

不丧失概括性的前提下,本文将重点放在某个区

域和特定基本分类上。N代表所选基本分类中包

括的规格品数量,C代表选定区域中包括的国家数

量16。p0i 代表国家c的第i项规格品的价格 (i=
1,2,…,N;

 

c=1,2,…,C),严格假定采价

价格为正数。本书第7章的内容为ICP的调查框

架,将讲述确定基本分类应包括的规格品数量和

实际采价数量。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以下三种

情况:
1.所有国家可以完成所有规格品的采价,以

得到完整的价格表或价格矩阵17;
2.只有部分国家可以完成所有规格品的采价,

由此将得到不完整的价格表;
3.某些规格品只能在区域中的某个国家完成

采价。
表4.1提供了不完整价格表的两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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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大米基本分类不完整价格表的两个示例 单位:本国货币

基本分类中的
规格品

价格

表Ⅰ 表Ⅱ

国家 国家

A B C D A B C D

长粒米 10 40 50 100 10 40 — —

中粒米 12 16 — — — — 25 55

细粒米 — 15 30 — — — 15 40

质量较差的大米 4 — — — 4 — — —

进口米 25 — — 100 25 80 — —

  表Ⅰ中的有些单元格里没有价格数据,但由

于数据在国家间存在重叠,故可以计算4个国家的

PPP。请注意,只有国家A对第四项 “质量较差

的大米”进行了采价,所以不能用于计算PPP。
因此,在基本分类层级上,为了计算PPP,规格

品必须在至少两个国家采价。表II的情况很有趣,
长粒米和进口大米只在国家A和B中进行了采价。
相反,中粒米和细粒米只在国家C和国家D中进

行了采价。虽然有可能在国家A和国家B、国家C
和国家D之间比较价格,但却不可能在国家A和

国家C或国家A和国家D之间比较价格。同理,
不能将国家B与国家C或国家D做比较。在这种

情况中,可以将价格表的单元格减少为两组,一

组为国家A和国家B,另一组为国家C和国家D,
且两组表格之间没有任何共性。

可以从表4.1的示例中得出三个重要结论:
1.在价格表不完整的情况下,十分重要的一

点是,当且仅当价格表具有相关性或不能对其进

行精简时,所有参加国采集的价格数据之间存在

关联,才可以进行价格比较。若根据价格数据的

情况不能将国家分为两组 (“两组”的含义是没有

一种规格品在两国均完成采价),则将这种价格表

称为具有关联性的价格表。在表II中,可以将国

家分成两组 (国家 A和国家B,国家C和国家

D),其中在第一组中采价的大米规格品没有在第

二组的任何国家中采价,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将价格比较过程进行拆分18。

2.若一种规格品只在一个国家采价,则其价

格将不会对PPP产生影响。
3.当价格表不完整时,价格比较的质量将取

决于不同国家间采价规格品的相关性和重叠性的

程度。若重叠度极高,则完全可以放心地不同国

家间进行的价格比较。基于此,某一特定区域的

国家应尽可能多地采集基本分类中规格品的价

格19。(第7章的内容为ICP的调查框架,为各基

本分类中应采价规格品的最低数量提供了指导。)

4.2 基本分类PPP的汇总方法:分析要求

为了明确基本分类PPP汇总方法的特性,对

此 “暂行PPP”的定义进行回顾并将其应用到特

定规格品的具体例子中是十分有意义的。国家A
和国家B货币间的PPP可被定义为对于指定的一

个规格品或一组规格品 (例如基本分类),与国家

B的单位货币具有相同购买力的国家A的货币单

位数量。

单个规格品的PPP

假设pj
i 和pk

i 分别是规格品i在国家j和国家

k的价格。国家k相对于国家j的PPP为:

PPPjk=
pk

i

pj
i
. (4.1)

显然,(4.1)中定义的PPP取决于所选定的

具体规格品。对于选定的规格品i,可以观察到以

下传递性,即对于任意三个国家,国家j、国家k
和国家m,都有如下传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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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jk=
pk

i

pj
i
=
pk

i

pm
i

·
pm

i

pj
i
=PPPjm·PPPmk.

(4.2)
由等式 (4.2)可以看出,国家j和国家k之

间的PPP等于通过第三国 m 间接比较得到的

PPP,该等式保证了ICP所需的内部一致性。这种

特性称之为传递性,由等式 (4.2)可以看出,当

PPP是以单个规格品价格为基础时,则自动满足

传递性。

多边和多规格品比较中PPP的传递性

以多于一个规格品 (即有多个规格品)的价

格数据为基础,在所有国家组合之间比较的PPP
矩阵是多边PPP,若对于组合中的任意三个国家

而言,如国家j、国家k和国家m,国家k与国家

j的直接PPP等于使用第三个国家m 得到的间接

PPP,则这种多边PPP具有传递性:

PPPjk=PPPjm·PPPmk=
PPPmk

PPPmj
(4.3)

等式 (4.3)的最后部分要求假设PPPjm 是

PPPmj 的倒数。
正如等式 (4.3)所示,由于以单个规格品为

基础的PPP在等式 (4.1)中被确定为自动具有传

递性,而以多个规格品价格为基础的基本分类

PPP需要将规格品层级PPP进行平均来得到,因

此考虑如何保持传递性很重要。除非另有说明,
本章节中所述的所有步骤均满足传递性。

多边比较中PPP的基国不变性

除了等式 (4.3)中规定的传递性要求,在价

格比较中还需平等地对待所有参与国,不特殊对

待每个参与国,这一点很重要。这种平等对待国

家的条件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样可以确保 “星型”
法PPP的传递性。在星型法中某一国家 (如美国)
处于中心位置,所有国家均通过中心国进行比较

(见第1章图1.2的说明)。尽管根据所选基准国家

进行的比较具有传递性,但此类比较容易受到所

选基准国家的影响。例如,若将美国和德国这两

个不同的国家作为基准国家,则国家j和国家k之

间的相对比较和PPP结果将有所不同。除非另有

说明,接下来所讨论的PPP的所有计算方法均满

足基国不变性。
传统上,基本分类汇总主要有两种方法。第

一种方法以Jevons指数 (该指数用于计算基本价

格指数)和GEKS法为基础 (Gini,1924、1931;
Élteto-Koves,1964;Szulc,1964)。第二种方法

是CPD法,最先由Summers(1973)提出,主要

利用CPD回归模型补充或测算缺失的价格数据。
但是,在由Kravis及其同事 (Kravis、Heston和

Summers,1982)开展的早期ICP中,还将这种

方法用作基本分类以下的汇总。近年来,通过Rao
(1990、2004、2005 和 2009)、Sergeev (2002、
2003)、Diewert(2004b、2005、2010b)、Rao和

Timmer(2003)以及 Hill和Timmer(2006)的

研究工作,CPD法的回归模型得到重视。虽然没

有提供任何具体参考文献,但以下材料大量取自

《2005年轮ICP手册》(世界银行,2007)第11章

的内容和Diewert(2010b)的研究成果。本章接

下来的两节将介绍编制基本分类PPP的两个主要

方法。

4.3 基本分类PPP的Jevons指数法和

GEKS法

  本部分介绍的是欧盟统计局自20世纪80年代

以来使用的方法,以及欧盟统计局—OECD当前

所使用的用于将规格品价格数据汇总为基本分类

PPP的方法 (欧盟统计局—OECD购买力平价项

目的详细情况请详见Roberts在2009年的说明)。
欧盟统计局方法的基础是Jevons指数,在编制消

费价格指数时,Jevons指数是用于计算基本价格

指数的主要指数公式20。Jevons指数本身不满足传

递性,除非出现所有国家都对基本分类中的所有

规格品进行了采价这种特殊情况。利用GEKS法

可以对此指数进行适当的变换,并将其应用于基

本分类PPP的计算中。随着欧盟统计局-OECD
国际比较项目收集了各基本分类不同规格品代表

性的可靠性信息,通过将代表性信息考虑在内,
Jevons-GEKS法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改 进。Sergeev
(2003)提出了欧盟统计局—OECD方法的一种改

进方法,因而在本书中对以下情景做出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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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国家采价所有规格品 (完整价格

表),且不用权重反映规格品代表性或重要性的情

况下,使用标准的Jevons指数;
• 所有规格品并非在每个国家都会被采价,

在此情况下,将会得到一个不完整价格表,并且

所有规格品都被赋予相同的权重。此时将应用Jev-
ons-GEKS指数以获得传递性比较;

• 不完整的价格表是最为普遍的情况。同

时,要区分代表性和非代表性规格品。由于代表

性规格品被标以星号 (*),所以使用的方法为

Jevons-GEKS*指数。Sergeev(2003)在此方法基

础上提出的改进方法被称为Jevons-GEKS* (S)
指数。

Jevons指数:没有权重的完整价格表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所有国家都采集了全部N
个规格品的价格,并且在没有任何隐含权重的情

况下平等对待全部N个规格品,则可以使用以下

等式计算特定基本分类的PPP。

PPPjevons
jk =∏

N

i=1

pk
i

pj
i






 






1
N

for
 

all
 

j,k=1,2,…,C.

(4.4)
等式 (4.4)中的指数是国家j和国家k基本

分类所有所属规格品价格比率的简单几何平均数。
在指数的相关参考文献中,该公式被称之为Jev-
ons指数 (详情请见Diewert,2004a)。

很容易看出,由式 (4.4)Jevons指数所得的

PPP结果满足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注意到以下

情况也很有用处,即在所有国家采价了所有N 个

规格品的情况下,使用接下来讨论的CPD法所得

到的PPP与按照Jevons指数计算的PPP是相

同的。

Jevons-GEKS指数:没有权重的不完整价格表

接下来考虑 “所有规格品并非在每个国家都

会被采价”(不完整价格表)的情况。令Nj 表示

在国家j中采价的规格品数量。此外,假定所有价

格数据都是相关联的,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价格比

较。请注意,任意两个国家j和k的双边比较可以

基于共同采价规格品的重叠价格数据进行。如果

某一规格品在两个国家都没有被采价,则不能将

该规格品纳入PPP计算。令Nj 代表同时被国家j
和国家k采价的规格品数量,则国家j和国家k之

间双边比较的PPP为:

PPPJevons
jk =∏

i∈Njk

pk
i

pj
i






 






1
Njk

. (4.5)

基于共同采价规格品,由式 (4.5)计算的国

家j和国家k的双边PPP无法满足传递性。GEKS
方法旨在产生具有传递性的多边指数 (PPP),可

用PPPEKS
jk 表示。Balk (2009)和 Rao (2009)

给出了 GEKS步骤的详细论述。GEKS法计算

PPP的公式如下所示:

PPPJevons-GEKS
jk =∏

C

l=1
PPPJevons

jl ·PPPJevons
lk  

1
C

=∏
C

l=1
∏

i∈Njl

pl
i

pj
i  

1
Njl
·∏

i∈Nlk

pk
i

pl
i  

1
Nlk




 






1
C

. (4.6)

很容易看出通过式 (4.6)中的Jevons-GEKS
法计算的PPP满足传递性。Rao、Maddison和

Lee(2002)对GEKS法PPP提供了直观解释,这

个解释也确定了通过GEKS法计算得到的PPP具

有基国不变性。若价格表完整,则通过式 (4.6)
中的Jevons-GEKS指数与通过式 (4.4)得到的

PPP结果相同。

Jevons-GEKS*指数:用星号标示代表性规格品

的不完整价格表

接下来考虑在不同国家规格品具有 “代表性”
或 “非代表性”的情况,其中代表性规格品用星

号 (*)标记。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统计局—

OECD的比较使用的是改进的Jevons-GEKS方法,
也称之为Jevons-GEKS*法。由于在国家j和国家

k中可能出现以下情况:(1)采价规格品在两个国

家均具有代表性;(2)采价规格品在国家j具有代

表性,但在国家k没有代表性; (3)采价规格品

在国家k 具有代表性,但在国家j 没有代表性;
(4)采价规格品在两个国家中都没有代表性,因

此要基于以上情况对Jevons-GEKS法做出修订。
当规格品的 “代表性”被 “重要性”替代时,也

可使用该方法。以下为在等式中使用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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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Njk 为在国家j和国家k都具有代表性的

规格品的数量,Njk 一般小于基本分类中规格品的

总数量N。
令NR

jk 表示一组在国家j具有代表性且同样

在k国进行采价的规格品数量,但此规格品在k国

不具代表性。
令NR

jk 表示一组在国家k具有代表性且同样

在国家j进行采价的规格品数量,但此规格品在j
国不具代表性21。

PPPJevons(j-*)
jk 表示基于仅在j国具有代表性

规格品而得到的双边比较PPP,则可以得出以下

等式:

PPPJevons(j-*)
jk =∏

i∈NR
jk

pk
i

pj
i






 






1
NR
jk (4.7)

但是,使用在国家k中具有代表性且在j国采

价的规格品可以得到具有同样意义的PPP,用

PPPJevons(k-*)
jk 表示,则可以得出以下等式:

PPPJevons(k-*)
jk =∏

i∈NR
kj

pk
i

pj
i





 





1
NR
kj (4.8)

从统计或分析的角度看,式 (4.7)和 (4.8)
得到的两个PPP测算公式都是可取的,原因在于

这两个等式都使用了在一个国家具有代表性而在

另一个国家也被采价的规格品。因此,通过对等

式 (4.7)和 (4.8)中的两个PPP计算几何平均

来确定国家j和国家k 之间用星号标记 (*)的

PPP
 

Jevons指数。PPPJevons(*)
jk 表示 “代表性”或

基于 (*)的Jevons指数,如下式所示:

PPPJevons(*)
jk =[PPPJevons(j-*)

jk ·PPPJevons(k-*)
jk ]

1
2

= ∏
i∈NR

jk

pk
i

pj
i






 






1
NR
jk·∏

i∈NR
jk

pk
i

pj
i






 






1
NR
kj




 






1
2

.

(4.9)
式 (4.9)中的新指数是式 (4.7)和 (4.8)

中指数的几何平均数。22

由于PPPJevons(*)
jk 只使用了价格表中国家j和

国家k的信息,所以即使价格表完整,但得出的指

数也不具有传递性。因此需要使用GEKS法,通

过这种过程得到具有传递性的PPP,同时也包括

了 “代表性”信息。这就是Jevons-GEKS*指数。

总的说来,将PPPJevons(*)
jk 和GEKS法一起使用,

得到国家j和k的PPPJevons-GEKS(*)
jk ,如下所示:

PPPJevons-GEKS(*)
jk =∏

C

l=1
[PPPJevons(*)

jl ·PPPJevons(*)
lk ]

1
C

(4.10)

式 (4.10)中的PPPJevons-GEKS(*)
jk 具有传递

性和基国不变性。
以上是欧盟统计局—OECD关于PPP项目一

直使用的方法,直到由Sergeev(2003)研究工作

所提出的改进的Jevons-GEKS*法。如前文所述,
改进的方法被称之为Jevons-GEKS* (S)法。

Sergeev(2003)明确地注意到在两个国家均被采

价,且均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其提出的方法为

这些规格品赋予了额外的权重。

Jevons-GEKS* (S)指数:赋予用星号标示的代

表性规格品不同权重的不完整价格表

Jevons-GEKS* (S)法与GEKS*法类似,所

以可以用类似的符号:
令NR

jk 表示在国家j具有代表性,在国家k
采价但不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数量;

令NR
jk 表示在国家k 具有代表性,在国家j

采价但不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的数量;
令N**

jk 表示在国家j和国家k都采价并且都

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的数量。
那么,仅基于在国家j具有代表性但在国家k

中不具代表性的规格品而求得的双边比较PPP可

以用PPPJevons(*)
jk 表示,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PPPJevons(j-*)
jk =∏

i∈NR
jk

pk
i

pj
i






 






1
NR
jk (4.11)

仅基于在国家k具有代表性但在国家j中不具

代表性的规格品而求得的双边比较PPP可以用

PPPJevons(j-*)
jk 表示,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PPPJevons(k-*)
jk =∏

i∈NR
kj

pk
i

pj
i






 






1
NR
kj (4.12)

Sergeev(2003)的方法还使用了第三种指数,
即完全以两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数据计算

的指数,具体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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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Jevons(**)
jk =∏

i∈N**kj

pk
i

pj
i






 






1
N**kj (4.13)

从统 计 或 分 析 的 角 度 看,我 们 无 法 在 式

(4.11)、(4.12)和 (4.13)的三种PPP测算中做

取舍,原因在于它们分别都使用了在一个国家采

价的具有代表性并且在其他国家也采价了的规格

品。因此,可以使用式 (4.11)、 (4.12)和

(4.13)的三个PPP的加权几何平均数得到国家j
和国家k 之间的星号 (*)PPP指数,其中的权

重为不同群组规格品数量的比例。Sergeev(2003)
的方法以在两个国家中都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为

基础,并且对此类规格品赋予了双倍权重。由此

得出 的 经 改 进 的 “代 表 性”规 格 品 PPP,以

PPPJevons(S)
jk 表示,如下所示:

PPPJevons
*(S)

jk = PPPJevons(**)
jk  w

1

    
 

 
 

= PPPJevons(j-*)
jk  w

2

       = PPPJevons*(k-*)
jk  w

3 
(4.14)

其中

w1=
2·N**jk

2·N**jk+NR
jk+NR

kj

 and
 

w2

=w3=0.5·
NR

jk+NR
kj

i·N**jk+NR
jk+NR

kj

我们将通过一个简单的示例来帮助理解该加

权方式。假设在国家j和国家k共同采价了12个

规格品,规格品1至规格品7为在国家j中具有代

表性但在国家k不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而规格品

8至规格品10为在这两个国家中都具有代表性的

规格品;规格品11和规格品12为在国家k具有代

表性但在国家j中不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由此可

得:NR
jk=7,N**

jk =3,NR
kj=2。在这种情况中,

w1=
2·3

2·3+7+2=
6
15=0.4

,w2=w3=0.3。为

了得到具有传递性的指数,需要对所有双边比较

使用GEKS程序,得出:

PPPJevons-GEKS*(S)
jk =∏

C

l=1
[PPPJevons*(S)

jl ·PPPJevons*(S)
lk ]

1
C.

(4.15)
由此得出的指数具有传递性且已考虑了规格

品代表性的双边指数为基础。
欧盟统计局—OECD的方法是一种可行的方

法,它利用了不同国家采价规格品的代表性信息。
这里需要注意几点:第一,在既定的双边比较中,
4.4节步骤中所用数据对应的是在一个国家中具有

代表性而且在另一个国家中被采价的规格品,在

此过程中可能会使信息丢失。例如,在国家j中具

有代表性的采价规格品没有在国家k中采价,则这

种数据不能被纳入计算步骤。同样地,若在两个

国家中都被视作不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则其价

格不影响双边比较。第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Jevons-GEKS*和Jevons-GEKS* (S)指数过于

依赖一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直观来说,
由于规格品并非在两个国家均具有代表性,使得

这样的比较易受到扭曲,且不能保证这些扭曲情

况相互抵消23。在这种情况下,失真的情况会累

积,造成基本分类购买力平价被极大地歪曲。但

是,如果进行比较的区域中所有国家都极其类似,
且存在大量的重叠规格品,则问题不大。欧盟统

计局—OECD的方法通过使用等代表性解决了这

一问题,即尽量平衡各国中代表性规格品的数量。
第三,很难将Jevons-GEKS*指数一般化,即以不

同的权重分配到基本分类中具有代表性和不具有

代表性的规格品24。第四,欧盟统计局—OECD所

使用的Jevons指数需要获得每个国家各个规格品

的单一价格观测值。这不是一个主要限制,因为

在计算基本分类PPP时也需要规格品的国家年平

均价格。但是,若各国都提供了全部价格,欧盟

统计局—OECD的方法则不能直接利用其价格,
而需要先进行汇总平均再应用。CPD法所依据的

回归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4.4 计算基本分类PPP的国家产品虚拟法

(CPD法)

  CPD法首先由Summers(1973)提出。他提

出了一个简单回归法,以填补基本分类层级的不

完整价格表中的缺失数据。随后,宾夕法尼亚大

学的研究团队在各轮ICP比较活动中都使用了该

方法。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2)在对

第三轮ICP比较活动的报告中详细解释了CPD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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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供了一种基本分类层级的汇总方法。但是,
在过去的30年间,欧盟统计局—OECD一直使用

的是GEKS法及其变形方法。由于 Rao (2004、

2005、2009)和Diewert(2004b、2005)近年来

的研究工作以及在计算贫困PPP中对CPD法的使

用 (Deaton和Dupriez,2009),又使得欧盟统计

局-OECD国际比较项目重拾了对CPD法的兴趣。
本小节将介绍CPD法并展示如何将其应用于

基本分类PPP的计算,尤其是不同国家规格品的

代表性信息可得的情况下。

CPD法的基本模型

沿用4.1节使用的符号,pj
i 表示规格品i在

国家j的价格 (i=1,2,…,N;j=1,2,…,
C)。以国际比较项目的形式来描述CPD法将是十

分有益的。由此CPD法的基本统计模型可以表

示为:

pj
i=PPPjPiuij; j=1,2,…,C;i=1,2,…,N

(4.16)
式中PPPj 是j国货币的PPP;Pi 是i规格

品的国际平均价格;uij 是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

变量。在本章中,假设这些随机因素呈对数分布,
或者,ln(uij)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常数σ2的正

态分布。CPD模型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CPD模型中使用的各规格品价格可被

视为在各国家采集的单一价格观测值。CPD模型

一般能适应每个国家的每个规格品都有多个报价

的情况,Diewert(2004b)考虑的就是这种情况。
当使用了单独的报价后,可将CPD模型的范围延

伸到与其他价格决定特征上,包括门店类型和开

展交易的农村/城市位置信息。
第二,在ICP的实践中,可以仅使用某一单

价格观测值来代表规格品的年平均价格。若此价

格与平均价格的标准差可得,则可将这些信息包

含在不同规格品的方差模型中。
第三,式 (4.16)中的CPD模型就是所谓的

一价定律,该模型由规格品的平均价格以及测度

各国价格水平单一指标,PPP组成。
最后,CPD模型最好能被描述为一个特征回

归模型,其中所使用的特征为国家和规格品的规

格。使用对数价格可将CPD模型写成标准的特征

回归模型。在等式两端同时取对数,则CPD模型

可以表示为:
lnpij=lnPPPj+lnpi+lnuij=αj+γi+vij

(4.17)
式中vij 是随机干扰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

为常数σ2的独立同分布 (正态分布)25。CPD模型

可被视作简单的固定效应模型,其中PPP提供了

国家效应估计,国际价格提供了规格品的规格效

应估计。
参数αj 可被解释为国家j相对于其他比较国

的一般价格水平。αj 可以表示为国家j相对于参

照国 (如国家1)的价格水平。由此,αj 代表了国

家j的PPP,表示为与国家1或参照国的单位货币

具有相同购买力的国家j的货币数量。
因此,国家j的PPP可以用下式计算:

PPPj=exp(̂αj) (4.18)
由于PPP是基于估计的参数值而计算得到,

因此可以获得与PPPj 相关的标准误差,但是当

使用4.3节所述的Jevons法时则无法获得与

PPPj 相关的标准误差。

CPD法的回归模型

式 (4.17)中的简单模型之所以称为国家产

品虚拟法,是因为这个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回归

变量均为虚拟变量 (解释/回归变量分别代表国

家和规格品)。基本模型pij=αj+γj+vj 可以表

示为:

yij=lnpij=α1D1+α2D2+…+αCDC+

η1D*1+η2D*2+…+ηND*N+vij (4.19)

式中Dj (j=1,2,…,C)和D*
i (i=1,

2,…,N)分别为国家和规格品的虚拟变量。式

(4.19)还可以表示为:

yij=xijβ+vij

其中,xij=[D1D2…DCD*
1D*

2 …D*
N]、β=

[α1α2…αCη1η2…ηN],且虚拟变量的数值由第ij
个观测值决定。

式 (4.19)中的CPD模型的主要优势在于可

以使用极为复杂的经济工具得出有趣的结果,后

面有关数据问题的简要讨论,其详细内容请参见

66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Rao(2004)26。在 Hajargasht和 Rao (2010)的

研究中,通过使用不同的分布假设推导出了Iklé-
Dikhanov-Balk(IDB)法、Rao法和 Geary-Kha-
mis法,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标准误差来测度所得

PPP结果的可靠性。

国家产品虚拟法:完整的价格表和规格品权重

现在考虑所有国家对每一种基本分类下的规

格品都进行了采价。在所有国家都采价了同一组

规格品的情况下,使用Jevons指数。
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权重汇总基本分类,

则可使用简单未加权的或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参

数αj 和ηj:

∑
N

i=1
∑
C

j=1
(lnpij-αj-γi)2. (4.20)

求解αj 和ηj 最优值得一阶条件会产生C+N
个具有未知数的等式:

αj=1N∑
N

i=1
lnpnc-∑

N

i=1
γi

 for
 

j=1,2,…,C
 

和

γi=1C∑
C

j=1
lnpnc-∑

C

j=1
αc

 for
 

n=1,2,…,N.

可以通过对未知参数施加线性约束的方式求

解这一方程组。例如,施加线性约束αj=0,则可

以很容易地求出j=2,…,C 时的解:

α̂j=1N∑
N

i=1
[lnpnj-lnPn1]或者

PPPj=exp(̂αj)=∏
N

i=1

pij

pi1





 






1
N

. (4.21)

使用式 (4.20)的解进行国家j和国家k之间

价格水平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PPPjk=
exp(̂αk)

exp(̂αj)
=∏

N

i=1

pik

pij





 






1
N

. (4.22)

使用CPD模型 (4.22)得到的PPPjk 与通过

Jevons指数所计算的结果 (4.4)相同。和Jevons
指数的情况相同,式 (4.22)中的指数具有传递

性和基国不变性。唯一的区别是由于CPD法使用

了回归模型,因此可以获得与各PPPjk 相关的标

准误差。在 Rao (2004)的研究中,所估计的

PPPjk 的方差为:

EstVar(̂αj)=
2
N̂σ

2

式中α̂2是σ2的无偏估计量,表示为:

σ̂2=
∑
C

j=1
∑
N

i=1
e2ij

CN-(C+N-1)
(4.23)

其中,eij=lnpij-̂αj-̂γj 是CPD残差。使

用式 (4.23)得出的相对于基准国 (如国家1)的

PPPj 的方差估计为:

EstVar(PP̂Pj)≈EstVar(̂αj)·(̂αj)
2.
(4.24)

使用式 (4.24)可以得出其他国家相对于参

照国的PPP估计方差。

CPD法:不完整的价格表

在实际操作中,每个参与国对所有规格品进

行采价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实际上,ICP的实

践经验是只有很少的规格品在每个国家都可以采

集到价格,这将造成价格表的不完整。本节将考

察CPD法在此种情况的性质和作用,并将其与欧

盟统计局—OECD国际比较项目所使用的改进Jev-
ons方法进行比较。

式 (4.17)和 (4.19)描述的CPD模型可以

与非完整价格表相结合 (如表4.2所示)27,在对

等式 (4.20)和 (4.21)所示的CPD模型和最小

二乘估计做适当修改后就可使用。Rao(2004)提

供了代数表达式和必要的证明,以支持相对于4.3
节中的Jevons-GEKS法,CPD法所具有的性质:

• 当价格表是完整的或所有国家都对同一组

规格品进行了采价,此时通过CPD法和GEKS法

所测算的PPP是相同的,因此选择哪种方法都可

以。但是,GEKS法的PPPjk 是所有规格品比率

的几何平均,故无法像CPD法那样提供可靠性

测度。

• 当价格表不完整时,CPD 法和Jevons-
GEKS法提供的数值是不同的。CPD法通过一步

即可应用全部价格信息,而Jevons-GEKS法则通

过两步使用这些信息。第一步是根据既定国家组

合采集的规格品价格数据进行双边比较。显然这

忽略了在一个国家采价但未在其他国家采价的规

格品价格。因此需要通过GEKS法扩展双边Jev-
ons指数,以间接使用其他规格品的价格数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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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使用Jevons-GEKS法不能获得PPP的标准

误差。
• 当价格表不完整时,可以通过估计CPD模

型来填补缺失的价格数据,以得到完整的价格表。
若在填补缺失价格数据后再次使用CPD模型,则

CPD法计算的PPP将保持不变,这表示CPD法充

分利用了价格数据。但是,使用不完整价格表的

Jevons-GEKS法与使用完整价格表 (使用CPD法

填补缺失数据后所得到的价格表)的Jevons法的

结果存在差异。这表示可以首先通过CPD法对缺

失价格进行填补来改进Jevons-GEKS法,反之,
则意味着GEKS法没有充分利用不完整价格表中

的价格数据。

CPD法:代表性和重要性信息

式 (4.17)和 (4.19)中描述了基本CPD模

型,本节将介绍两种扩展模型。第一种是针对各

国采价规格品的代表性信息可得的情况对基本

CPD模型作出了改进,以直接解决由不具代表性

规格品的价格所引起的PPP存在估算存在误差的

问题。2005年轮ICP引入了代表性概念。第二种

改进侧重于重要性,各国需对每个规格品的重要

性或不重要性做出区分。2011年轮ICP采用了重

要性概念。接下来将讨论扩展的CPD模型。
国家代表性产品虚拟模型 (CPRD模型)

回顾一下本章4.2节和第1章对代表性的讨

论,其基本概念是,在基本分类中代表性规格品

的价格往往低于不具代表性的规格品28。这表示除

了CPD模型中所包含的国家和规格品元素,代表

性也至关重要,也应包含在模型内。
通过引入代表性的虚拟变量,可以很好地将

代表性信息包含在内。在此考虑下,每个价格观

测值都有一个对应的代表性虚拟变量R,若规格品

具有代表性,则R 的数值为0;若不具代表性,则

R 的数值为1。可以将 (4.19)中的基本CPD模

型扩展为包括虚拟变量的模型,如下所示29:

yij=lnpij=α1D1+α2D2+…+αCDC +
 η1D*

1+η2D*
2+…+ηND*

N+δR+vij

=∑
C

j=1
αjDj+∑

N

i=1
ηiD*

i +δR+vij. (4.25)

在设定基准国后,即设定某个αj=1,则使用

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由于

不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价格会高估购买力平价值,
因此从本质上讲,式 (4.25)是对PPP的调整测

算。一般情况下,不具代表性的规格品的价格会

比较高,因而预期的δ测算值为正数30。
使用CPRD模型,更容易利用δ的数值来解

决不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所导致的偏差问题,而

Jevons-GEKS法则无法对此进行调整。此外,正

如4.3节所述,使用Jevons-GEKS*法和Jevons-
GEKS* (S)法,会对价格信息造成丢失。

由于CPRD模型可以充分利用数据所包含的

信息,故在2005年轮ICP执行期间,该方法被推

荐作为基本分类的汇总方法。但是,由于存在代

表性规格品和非代表性规格品难以辨别的问题,
非洲和亚太区域没有使用CPRD法模型。南美地

区的比较则使用了该模型,而欧盟统计局—OECD
项目使用的是第4.3节所述的Jevons-GEKS*

(S)法。
对价格观测附加重要性权重的CPD模型

由于各国存在的代表性规格品难以辨别的问

题,2011年轮ICP开始引入了规格品重要性的概

念。实际上,就是将每个采价规格品归为重要规格

品或非重要规格品。重要性信息将通过对价格加权的

形式来引入。在2011年4月召开的会议上,ICP技术

咨询组 (TAG)建议将重要规格品的权重设为3,非

重要规格品设为131。
对CPD模型的参数估计进行赋权是很简单的,

即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代替普通最小二乘法 (不加

权)。假设wij 是对j国的第i个规格品价格设定

的权重,对含有未知参数的加权最小二乘的最小

化方程进行求解即可获得PPP的测算结果。TAG
建议如果规格品具有重要性或代表性,则wij=3;
如果规格品不具重要性,则wij=1。

∑
N

i=1
∑
C

j=1
wij(lnpij-αj-γi)2=

∑
N

i=1
∑
C

j=1
[wij(lnpij-α1D1-α2D2-…-

αCDC -η1D*1-η2D*2-…-ηND*N)2]
(4.26)

作为对该程序的扩展,可以将大致的支出信

息或销售份额来代替主观设定的权重。如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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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支出份额权重,那么式 (4.26)的主要特征

正是我们需要的。Rao(2009)论述了使用支出份

额加权的CPD模型。
本小节所论述的改进CPD模型仅限于测算基本

分类PPP,很明显,相比Jevons指数法和扩展的

Jevons-GEKS方法,CPD法具有更大的优势。由于

数据源自价格调查,所以价格数据中必然存在干扰

因素,因此像CPD法这样基于统计模型而建立的方

法最适合解决这类干扰项,而且利用基本分类PPP

的标准误差可以对所得结果的可靠程度进行测算。

数据示例

表4.2给出了一个数据示例,来说明计算基本

分类层级PPP的汇总方法。实际上,就是要使用

简单的示例说明Jevons-GEKS法、Jevons-GEKS*

法、Jevons-GEKS* (S)法和CPD法、CPRD法

和加权CPD法的特征32。

表4.2 汇总基本分类层级所应用的价格数据 (住房维修材料)

说明 数量 单位 国家1 代表性 国家2 代表性 国家3 代表性 国家4 代表性

油漆、室内使用 10 l 33.88 34.90 * 753.36 * 89.45 *

油漆、室外使用 10 l 49.19 71.34 1317.93 * 149.05

硅酮 300 g 4.54 * 5.29 * 84.74 7.54

水泥 25 kg 4.57 6.30 * 60.07 * 5.55

  以基本分类住房的保养和维修为例。在该示

例中,基本分类下包含4个规格品,并有4个国

家。所有国家对所有规格品都进行了采价,这种

特殊情况有助于说明CPD法和Jevons-GEKS法的

等价性。在表中与价格相邻的列中,用星号 (*)
对不同规格品的代表性做了标示。

在这个示例中,4个国家对4种规格品都进行

了采价。因此,由GEKS得到的购买力平价应等

于使用CPD模型得到的结果。在国家1中仅有一

个规格品被视为具有代表性,在国家2和国家3中

有3个规格品具有代表性,而在国家4中只有1个

规格品具有代表性。
在该示例中考虑的汇总方法如下所示:

• 简单未加权的CPD模型;

• 含有代表性虚拟变量的CPRD模型;

• 加权CPD模型,其中代表性规格品:非代

表性规格品=3∶1,类似于TAG的建议;

•Jevons-GEKS(*)法,考虑了代表性;

•Jevons-GEKS* (S)法,对在两个国家都

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赋予了额外权重。
表4.3列示了使用不同方法所计算得到的PPP

结果。
表4.3中的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使用未

标记 (*)的 GEKS法所得到的结果与未加权

CPD法得到的PPP是相同的。该结果与分析结果

一致,即当价格表完整时,这两种方法的结果是

等价的。但是,若考虑代表性信息,这两种方法

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除此之外,则没有明显的

趋势。以3∶1进行赋权的加权CPD法所得到的结

果似乎更好。通过CPRD法得到的PPP值最小,
其次是GEKS*法。

由于CPD法可以使用一系列经济计量技术对

价格数据进行处理,并能提供测算PPP的标准差,
因此使用加权CPD法应是特别恰当的选择。

4.5 2005年轮ICP基本分类层级的区域链

接以及对2011年轮ICP的展望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概述在2005年轮ICP期间

基本分类PPP的链接方法,并简要介绍2011年轮

ICP所应用的方法。在本手册中,由Diewert撰写

的第6章对链接基本分类PPP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究。从本质上讲,链接的基本分类PPP是

第6章汇总步骤的基础数据。

2005年轮ICP的基本分类PPP链接方法

2005年轮ICP包括了一套完全的区域化方法,
以用于PPP的编制和GDP及其构成部分的国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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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作为区域化方法的一部分,参与比较的国家

被归类为六个区域:非洲、亚太、独联体、欧盟

统计局—OECD、南美和西亚。在2005年轮ICP
中,埃及和俄罗斯同时被归属于两个区域。埃及

参加了非洲和西亚的区域比较,而俄罗斯参加了

欧盟统计局—OECD和独联体区域的比较。在全

球比较中,计算146个参与国的基本分类PPP包

含两大步骤:首先,在ICP全球办公室的指导下

由区域协调机构在各区域内组织开展价格比较33。
根据对区域活动的总结,各区域在进行GDP比较

时,均需计算155个基本分类PPP。而且,每个区

域都选定了一个国家作为基准国或参照国,以便

用该参照国的货币单位表示PPP。为了在全球比

较中使用这些区域PPP数据集,需要用全球的基

准货币单位表示各区域的基本分类PPP。该过程

的主体要求是固定性,即在将货币转化为全球基

准货币单位的过程中,区域内国家间货币购买力

的相对关系必须保持不变。本书第1章较完整地详

述了全球比较中使用的一般方法。

表4.3 用不同方法获得的多边基本分类PPP
(住房维护和修理,4种规格品)

计算方法
PPP

国家1 国家2 国家3 国家4

Jevons-GEKS*法 1.000 1.170 18.722 2.160

Jevons-GEKS法 (不带*) 1.000 1.245 19.548 2.004

Jevons-GEKS* (S)法 1.000 1.088 18.456 2.339

CPRD法 1.000 1.164 18.280 2.004

未加权的CPD法
(权重比例1:1) 1.000 1.245 19.548 2.004

加权CPD法
(权重比例3:1) 1.000 1.232 18.917 2.115

汇率 1.000 2.150 8.664 1.000

  注:GEKS* (S)法 =Gini-Élteto-Koves-Szulc(Sergeev);
CPRD=国家代表性规格品虚拟法;CPD=国家产品虚拟法。

本小节将介绍2005年轮ICP中使区域基本分

类PPP保持固定性所使用的方法。该过程包括以

下基本步骤:
• 在各区域内编制GDP全部155个基本分类

的各国货币相对于基准货币的PPP。
• 确认一组由18个国家组成的 “环国”34:6

个非洲国家、4个亚太国家、1个欧盟统计局—

OECD国家和1个西亚区域的国家。独联体区域以

俄罗斯为桥梁国。
• 所有环国都要按照 “环”规格品清单中的

规格品开展额外的价格调查。“环”清单是由全球

办公室在审核区域规格品清单后制定的。该步骤

仅适用于居民消费总类,而对于其他类别的规格

品,均要按照全球规格品清单进行区域比较。
•18个 “环”国采集的价格数据被用于编制

链接因子,链接因子可将区域基准货币转化为全

球基准货币,即美元。
Diewert发明了基本分类及以上层级的链接方

法,Diewert(2008、2010a)详述了该方法。本节

其余部分将介绍用于计算链接因子的汇总方法。

符号

假设有R个区域参与比较,C(r)
 

(r=1,2,…,
R)为第r区域中的国家。在2005年轮ICP中,
R=6,本书第1章的表1.3列示了按区域划分的国

家。令L(r)
 

(r=1,2,…,R)为链接国家的数量,

总数为L= ∑R
r=1L(r)。在2005年轮ICP中,L

=18。

方法

令PPPrcn 表示国家c (所属于区域r)的第n
个基本分类的PPP。在满足一般性的条件下,令

各区域中的第一个国家为基准国。可以采用以下

步骤计算第n个基本分类的链接因子:
步骤1:考虑区域r 中的所有 “环”国。令

PL
ircn 表示所属于区域r的桥梁国c所采集的第i个

规格品的价格。这些价格以c国货币单位表示。
步骤2:将 “环”清单中的桥梁国c (所属于

区域r)的第n个基本分类中的全部价格转换为基

准国或参照国的货币单位,具体使用以下公式:

pL*
ircn=

pL
ircn

PPPrcn
(4.27)

这表示各国价格的货币单位已通过PPPrcn 转

化为基准货币。例如,若在亚太地区中,斯里兰

卡的大米基本分类相对于港币的PPP为5.85(港
币是亚太地区的基准货币),则将斯里兰卡中所属

于大米基本分类的 “环”规格品价格都除以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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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环规格品价格都以 “港币”表示。最后,将亚

太地区 “环”国采集的所有 “环”清单中规格品

的价格都用港币表示。
步骤3:将转换后的所有 “环”国的 “环”清

单价格代入CPD模型,以得到不同区域基准货币

的PPP。所使用的CPD模型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lnpL*

ircn=αrn+βn+uircn (4.28)
其中exp(αrn)表示第n个基本分类在区域r

的货币 单 位 相 对 于 全 球 基 准 货 币 (如 美 元)
的PPP。

步骤4:将步骤3中式 (4.28)的CPD法回

归模型应用到全部155个基本分类中。
步骤5:使用步骤4获得的PPP将各区域中用

区域基准货币 (如亚太地区的基准货币为港币)
表示的基本分类PPP转化为用全球基准货币表示。
最后,链接基本分类层级的PPP可用如下公式

表示:
PPP*rcn=PPPrcn·exp(αrcn). (4.29)

例如,在亚太地区比较中,斯里兰卡的大米

基本分类相对于港币的PPP为5.85斯里兰卡卢比

/1港币,而通过 “环价格”计算的链接因子为6
港币/1美元,此时若将全球基准货币单位设为美

元,则斯里兰卡的大米基本分类PPP为35.10斯

里兰卡卢比/1美元35。
Sergeev(2009)针对上述链接方法提出了一

个有趣的问题,即上述链接方法会受不同区域的

“环”国或链接国家数量差异的影响,即L(r)会

随r的变化而变化。在2005年轮ICP中,将非洲

的6个国家和亚洲的4个国家与OECD的4个国

家做比较36。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在CPD法的框

架下,可以发现国际平均价格是各链接国的价格

平均数。所以,链接国家数量越多的区域所产生

的影响可能越大37。但是,在 “环”清单中,一个

区域有多个桥梁国的原因在于,对于大型区域和

价格变化较大的区域而言,需要使用更多的、具

有差异性的国家价格数据来代表本区域。基于此,
Sergeev(2009)提出了可能解决该问题的两种

方案:
1.通过CPD模型中相应较大的误差项来反映

区域价格的不确定性,然后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进行估计,该方法将对具有较大方差的观测值赋

予较小的权重。这样就解决了Sergeev提出的问

题。然而,要了解一个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价

格变异程度是较为困难。

2.另一种方法由Sergeev在论文中提出,即

不使用一个区域中各链接国的具体价格,而仅仅

使用转换为基准国货币后的价格的几何平均数。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仅使用以下公式:

pL*
irn=∏

C

c=1

pL*
ircn

αr1n





 






1
L(r)

. (4.30)

下一步,将这些几何平均数输入CPD模型,
以得到等式 (4.28)所述的区域链接因子。使用

几何平均数,旨在保证在CPD模型中每个区域仅

由一个价格向量来代表,这使得每个区域不会对

基本分类购买力平价产生较大影响,而这些基本

分类将用于得到更高汇总层级的链接因子。
由于不同区域表现出的价格变异程度是不同

的,若仅使用 “环”国家的几何平均价格会导致

价格数据的丢失,故在链接基本分类方面,使用

现行方法是较为合适的,在各区域选择不同数量

的环国进行链接。
最后,我们认为在获得链接因子中应恰当使

用代表性和重要性信息。由于式 (4.28)中的

CPD回归模型使用了各区域中多个国家的价格观

测值,且 “环”清单中规格品在各国的代表性状

态也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在获得不同基本分类

的区域链接因子时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但是,
若采用了Sergeev的建议,使用式 (4.30)中的区

域平均价格 (Sergeev,2009),则无法使用代表性

信息。对于通过多国计算的平均价格,很难对其

赋予代表性信息。

基于2011年轮ICP核心规格品的新方法

通过评估2005年轮ICP使用的 “环”国法,
我们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相比于选择理想参照

国对链接因子的影响,各区域对 “环国”选择的

影响要小很多,因为参照国的选择将直接影响

GDP层面的全球PPP以及实际支出的比较结果。
“环”规格品清单的构建以及各个区域所确定的

“环”国组合对清单中规格品的价格采集远未达到

令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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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进2005年轮ICP方法,2011年轮ICP
决定使用核心规格品的价格数据进行区域链接。
核心规格品目录应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

使用的规格品。ICP全球办公室编制了含有600多

个核心规格品的清单。核心规格品的作用是通过

以下步骤强化区域比较和全球比较之间的关联性:
• 在各区域规格品清单中纳入核心规格品;
• 鼓励各区域在其区域价格调查中尽可能多

地对核心规格品进行采价;
• 规定各区域在计算不同基本分类的PPP

时,同时使用核心规格品的价格数据和区域规格

品清单的价格数据;
• 确保用于链接基本分类PPP的区域链接因

子是由各区域所有参与国采集的核心规格品价格

计算得到,而非仅使用一组 “环国”;
• 将2011年轮ICP所有参与国的全部核心

规格品价格输入至 (4.28)中CPD回归公式。预

计参与国家数量为180个左右,使用所有国家的价

格数据,预计将产生更全面和更可靠的一组链接

因子,其可能会提高全球比较结果的质量。
通过对2011年轮ICP前两个季度采集的核心

规格品价格进行探索性实证分析,来检验由新方

法得到的链接因子的性质和可靠性。与此同时,
有关核心规格品替代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Hill
(2011)提出了在计算基本分类及以上层级的PPP
中使用核心规格品价格的方法,以保证ICP的区

域内固定性。

4.6 结论

Jevons-GEKS法和CPD法是用于编制基本分

类PPP的两种主要汇总方法。当所有国家对所有

规格品都进行采价,且所有规格品均被视为同等

重要时,这两种方法产生的PPP测算值是相同的。
但是,CPD法具有提供标准误差的优势,可以用

该误差测算可靠性。若某些规格品具有代表性或

重要性,则可使用GEKS法的三种形式和CPD模

型的两种形式进行计算。从基本概念上看,由于

CPRD法依赖于非代表性规格品导致的系统性偏

差,故带有反映规格品重要性权重的CPD法要优

于CPRD法。关于Jevons-GEKS法及其形式,基

于Jevons-GEKS的方法似乎舍弃了部分价格数据,
但CPD法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得益于Sergeev
(2003)的研究,Jevons-GEKS* (S)法是所有

GEKS法中似乎更有效的方法。
展望2011年轮ICP,鉴于决定使用 “核心规

格品”清单方法 (将在全部区域的所有国家中对

这些核心规格品进行采价),故应重新考察Jevons-
GEKS法和CPD系列方法。使用核心规格品的目

的在于消除在区域链接过程中对所选取的少数

“环国”的依赖。目前正在拟订若干方法,并在技

术咨询小组的各种会议上加以讨论。我们选用的

方法是在所有参与国采集核心规格品价格,从而

进行全球比较,在此背景下,CPD法被认为是当

前最理想的方法。相比之下,Jevons-GEKS法的

适用性有限,原因在于只有代表各区域的平均价

格可得时才能使用该方法。但是,使用平均价格

意味着信息的丢失。虽然更为合适的汇总方法仍

在研究中,即希望利用规格品价格数据来链接基

本分类PPP,但是CPD法仍为当前最合适的方法

(利用所有国家采集的核心规格品价格来进行区域

链接)。

尾注

1.作者感谢 W.Erwin
 

Diewert、Robert
 

Hill、Sergey
 

Sergeev和Frederic
 

A就本章内容提出的意见,还要感谢

Sergeev为本章示例提供的数据和结果。

2.区域层级的PPP完全依据该区域各国的数据进行编

制,这些PPP只需满足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等一般性质。
相比之下,全球比较则使用了全球所有参与国的数据,这

些全球层级的PPP需要满足不同区域国家间的传递性。

3.在2011年4月召开的会议上,ICP技术咨询组对基

本分类PPP的区域链接步骤提出了建议。

4.第1章概述了规格品的代表性,本章对其作进一步

详细说明。

5.在2005年轮ICP中,CPD法和CPRD法被建议用

于基本分类PPP的汇总。

6.由Frederic
 

A.Vogel撰写的第7章将阐述价格数据

采集的调查框架。

7.由于缺少数量和支出份额数据,不能使 用 如

Laspeyres、Paasche、费雪和 Tornqvist之类的标准指数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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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对所使用的基本指数和方法的描述,请见由国

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发行的 《消费价格指数编制手册》
(2004)。

9.对于价格的暂时波动,预计基本分类中的规格品将

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相似的价格变化。

10.欧盟统计局—OECD对代表性信息的应用,请详

见Roberts(2009)论文,文中全面阐述了欧盟统计局—

OECD所使用的方法。

11.考虑一个假设性范例,国家A只采价具有代表性

的规格品,而国家B只采价不具代表性的规格品。在这种

情况中,国家B相对于国家A的PPP可能会夸大国家B的

价格水平。

12.这可能不适用于所有规格品。例如:在印度,牛

肉在肉类消费中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但并不比其他肉类

(羊肉或鸡肉)的价格高。实际上,牛肉和猪肉通常较便

宜,因为它们的消费量较低。

13.这是技术咨询组在2011年4月召开的会议上提出

的建议,这些权重将被用于CPD法。第4.3节将对该步骤

进行详述。

14.对采价数量的确定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请参阅第7
章的ICP调查框架。

15.若σ是所选价格 (平均价格)的标准差,n是采价

数量,则σ
n

是与既定平均价格相关的标准差。

16.一般情况下,N (规格品数量)将随着基本分

类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理想的情况是添加下标。类似

地,国家数量因区域的不同而变化,所以C需要有区域

描述符号。由于将重点着眼于某个区域和某个基本分

类,所以为了论述目的,没有添加基本分类和区域的

下标。

17.该情况与区域中的所有国家采集相同的规格品相

同,这意味着所有国家均未对其他规格品进行采价,所以

这类规格品可以不包括在计算中。

18.若没有相关联的价格数据,即使是使用理想的国

家空间链接方法也行不通,原因在于无法在第二个区块中

用国家C和国家D链接国家A和国家B。

19.由于价格数据采集属于资源密集型的,因此应在

采价成本和尽可能多地采价这二者之间作出平衡,以强化

价格比较的可靠性。

20.
 

Diewert(2004a)详细阐述了基本价格指数和Jev-
ons指数的特性。 《消费价格指数手册:理论与实践》
(Consumer

 

Price
 

Index
 

Manual:Theory
 

and
 

Practice)是关

于编制消费价格指数方法的最佳材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

等机构,2004)。该书第20章以Diewert(2004a)的研究

成果为依据进行编写。

21.
 

Hill和Hill(2009)在提出这些方法时使用了更为

复杂的标记。

22.
 

Hill和 Hill(2009)将该公式解释为标准Torn-

qvist指数的变形,即使用价格比率的几何平均数,并将两

个时期的平均预算份额作为权重。

23.采价规格品被认为在两个国家都不具代表性,这

在假设情况中很容易实现。

24.例如,我们很难将重要性或代表性规格品的观测

值设为3,对不具代表性规格品设为1。该难题要求我们对

Sergeev(2003)的建议做进一步修改。

25.式 (4.16)的模型是无法求解的,在对模型进行

参数估计之前需要先进行标准化。

26.
 

Hill和Syed(2010)论证了如何将CPD模型与不

同国家的单个价格结合使用,以测算城乡价差和由不同销

售点带来的差异。

27.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所有国家对基本分类中的所

有规格品都进行采价。

28.
 

CPD模型同样可以包括相反的情况,即不具代表

性的规格品价格较低。

29.这里提出的模型与 《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世
界银行,2007)中使用的模型略有不同。

30.在近年的研究中,Hill和Syed(2010)使用2005
年轮ICP亚太地区中选定的一组国家数据,对代表性系数

进行了测算。他们发现某些基本分类的系数可以是负数,

而其他基本分类的系数是正数,所以无法给出确切结论。

他们的研究结果可以部分反映出国家价格统计人员在确定

某项具体规格品在其国家是否具有代表性方面所遇到的

困难。

31.需要注意的是,不对价格观测值加权相当于对重

要规格品和不重要规格品都赋予了相同权重。

32.作者非常感谢Sergey
 

Sergeev为示例提供的数据和

计算结果。

33.关于ICP组织框架的更多内容,请见 《2005年轮

ICP方法手册》第2章 (世界银行,2007)。

34.这组国家中包括一个经济体,即中国香港。

35.世界银行 (2008)的附录H提供了利用说明性数

据计算链接因子的实例。

36.2005年轮ICP的 “环”国有:巴西、喀麦隆、智

利、埃及、爱沙尼亚、中国香港、日本、约旦、肯尼亚、

马来西亚、阿曼、菲律宾、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南非、

斯里兰卡、英国和赞比亚。

37.Sergeev(2009)中的式 (4.26)至 (4.28)可以

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正规方程获得。

37

第4章 区域内和区域间比较的基本分类PPP的计算



参考文献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7.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penditures:2005
 

International
 

Com-
parison

 

Progra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Manila:ADB.
Balk,B.M.2008.Price

 

and
 

Quantity
 

Index
 

Numbers:

Models
 

for
 

Measuring
 

Aggregate
 

Change
 

and
 

Differ-
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ggregation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Com-
parisons:An

 

Evaluation.”
 

In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of
 

Currencies:Recent
 

Advances
 

in
 

Methods
 

and
 

Applica-
tions, ed.D.S.Prasada

 

Rao, 59—85.Cheltenham,

U.K.:Edward
 

Elgar.
Deaton,A.,and

 

O.Dupriez.2009. “Global
 

Poverty
 

and
 

Global
 

Price
 

Indexes.”
 

http://www.Princ-
 

eton.edu/?

deaton/downloads/Global-Poverty_and_ Global_ Price
_Indexes.pdf.

Deaton,A.,and
 

A.H.Heston.2008. “Understanding
 

PPPs
 

and
 

PPP-based
 

National
 

Accou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14499,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MA.
Diewert,W.E.2004a. “Elementary

 

Indices.”
 

In
 

Consumer
 

Price
 

Index
 

Manual: Theory
 

and
 

Practice,

chap.20.Geneva: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b. “On

 

the
 

Stochastic
 

Approach
 

to
 

Linking
 

Re-
gions

 

in
 

the
 

ICP.”
 

Paper
 

prepared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Data
 

Group (DECDG),World
 

Bank,Washington,DC.
———.2005. “Weighted

 

Country
 

Product
 

Dummy
 

Variable
 

Regressions
 

and
 

Index
 

Number
Formula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1:561—70.
   

———.2008. “New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for
 

the
 

In-
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Joint
 

UNECE/ILO
 

Meeting
 

on
 

Consumer
 

Price
 

Indices,Ge-
neva, May

 

8-9.http://www.econ.ubc.ca/

diewert/dp0808.pdf.
———.2010ba. “Approaches

 

to
 

Linking
 

the
 

Regions.”
 

Paper
 

prepared
 

for
 

meeting
 

of
 

the
 

Technical
Advisor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World
 

Bank,Washington,DC,February
 

17-19.
———.2010b. “New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series
 

56,special
 

issue
 

1

(June):S11-31.
Élteto,O.,and

 

P.Koves.1964. “On
 

a
 

Problem
 

of
 

Index
 

Number
 

Computation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Compari-
son.”

 

Statisztikai
 

Szemle(42):507-18.
Gini,C.1924. “Quelques

 

considérations
 

au
 

sujet
 

de
 

la
 

con-
struction

 

des
 

nombres
 

indices
 

des
 

prix
 

et
 

des
 

questions
 

an-
alogues.”

 

Metron
 

4(1):3-162.
———.1931. “On

 

the
 

Circular
 

Test
 

of
 

Index
 

Numbers.”
 

Metron
 

9(9):3-24.
Hajargasht,G.,and

 

D.S.Prasada
 

Rao.2010. “Stochastic
 

Approach
 

to
 

Index
 

Numbers
 

for
 

Multilateral
 

Price
 

Com-
parisons

 

and
 

Their
 

Standard
 

Error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series
 

56,special
 

issue
 

1(June):S32-S58.
Hill,R.J.2011. “The

 

Imposition
 

of
 

Within-Region
 

Fix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Unpublished
 

paper,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Graz,

Graz,Austria.
Hill,R.J.,and

 

T.P.Hill.2009.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rices
 

and
 

Real
 

Output.”
 

Macroeconomic
 

Dynamics(13,supplement):194-217.
Hill,R.J.,and

 

I.Syed.2010.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Output:The
 

ICP
 

2005
 

Benchmark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Discussion
 

Paper
 

2010-
25,School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Hill,R.J.,and

 

M.P.Timmer.2006. “Standard
 

Errors
 

and
 

Weights
 

in
 

Multilateral
 

Price
 

Index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24(3):366-7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
velopment,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Eurostat,and
 

World
 

Bank.2004.Consumer
 

Price
 

Index
 

Manual:Theory
 

and
 

Practice,ed.Peter
 

Hill.Geneva: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Kravis, I.B., A.W.Heston, and

 

R.Summers.1982.World
 

Product
 

and
 

Income:Interna-
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ao,D.S.Prasada.1990. “A

 

System
 

of
 

Log-Change
 

Index
 

Numbers
 

for
 

Multilateral
 

Comparisons.”
 

In
 

Comparisons
 

of
 

Prices
 

and
 

Real
 

Products
 

in
 

Latin
 

America,e-
d.J.Salazar-Carillo

 

and
 

D.S.Prasada
 

Rao,127-39.New
 

York:Elsevier.
———.2004. “The

 

Country-Product-Dummy
 

Method:A
 

Stochastic
 

Approach
 

to
 

the
 

Computation

47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in
 

the
 

ICP.”
 

Paper
 

presented
 

at
 

SSHRC
 

Conference
 

on
 

Index
 

Numbers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Vancouver,British
 

Columbia,June
 

30-
July

 

3.
———.2005. “On

 

the
 

Equivalence
 

of
 

Weighted
 

Country-
Product-Dummy(CPD)Method

and
 

the
 

Rao-System
 

for
 

Multilateral
 

Price
 

Comparison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51):571-80.
———.2009. “Generalised

 

Elteto-Koves-Szulc (EKS)and
 

Country-Product-Dummy(CPD)

Methods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In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of
 

Currencies:Recent
 

Advances
 

in
 

Meth-
ods

 

and
 

Applications,ed.D.S.Prasada
 

Rao,86-
120.Cheltenham,U.K.:Edward

 

Elgar.
Rao,D.S.Prasada,A.Maddison,and

 

B.Lee.2002. “In-
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Farm
 

Sector
 

Performance:

Methodological
 

Optio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for
 

Asia-
Pacific

 

Economies,1900—94.”
 

In
 

The
 

Asian
 

Econom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d.A.Maddison
 

et
 

al.,27-
52.Cheltenham,U.K.:Edward

 

Elgar
Rao,D.S.Prasada,and

 

M.P.Timmer
 

2003.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Comparisons
 

Using
 

Weighted
 

Elteto-Koves-
Szulc(EKS)Method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9(4):491-511.
Roberts,D.2009. “The

 

Compilation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The
 

Eurostat-OECD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rogramme.”
 

In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of
 

Currencies:

Recent
 

Advances
 

i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e-
d.D.S.Prasada

 

Rao,7-56.Cheltenham,U.K.:Edward
 

Elgar.
Sergeev,S.2002. “Calculation

 

of
 

Equi-characteristic
 

PPPs
 

at
 

the
 

Basic
 

Heading
 

Level(Modification
 

of
 

the
 

Method
 

of
 

‘Asterisks,).”
 

Paper
 

prepared
 

for
 

meeting
 

of
 

Work-
ing

 

Part
 

on
 

PPP,Item
 

6.3
 

of
 

the
 

Agenda,Doc.PPP02/

P2/7,Eurostat,June
 

12—13.
———.2003. “Equirepresentativity

 

and
 

Some
 

Modifications
 

of
 

the
 

EKS
 

Method
 

at
 

the
 

Basic
Heading

 

Level.”
 

ECE-UN
 

Consultation
 

on
 

the
 

European
 

Comparison
 

Programme,Geneva, March
 

31—April
 

2,2003.
———.2009. “The

 

Evaluation
 

of
 

the
 

Approaches
 

Used
 

for
 

the
 

Linking
 

of
 

the
 

Regions
 

in
 

the
 

ICP
2005.”

 

Unpublished
 

paper,Statistics
 

Austria,Vienna,

December.
Summers,R.1973. “International

 

Price
 

Comparisons
 

U-
sing

 

Incomplete
 

Dat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1—6.

Szulc,B.1964. “Indices
 

for
 

Multiregional
 

Comparisons.”
 

Przeglad
 

Statystyczny(3):239-54.
World

 

Bank.2007.ICP
 

2005
 

Methodological
 

Handbook.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
 

EX-
TERNAL/DATASTATISTICS/ICPEXT/0,,contentM-
DK:20126612~pagePK:60002244~piPK:62002388
~theSitePK:270065,00.html.

———.2008.Global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
penditures: 2005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CPINT/

Resources/icp-final.pdf.

57

第4章 区域内和区域间比较的基本分类PPP的计算



第5章 区域内基本分类以上层级的汇总方法
W.

 

Erwin
 

Diewert

  第4章阐述了在2005年轮ICP中是如何对一

个区域内K个国家的155个基本分类PPP进行测

算。1一旦得到基本分类PPP结果后,即可使用多

年来提出的多种多边比较方法对国家价格和相对

物量进行汇总计算。在总类的比较中需要假定除

了各国基本分类的购买力平价外,各国统计机构

还提供了以2005为基准年的155个基本分类的国

家支出数据 (以本币计算),然后根据基本分类

PPP和国家支出的155×K矩阵计算出全部规格品

的平均价格水平与各国的相对物量份额。
构建总量PPP和国家相对物量份额可采用诸

多不同的方法。其中P.Hill(2007a、2007b)对

以往年ICP采用的主要方法和其他适用方法进行

了调查研究。2此前年度的国际比较项目仅采用了

两种多边比较方法,即: (1)基于费雪双边指数

(费雪,1922)的GEKS法; (2)具有可加性的

GK法 (Geary,1953;Khamis,1972)。
在2005年轮ICP期间,全球五个区域中的其

中四个利用GEKS法计算了各国的总量PPP与相

对物量。3而非洲地区希望采用可加性方法,因此

使用了较新的IDB法来构建非洲的区域内PPP与

相对物量。4本章旨在描述GEKS、GK和IDB这三

种方法在进行区域内各国间多边比较时的特性。5

本章第5.1、5.2和5.3节将分别介绍上述方法。
鉴于有读者不熟悉IDB法,本章附录部分以较大

篇幅对IDB方法的特点进行了详细论述。但是,
一般读者可能并不感兴趣。

为将ICP所建议的多边比较方法进行区分,
研究每种方法的公理属性将十分有用。因此,第

5.4节详列了适用于多边指数的各种公理、特性或

检验方法,以判断GEKS法、GK法和IDB法满

足哪些检验。
如此,便能合理地对GEKS法、GK法和IDB

法各自的优缺点进行简要评价。其中GK法和IDB
法属于可加性方法 (additive

 

method),即一国的

实际最终需求可以表示为该国各基本分类的最终

支出之和。各实际最终需求部分按不变国际价格

进行加权,可加性方法的这一特点对于使用者而

言极为方便,因为最终需求的各部分可在国家和

规格品类间统一进行汇总,获得一系列可加性国

际比较结果,其结果具有较为广泛的用途。但是,
可加性方法与基于指数理论的经济学方法 (考虑

了替代效应)并不一致,而GEKS法与其具有一

致性。第5.5节解释了经济学方法,并论述了为何

与可加性方法不完全一致的原因。
对于多边比较而言,GEKS多边比较方法完全

与经济学方法相一致。GEKS法的另一特点还在

于,将各比较国平等对待,该方法是一种平衡方

法。虽然此特点可视作GEKS法的一项优势,但

是,该方法却在技术层面存在一些劣势,即对不

同发展阶段和相对价格水平相差较大国家赋予的

权重,与那些具有相似发展阶段、具有相同相对

价格结构的国家赋予的权重相同,但是结构相似

国家的双边比较会明显比差异较大国家的双边比

较准确得多。因此,本章第5.6节介绍了一种方

法,名为最小间隔树 (MST)方法,由R.J.Hill
(1999a、1999b、2001、2004、2009)提出6,该方

法以结构非常类似国家之间的双边比较为基础,
所建立起的一整套双边比较方法。MST方法相比

GEKS法具有一定优势,因此下一轮ICP可考虑

采用该方法。
本章第5.7节使用了Diewert(1999)人为列

举的数据示例来说明这四种方法 (GEKS法、GK
法、IDB法及MST方法)在一个极端示例中的区

别。第6章中介绍了两个不那么极端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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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GEKS法

GEKS法最早由Gini(1924、1931)提出,后

由Élteto、Köves(1964)与Szulc(1964)三人独

立地提出了该方法。
为了使该方法更容易解释,我们引入一些符

号。假定N 等于155,K 为在某个基准年内,某

个区域内参与国的数量,国家k对于规格品分类n
最终需求的基本分类PPP以pk

n>
 

0表示,而k国

在该基准年相应的规格品类支出 (以本币计算)
以ekn 表示,式中n=1,…,N;k=1,…,K。7

运用以上信息,即可通过国家k的第n个基本分类

PPP进行缩减,来确定该国在相应基本分类上的

物量8或隐含数量水平qk
n,并作为该类别的支出。

qk
n=

ek
n

pk
n
;n=1,…,N;k=1,…K (5.1)

在国家k中,基本分类n的规格品支出份额

sk
n 被定义为:

sk
n=

ek
n

∑
N

i=1
ek
i

;n=1,…,N;k=1,…K (5.2)

现将国家的基本分类PPP向量定义为pk=
[pk
1,…,pk

N]T,基本分类物量向量为qk=[qk
1,

…,qk
N ]T,国 家 支 出 向 量 为 ek = [ek

1,…,

ek
N]T,而国家支出份额向量为sk=[sk

1,…,

sk
N]T,式中k=1,…,K。

为定义参与比较K 个国家之间的GEKS法的

购买力平价P1,P2,…,Pk,首先则需要定义j
国与k 国之间的费雪 (1922)理想双边价格指

数PF
10:

PF(pk,pj,qk,qj)= pjqjpjqk

pkqjpkqk




 






1
2
;

j=1,…,K;k=1,…K (5.3)
应注意,费雪理想价格指数为j国与k国之间

拉氏价格指数PL(pk,pj,qk,qj)=p
jqk

pkqk

11
与

帕氏价格指数PP(pk,pj,qk,qj)=p
jqj

pkqj

12
的

几何平均。Diewert(1976;
 

1992;
 

2002,第569

页)等人已经对费雪理想价格指数在双边比较中

的应用进行了各种论证13。无论从拉氏、帕氏指数

的 “最佳”均衡平均值、指数理论的公理化检验,
还是从指数理论的经济学方法,费雪指数均得到

了论证14。
其中,j国的汇总层级PPP———Pj 被定义为:

Pj=∏
K

k=1
[PF(pk,pj,qk,qj)]

1
K;j=1,…,K.

(5.4)
通过式 (5.4)可以得到由GEKS计算的购买

力平价Pj,而国家实际支出或物量Qj 可被定义

为基准年国家支出pjqj 除以相应的GEKS法PPP
(即Pj):

Qj=p
jqj

pj
;j=1,…,K. (5.5)

如果式 (5.4)定义的所有Pj 皆除以一个正

数,如α,则式 (5.5)所定义的所有Pj 皆可乘以

相同的α,而不会对GEKS多边比较法构成实质性

改变。如果国家1被选定为某区域内的基准国家,
则设定α等于式 (5.4)中j=1时的P1,相应的

价格水平Pj 则表示为获得等价效用,在国家1花

费一单位货币,在j国所需单位货币的数量。重新

调整的Qj 表示以国家1货币单位计价的j国最终

需求量。
为表示各国的实际支出或在区域的支出占比

或份额,还可用统一单位 (Qk)来计算各国实际

总支出,再通过Qk 除以总和∑
K

j=1
Qj,得到k国在

其所属区域的实际支出份额Sk,公式如下:15

Sk= Qk

∑
K

j=1
Qj

;k=1,…,K (5.6)

在以标量α重新调整PPP数值后,各国的实

际最终需求在区域的所占份额Sk 保持不变。16

5.2 GK法

该方法由 Geary (1958)和 Khamis(1972)
共同提出,其等式在特定条件下存在正数解。
GK方程组包含K 国的价格水平或PPP,即

P1,…,Pk,以及N 个基本分类的国际基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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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1,…,πN。求解这些未知数 (未知标量的个数)
所构造的方程为:

πn=∑
K

k=1

qk
n

∑
K

j=1
qj

n

















pk
n

pk




 




 ;n=1,…N. (5.7)

与

Pk=p
kqk

πqk ;k=1,…,K. (5.8)

式中,π=[π1,…,πN]为区域平均基准价

格的GK向量。如果方程 (5.7)和 (5.8)存在

解,则以一个正标量 (如λ)乘以所有国家购买力

平价Pk,并且以所有的基准价格πn 除以相同的λ
值,可得到方程 (5.7)和 (5.8)的另一个解。
因此,πn 和Pk 仅由一个标量倍数决定,还需要

进行额外的标准化,如

P1=1 (5.9)
以此唯一确定购买力平价。同时还可看出,

方程 (5.7)和 (5.8)中N 个方程中仅有N+K
-1个是独立方程。购买力平价Pk 一旦确定,k
国的实际支出或物量即可确定,即用k国最终需

求的名义价值pkqk (以本币计价)除以其PPP
(Pk):

Qk=p
kqk

pk ;k=1,…K. (5.10)

等于方程 (5.8)中的πqk。
以式 (5.10)中的第二组方程表示的是可加

性方法17,即各国的实际最终需求可表示为一国各

基本分类的最终需求部分之和,式中各实际最终

需求部分按照国家间的不变国际价格 (interna-
tional

 

price)加权。
最后,如果将方程组 (5.10)代入区域支出

份额方程组 (5.6),则可得出k 国在其所属区域

的实际支出份额:

Sk=πq
k

πq
;k=1,…K. (5.11)

式中,区域的总物量向量q 为各国物量向量

之和:

q=∑
K

j=1
qj (5.12)

方程组 (5.10)体现了满足可加性的多边比

较方法具有较大的便利性:当以国际基准价格计

算一国产出时,各国和不同规格品间的价格皆可

以相加。但是,如果参与比较的国家超过两个时,
可加性多边比较方法与国家间效用比较的经济学

方法并不一致,详见第5.5节。此外,方程组

(5.7)表明,规模较大的国家将会对国际价格πn
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国际价格更能代表参与比

较的大国,而非小国18。该结论形成了另一个多边

比较方法:一种不以大国影响力为主导的可加性

方法。

5.3 IDB法

该方法最早由Iklé(1972,第202-204页)间

接提出;后由Dikhanov(1994,1997)更加明确

地提出了下述体系,见式 (5.13)和式 (5.14);
而Balk(1996,第207-208页)首次证明方程解的

存在性。其中,Dikhanov(1994,第9-12页)提

出的公式与GK法公式 (5.7)和 (5.8)相对应,
具体表示如下:

πn=
∑
K

k=1
sk

n
pk

n

pk




 



 -1

∑
K

j=1
sj

n



















-1

;n=1,…N

(5.13)
与

Pk= ∑
N

n=1
sk

n
pk

n

πn





 




 -1




 




 -1

;k=1,…K

(5.14)
式中,国家支出份额sk

n 的定义见 (5.2)。
与GK法一样,方程组 (5.13)和 (5.14)包

含K 个国家的价格水平或PPP,即P1,…,Pk

和N 个国际规格品基准价格,即π1,…,πn。方

程组 (5.13)表明,第n个国际价格πn 是在第k
个国家基本分类n的购买力平价 (pk

n)在经过k
国整体PPP缩减后的调和平均。规格品n在k国

的份额sk
n 之和 (k国合计)并不等于1,但将sk

n

除以∑
K

j=1
sj

n 所获得的标准化份额权数之和 (k国合

计)等于1。因此,方程组 (5.13)与GK方程组

(5.7)类似,只是方程 (5.13)中对基本分类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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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价格”
Pk

n

pk 取调和平均,而非算术平均。

同时,在GK方程中,将k国在区域规格品组

n中的物量份额
qk

n

∑
K

j=1
qj

n

作为权重系数 (故大国对这

些权数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现在IDB方

法将国家支出份额信息纳入权重中,因此区域内

各国对加权调和平均的形成有更为均等的影响。
方程组 (5.14)表明,k国的PPP (Pk)等于K
国基本分类PPP的加权调和平均pk

n,除以n组规

格品的国际平均价格πn,而πn的汇总是针对规格

品组n,而非k国,这与方程组 (5.13)不同。当

针对n 进行汇总时,方程 (5.14)中定义的调和

平均数的份额权数sk
n 之和为1,因此无需像方程

组 (5.13)对权数进行标准化处理。
如果式 (5.13)和 (5.14)的解存在,则将

所有的国家购买力平价Pk 乘以正标量λ,并用相

同的λ 除所有的基准价格πn,将得到式 (5.13)

和 (5.14)的另一个解。因此,πn 和Pk 仅由一

个标量倍数来决定,需要进行额外的标准化处理,
如在式 (5.9)中,P1=1。

虽然IDB方程组 (5.14)与相应的GK方程

组 (5.8)之间的联系看似并不十分紧密,但这两

组方程实际上是相同的方程组。要弄清楚其中的

联系,需要注意到,k国在规格品组n上的支出份

额sk
n 的表达式为

sk
n=

pk
nqk

n

pkqk;n=1,…,N;k=1,…K.(5.15)

现在将式 (5.15)代入式 (5.14),便得到

Pk= 1

∑
N

n=1
sk

n
pk

n

πn





 




 -1

;k=1,…K (5.16)

= 1

∑
N

n=1

pk
nqk

n

pkqk




 




 πn

pk
n





 






= pkqk

∑
N

n=1
πnqk

n

=pkqk

πqk

因此,式 (5.14)与式 (5.8)是相等的,而

IDB方程组为可加性方程组,也即是说,在进行国

际比较时,方程组 (5.10)-(5.12)可应用于本

方法,就像在国际比较GK法中的应用一样19。
本章附录展示了表示IDB平价体系的几种不

同方法,并论证了IDB法所求得的购买力平价的

解是存在且唯一的。同时,还给出了求解方程组

(5.13)和 (5.14)(标准化)的有效方法。
如本章开篇所述,IDB法是非洲地区使用的汇

总方法。该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GK法的 “改
良版”,因为大国不再对国际基准价格πn的确定起

主导作用,故如果需要一种能够平等对待各国的

可加性方法,IDB法确实 “优于”GK法。此外,
Deaton与Heston(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

采用2005年轮ICP的数据,IDB法计算出的汇总

PPP更接近GEKS法PPP,而非GK法PPP。但

是,第5.5节中提到,如果用经济学方法进行指数

比较,则无论采用哪种可加性多边比较方法都会

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偏差。
不过,对众多使用者而言,多边比较方法可

能产生的替代偏差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倾向于采

用可加性多边比较方法的使用者可按照一致的方

式对国家和规格品组数据进行汇总。对于这些使

用者而言,为确定一个优先的可加性方法,有必

要先考察一下GK法和IDB法两个多边比较方法

的公理属性。因此,在下一节中,罗列了多种多

边公理或检验,并确定了GK法、IDB法和GEKS
法与这些公理的一致性。

5.4 多边比较的检验方法或公理化方法

Balk(1996)在Diewert(1988)早前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针对多边比较方法的公理体系,由

九个公理构成20。后来Diewert(1999,第16-20
页)对自己的公理体系进行了改进,包含13个针

对多边体系的 “合理”公理,本节介绍了其中的

11个。其中p=[p1,…,pk]为一个N
 

×
 

K 的

矩阵,其中国内基本分类购买力平价 (或 “价格”
向量)p1,…,pk 作为其中的K 列;Q=[q1,
…,qk]同样也为一个N

 

×
 

K 矩阵,其中国家基

本分类物量 (或 “数量”向量)q1,…,qk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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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K 列。
在K 个国家间的比较中采用的任意多边比较

方法决定了国家总物量Q1,…,Qk,以及相应的

国家PPP,即P1,…,Pk。国家总物量Qk 可看

作矩阵P 与Q 的函数,这样,国家物量即可记作

矩阵P 与Q 的函数,即函数Qk (P,Q),式中

k=1,…,K。在采用多边比较方法确定函数Qk

(P,Q)之后,k国的实际支出在其所属区域的份

额Sk(P,Q)可定义为

Sk(P,Q)= Qk(P,Q)
[Q1(P,Q)+…+QK(P,Q)]

;

k=1,…K. (5.17)
Balk(1996,2008)和Diewert(1988,1999)

的公理体系皆建立在区域物量份额方程组Sk (P,
Q)的基础之上。

针对Diewert提出的针对多边份额方程组S1

(P,Q),…,Sk (P,Q)
 

(Diewert,1999,第

16-20页)的13个检验方法或公理21,下文将对其

中的11个进行介绍。其前提假设为:两个矩阵P
与Q 满足特定的规律条件,具体见本章附录第

5A.1.1节。为与指数理论检验方法的相关文献保

持一致,将矩阵Q 构成项定义为 “数量”(Q 为基

本分类的物量矩阵),将矩阵P构成项定义为 “价
格”(P为基本分类PPP矩阵)。

T1:份额检验:共存在K个连续的正函数Sk

(P,Q),k=1,…,K,因此对于相应定义域中

的所有P和Q,满足∑
K

k=1
Sk(P,Q)=1。

这对于多边体系的一致性而言仅是一个要求

非常低的检验。

T2:成比例数量检验:假设qk=βkq,式中部

分q≫0N,βk>
 

0,k=1,…,K,∑
K

k=1
βk =1。那

么k=1,…,K 时,Sk (P,Q)=βk。

此项检验表示,如果k国的数量向量qk 等于

正分数βk 乘以总区域数量向量q的乘积,那么该

国在区域实际支出中的份额Sk(P,Q)应等于相

同的分数βk。请注意,无论P 为何值,该条件皆

成立。

T3:成比例价格检验:假设pk=αkp (p≫

0N)且αk>
 

0(k=1,…,K),那么k=1,…,

K 时,Sk(P,Q)= pqk

p∑
K

i=1
qi
。

此项检验表示:假设所有国家的价格向量pk

与同一 “价格”向量p 成正比,那么k国在区域

实际支出中的份额Sk(P,Q)与其数量向量的值

相等,以同一价格p 计价,pqk =∑
N

n=1
pnqk

n ,除以

区域实际支出,同时以同一价格p计价的总价值为

p∑
K

i=1
qi。因此,如果价格与各国的同一价格p成

正比,那么这些价格p 可作为基准国际价格集合,
而k国的实际支出量Qk 应与pqk 相等,具体取决

于标准化因子。

T4:同计量单位检验:假设δn>0(式中n=
1,…,N),△表示以δn为主对角线的N

 

×
 

N对

角矩阵。那么Sk(ΔP,Δ-1Q)=Sk(P,Q),式

中k=1,…,K。
此项检验表明,国家份额Sk (P,Q)不随计

量单位的变化而变动。这是指数理论公理化方法

中一个标准 (但却重要)的检验,最早由费雪

(1922,第420页)提出。

T5:规格品反转检验:假设Π表示一个N×
N的置换矩阵,那么Sk(ΠP,ΠQ)=Sk(P,Q),
式中k=1,…,K。

此项检验表示,N 个规格品组的排序并不影

响各国在区域实际支出中的份额。此检验最早由

费雪 (1922,第63页)提出,最初用于双边指数

公式。

T6:多边S1 国家反转检验:SK 假设S(P,

Q)表示以国家份额S1(P,Q),…,SK(P,Q)
作为构成项的K 维列向量,且假设Π*为K

 

×
 

K
置换矩阵,则S(PΠ*,QΠ*)=S(P,Q)Π*。

此项检验表明,各国受到平等对待,即全球

产出中的国家份额并不受国家排序的影响。以下

两个检验为均一性检验。

T7:货币单位检验:假设αk>0(式中k=1,…,

K),则Sk(α1p1,…,αkpk,Q)=Sk(p1,…,

pk,Q)=Sk(P,Q)
 

(式中k=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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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检验表明,各国国内价格的绝对规模并

不影响各国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即各国国

内相对价格只影响多边物量购买力平价。
T8:数量均 衡 性 检 验:对 于i=1,…,

K,假设λi >
 

0且j表 示 除i以 外 的 其 他 国

家, 那 么
Si(P,q1,…,λiqi,…,qK)

Sj(P,q1,…,λiqi,…,qK)=

λiSi(P,q1,…,qi,…,qK)

S
j(P,q1,…,qi,…,qK)

=
λiSi(P,Q)

Sj(P,Q)
此项检验表明,在i国数量向量qi 的构成项

中,i国的物量份额相对j国是线性均衡的。
T9:数量单调性检验:对于每个k,Sk(P

 

q1,…,

qk-1,qkqk+1,…,qk)=Sk(P,Q)中对应的

qk 是单调递增的。
此项检验表示,k国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随着

k国数量向量qk 的增加而递增。
T10:国家划分检验:设A 为至少包含两个成

员国家的指数严格子集 (1,2,…,K)。假定对

于每个i∈A,pi=aipa (式中αi >
 

0,pa≫0N)

与qi=βiqa (式中βi>
 

0,qa≫0N),∑
i∈A

βi=1,

分别表示不属于A×B 的子集 {1,2,…,K},
属于B×Pb 与Qb 的国家价格与数量向量矩阵。

那么,(i)当i∈A,j∈A,
Si(P,Q)
Sj(P,Q)

=βi

βj
,(ii)

当i∈B,Si(P,Q)=Si*(pa,Pb,qa,Qb),
式中

 

Si*(pa,Pb,qa,Qb)为物量函数,通过

将A 组的总量价格与数量向量pa 与qa 分别计入

B 组的价格与数量向量Pb 与Qb 来获得。
因此,如果A 组国家的数量总量向量在各成

员中按比例分布 (使用权数βi),且A 组中的各国

均有着与pa 成比例的价格,那么T10中的 (i)
部分要求A 组国家的份额函数将这种按比例分配

体现出来;T10中的 (ii)部分要求,B 组国家的

份额函数值不变,无论是使用原来的份额方程组

还是使用新的方程组 (将A 组所有国家的数据进

行汇总以构成单一国家,该国家包含价格向量pa

和A 组国家的汇总数量向量qa)。相反地,可以看

做一个A 组国家被划分为一组小国,则此检验可

被视为汇总一致性检验。
T11:可加性检验:对于属于相应定义域的每

组价格与数量数据P,Q,存在一组正值的国际基

准价格π≫0N,使得Sk(P,Q)= πqk

π∑
K

i=1
qi  

(式

中k=1,…,K)。
因此,如果多边比较方法体系满足公理T11,

则此方法具备可加性,因为各k国的实际支出Qk

与国际价格π和k国的规格品物量 (或 “数量”)
向量qk 的内积成正比。

对于IDB法和曾经用于ICP的可加性方法,

GK法,将二者的公理属性进行对比是十分有意义

的。根据
 

Diewert(1999)的GK方程组结果和本

章附录中IDB法的结果,可以看出,两种方法都

满足T1—7和T11检验,同时两种方法皆不满足

T9的数量单调性检验。因此,区分这两种方法的

检验只有T8和T10:IDB多边比较方法体系满足

T8的数量均衡性检验,但不满足T10的国家划分

检验,而GK方程组则相反22,其虽然通过了T10
的检验,但未满足T8检验。

一方面,GK法的倡导者青睐GK法的良好汇

总 (国家间)特性,并且认为大国在决定国际基

准价格向量π中拥有更多影响力是较为合理的23。
另一方面,IDB法的倡导者则认为,IDB法在确定

国际基准价格上更加均衡 (大国在决定国际价格

向量π中的影响力较小),并且他们认为良好的可

加 性 并 没 有 那 么 重 要。从 Deaton 与 Heston
(2010)使用2005年轮ICP数据库所呈现的证据

来看,相比GK法,IDB法所得到的购买力平价结

果与GEKS法所得结果更为接近。因此,IDB法

所具有的优势是,它是一种可加性方法,且与

GEKS法测算出的结果偏差不大。

Diewert(1999,第18页)证明了基于费雪指

数的GEKS方法通过了T1-9,但未通过T10的

国家划分检验和T11的可加性检验。因此,上述

三种多边比较方法至此仅通过了11项检验中的

9个。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明确无误地比较这三种

方法的高低,选出最优的一个。下一节将介绍一

种用于多边比较的经济学方法,以帮助评估这三

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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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用于多边指数比较的可加性方法与经

济学方法

  为方便读者的理解,本节首先介绍经济指数

理论的基本假设:
• 购买者对他们购买的规格品和服务有所

偏好。
• 因此,他们会购买更多相对价格较低的商

品与服务,而减少对相对价格较高的货物与服务

的购买。
这种消费替代行为存在大量证据,因此在进

行国际比较时尝试将其纳入考虑是合理的。
经济指数理论实际上将替代行为纳入理论计

算范畴。该方法最早由Diewert提出,既考虑了双

边比较 (1976)24
 

也考虑了多边比较 (1999)。以下

为该理论的具体阐释:
• 假设所有购买者对规格品都有相同的偏

好,这些偏好可以用齐次效用函数表示。
• 以这些偏好为基础构建一个可以求二阶近

似解 (逼近)的函数式25,并且在相应假设条件下

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推导,得出对应的指数称为最

优指数26。
• 在双边比较中使用最优指数公式,使地区

内各国的实际产出能够与使用该公式计算的基准

国实际产出相比较,计算出的相对物量取决于基

准国的选取。
• 计算区域内各国家相对于基准国的K组相

对物量的几何平均数。然后可将这一平均相对物

量集合转换为5.1节中所述的区域份额。该方法叫

做最优多边指数方法参见Diewert(1999,第22
页)。

最终我们得出,第5.1节中介绍的GEKS法

为最优多边比较方法 (参见Diewert,1999,第36
页)。GEKS法还有一些非常好的公理属性,具体

见第5.4节。
鉴于GEKS多边比较方法的重要性,有必要

解释一下,GEKS法物量平价的结果可通过其他方

法获得。
在Deaton与Heston(2010)提出的第一种方

法中,采用最小二乘最小化问题 (least
 

squares
 

minimization
 

problem,Gini
 

1924)可求得GEKS
法平价,该方法实际上将不具传递性的双边费雪

物量平价的K
 

×K矩阵进行最佳拟合,从而转化

为具有传递性的购买力平价。
第二种利用GEKS法求解购买力平价已在前

文有所介绍。该方法计算购买力平价的步骤为:
先选择某一国家作为基准国,然后再应用费雪双

边物量指数来计算各国相对于基准国的实际最终

需求,借此计算出所有参与国相对于基准国的物

量值。然后再重复上一过程,依次选取其他各国

作为基准国,计算出K组相对物量值。最后一步

则是对K个基准国家的平价数据计算几何平均,
以最终得到GEKS法的相对物量。

但是,如果某区域内的国家数目超过两个,
则可加性多边比较方法 (经济学方法角度)中存

在一个问题。对此,可以借助图5.1进行解释。
图5.1中的实心曲线表示购买者考虑购买两种

规格品的无差异曲线。A、B、C三个国家的消费

向量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在此假设条件下,
多边比较方法应体现出三国的相同物量。如果在

可加性方法中,我们将B国的相对价格作为国际

基准价格,那么B国的实际消费量最低,再是A
国,C国的消费量最高。但是,它们的物量实际上

相等。因此,我们虽然可以设计出一种使任意两

个国家物量相等的可加性方法,但却无法得到使

三个国家的物量皆相等的可加性方法。另一方面,
图5.1中的公共无差异曲线可以用一种弹性函数合

理近似,该函数形式具有相应的指数公式 (如费雪

指数),因此基于费雪双边指数的GEKS法可以给出

一个近似合理的正确答案。关键问题是,如果比较

国家的数目超过两个,可加性双边比较方法与国家

间效用的经济学方法比较结果并不一致。27

虽然可加性多边方法本身存在问题,即不符

合相对价格变动情形下的替代行为,但前文所述

的经济学方法却不存在任何问题。经济学方法为

人诟病之处主要有两方面: (1)假设所有消费者

对最终消费的规格品篮子具有相同的偏好,这一

点令人质疑。 (2)购买者具有同类偏好,也就是

说可以表示为一个线性齐次效用函数,这一假设

也不具有说服力。
近期,针对ICP中多边比较经济学方法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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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在三个国家销售的两种规格品的无差异曲线
资料来源:Marris

 

1984,52及Diewert
 

1999,48-50。

于超越双边指数)的第二个被人批判之处,有很多学

者在其文章中进行了讨论,本书在此依次对其进行简

要论述。最近一个重要成果是Neary的GAIA多边比

较方法体系。该体系可看作一个消费者理论,可以允

许部分的消费者不具有同类的偏好 (Neary,2004)。
Deaton与Heston(2010)指出,Neary多边比较方法

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该方法使用了单一的相对价格

集来测算所有国家的消费或国内生产总值 (GDP),
但未考虑到各国实际相对价格的差异性。Feenstra、
Ma与Rao(2009)也指出了这一问题,他们对Neary
的方法框架进行了推广,运用两组截面数据来测算消

费者偏好,28他们还用其他的基准价格进行了测算。
Barnett、Diewert与Zellner(2009)对Feenstra、Mao
与Rao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应将每个比

较国中代表性规格品的价格应用于一般化模型中。使

用每个国家的代表性规格品价格可以得到K组相对物

量结果,最后再利用类似GEKS方法计算各国购买力

平价的平均值。Barnett、Diewert与Zellner推测,各

国购买力平价的几何平均可能与基于传统多边指数理

论的GEKS方法所得结果接近。当然,后者没有使用

经济计量方法。多边指数问题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能否

与最高级的多边方法相协调,还有待观察。29

下一节将介绍多边比较的另一种方法,将具

有相似经济结构的国家进行链接比较的方法。

5.6 多边比较的最小间隔树法

回顾一下,以一国作为基准国,可用费雪理

想物量指数构造所有K个参与国的实际物量。那

么在比较时,将各国依次作为基准国,则可以得

到K组相对物量数据。GEKS多边比较方法视每

一对国家的相对物量为平等的、有效的,故在此

假定前提下计算各国购买力平价的平均值是较为

合理的,该方法的 “均衡”之处在于对每两国之

间的双边指数赋予相同的权重。但是并非所有两

国间的双边物量比较都是可靠的。一方面,如果A
国与B国的相对价格非常相近,那么帕氏、拉氏

的物量或数量指数将会非常接近,因此这两个国

家间的 “真实”物量比较 (使用指数理论的经济

学方法)将与费雪物量比较非常接近。然而,若

两国的相对价格结构迥异,那么两国的相对数量

结构也可能不同,使得帕氏和拉氏数量指数存在

一定的差异,就不能确定费雪物量指数是否逼近

“真实”的物量。
上述因素表明,如果最初即对相对价格结构

最为相似的两个国家进行双边比较,那么可以构

造一组更为准确的规格品份额数据30。而在下一个

比较阶段,我们可以寻找出第三个国家,其相对

价格结构与前两个国家最为相似,随后将这第三

个国家与前两个国家进行链接比较……在比较步

骤的最后,可以构造出最小间隔树,一种使相对

价格差异性指标值之和最小化的国家链接方法31。
结论是,尽管GEKS方法要优于最小间隔树法33,
但基于费雪理想物量指数所进行的相似性链接

(similarity
 

linking)32 可作为 GEKS法的备选方

法。两种方法都与指数理论的经济学方法相一致。
该方法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两国相对价格结

构相似性 (或差异性)指标的选择。Allen和

Diewert(1981);Kravis、Heston 与 Summers
(1982,第104—106页);Aten、Heston(2009);
Diewert(2009);R.J.Hill(1997,2009)以 及

Sergeev(2001,2009)皆先后提出过相对价格结

构相似性或差异性的各种度量指标。接下来将分

别介绍其中几个相异性指标。
假设有人想比较两个国家 (1国和2国)相对

价格结构的相似性。两国的基本分类PPP向量pk

和基本分类物量向量qk (k=1,2)都严格为正

数。为方便阐述,本章下文将PPP向量pk 称为

“价格”向量,将物量向量qk 称为 “数量”向量。
差异性指数 (dissimilarity

 

index)△ (p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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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q2)为根据两国的 “价格”与 “数量”数据

p1,p2,q1,q2建立的一个函数,表示两个比较

国价格结构的相似程度。如果两个价格向量成比

例,则其相对价格相等,此时差异性指数为最小

值零,即对于任何正标量λ,当 p2=λp1 时,
△ (p1,p2,q1,q2)=0。如果两个价格向量并

不成比例,则此时的差异性指数为正值34。因此,
△ (p1,p2,q1,q2)越大,两国相对价格结构

之间的相似性越低。
关于相对价格结构差异性的第一个度量指标

由 Kravis、Heston与 Summers (1982,第 105
页)35 与 R.J.Hill(1999a,1999b,2001,2004)
提出。该度量指标实际上就是对帕氏与拉氏价格

指数之间相对差异的标准化,因此被称为帕氏-
拉氏指数之比 (PLS)ΔPLS (p1,p2,q1,q2)

ΔPLS(p1,p2,q1,q2)≡max
PL

PP
,PP

PL





 




 -1≥0

(5.18)

式中PL=
p2q1

p1q1
和PP=

p2q2

p1q2
。如果PL=

Pp,那么式 (5.18)中该差异性指标为零。随着

PL 与Pp 之间差异显著性的增加,对应的差异性

指标数值也会相应增加,此时相对价格结构的相

似度则越来越低。Diewert(2009,第184页)曾

指出,该相对价格差异性指标存在的一个主要问

题是,在PL 等于Pp 的情况下,p2与p1可能相

差甚远,且不成比例。下面所介绍的两个差异性

度量指标便不存在这一问题。
Diewert(2009,第207页)提出了相对价格

相似性指标,如下所述,相对价格差异性的加权

对数 二 次 (WLQ)指 标 ΔWLQ (p1,p2,q1,

q2),可表示为:

ΔWLQ(p1,p2,q1,q2)≡∑
N

n=1

1
2  s1n+s2n  

ln
p2n

p1nPF(p1,p2,q1,q2)  



 




 (5.19)

式中,PF (p1,p2,q1,q2)≡
p2q1p2q2

p1q1p1q2




 






1
2

为国家1与国家2的费雪理想价格指数;sc
n≡

pc
nqc

n

pcqc
为c 国规格品n 的支出份额 (c=1,2,

n=1,…,N)。 
如果某规格品类别n的p1n 或p2n 等于零 (或

两个价格皆为零),则式 (5.19)中定义的差异性

指标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在此情况下,该指标值

可能会是无穷大的36。如果两个价格皆为零,则规

格品类别n 与两个国家皆无关,式 (5.19)中求

和项的第n 项可以略去。而如果其中一个价格,
比如p1n 等于零但另一个价格p2n 为正数,那么1
国的规格品类别n 需要有一个能够使该规格品类

别的最终需求量为零的虚拟PPP或 “价格”。此保

留价格,比如p1*n 是可以近似表示的,仅需设

p1*n 等于
p2n

PF (p1,p2,q1,q2)
即可。如果 式

(5.19)中值为零的p1n 被该虚拟价格p1*n 取代,

那 么
p2n

p1*n PF (p1,p2,q1,q2)
等 于 1,且 式

(5.19)右边的第n项没有了。同理,如果p2n 等

于零但另一个价格p1n 为正,那么假定国家2第n
个规格品类别的保留价格,比如p2*n 等于p1nPF

(p1,p2,q1,q2)。若式 (5.19)中值为零的p2n
被 虚 拟 价 格 p2*n 所 取 代, 那 么

p2*n
p1nPF (p1,p2,q1,q2)

等于1,式 (5.19)右

边的第n 项也没有了。因此,如果有一个国家的

规格品类别n 中存在零价格,那么需要按照之前

的方法为零价格设定一个虚拟价格来使式 (5.19)
右边第n项被略去37。

如果两国的价格成比例,则可表示为存在某

正标量λ,使p2=λp1 成立,则PF(p1,p
 2,

q1,q2)=λ,此时式 (5.19)中所定义的相对价

格差异性指标ΔWLQ(p1,p2,q1,q2)为0。因

此,ΔWLQ(p1,p2,q1,q2)越小,两国相对价

格结构越相似。
本章下一节将对式 (5.19)中所定义的相对

价格差异性指标的测度方法进行介绍38。按最小间

隔树法计算出的份额,不同于5.1节中式 (5.6)
所定义的GEKS法国家份额,用于各国间的链接。
Diewert(2009,第208页)也提出了相对价

格相似性指标,如公式 (5.20)所示,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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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的加权渐进二次 (WAQ)指标ΔWAQ(p1,

p2,q1,q2):

ΔWAQ(p1,p2,q1,q2)≡∑
N

n=1

1
2  s1n+s2n  

p2n
p1nPF(p1,p2,q1,q2)

-1




 




 2+ 

PF(p1,p2,q1,q2)p1n
p2n  -1




 




 2 (5.20)

上述公式与公式 (5.19)所定义的差异性指

数一样,若规格品类别n的价格p1n 或p2n 等于零,

则式 (5.20)所界定的指数值将为无穷大39。同

样地,有必要为零价格定义一个虚拟价格,来代

入公式。通常的合理做法是使用式 (5.19)中的

虚 拟 价 格,即,若 p1n =0,则 设 定 p1*n =

p2n
PF(p1,p2,q1,q2)

;而若p2n=0,则设定p2*n

=p1nPF(p1,p2,q1,q2)。
最近,Rao、Shankar与 Hajarghasht(2010)

根据1996年的数据,应用最小间隔树法来测算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各成员国之间的

PPP。根据式 (5.18)与式 (5.20)中分别确定的

PLS与WAQ差异性指标,他们将所得到的空间

链接路径结果与基准GEKS法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通过比较发现,三种方法所得到的24个比较国的

购买力平价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单个国家PPP的

差异值最高达到10%。因此,方法选择确实有影

响,即使所选用的方法皆为考虑替代效应的多边

比较方法。该项研究中,其中一项令人关注的发

现是,当WAQ作为差异性指标时,相比PLS指

标,国家间的链接要直观得多。
最小间隔树法常见问题在该事例中也有所体

现,即存在许多有悖常理的链接路径。例如,西

班牙与希腊之间经由葡萄牙、丹麦、美国、英国、
德国、瑞士、奥地利、瑞典和意大利进行链接。
同样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通过英国、德国、瑞

士和奥地利进行链接。接下来,我们来看图2,该

图介绍了基于相对价格差异指标所得到的最小间

隔树法。在基于加权相对价格差异指标 (WRPD)
的最小间隔树法中,各国的链接要直观很多,同

时也与国家间价格相似的观点相符。例如,西班

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和土耳其皆存在直接

链接关系,美国-加拿大之间、爱尔兰-英国之

间也被直接链接。瑞典、芬兰、爱尔兰、挪威和

丹麦等国家皆联系在一起。图2显示的主要结论

是,加权相对价格差异指标 (WAQ)相对最初用

于最小间隔树的PLS指标而言,是更好的衡量价

格相 似 程 度 的 测 度 指 标 (Rao、Shankar 与

Hajarghasht,2010)。
因此,在使用最小间隔树法进行双边比较时,

若采用更具区分性的差异性指标,则双边链接情

况将比使用式 (5.18)中定义的PLS指标 “合理”
得多。所以,在应用最小间隔树法时,不建议使

用式 (5.18)定义的差异性指标。
通过PLS指标链接国家来缩短比较路径的方

法并非是唯一优势;该链接方法在较低层级的汇

总中也具有优势。如果对相对价格结构相似的国

家进行比较,通常会发现它们的规格品重叠度较

高,由此所计算的基本分类PPP将更为准确:
高科技规格品在质量与份额上的诸多差异,

在经济结构迥异的国家之间可能会显得更加突出。
如果设计一种标准来识别具有相似经济结构的国

家,然后仅对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进行比较,那

么或许能够克服高品质与低品质规格品比较的问

题。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有可能拥有相似比例的

零售店,以售卖相同类型的商品与服务。因此,
将这些具有相似结构的国家进行直接比较,其结

果将比对经济结构迥异的国家进行比较这一方法

更具稳健性 (Aten与Heston,2009,第251页)。
连续多年采用相同的生成树可大幅简化多边

国际比较的步骤。这是因为,各国仅需与生成树

上的直接邻国进行比较,因此降低了国际比较的

成本,提高了时效性。
此外,各国与所构造的最小间隔树上的直接

邻国具有相似的消费模式,这可以大幅提高比较

的特征性。相比之下,GK法使用单一的平均价格

向量对所有国家进行比较。在穷国与富国的比较

中,平均价格向量与许多参与比较国家的实际价

格向量大相径庭。相反,EKS法则尽可能使用双

边比较的所有组合。同时,还要求所有国家提供

基本分类的价格与支出数据,这会降低双边比较

的特征性 (R.J.Hill,2009,第236-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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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采用最小间隔树法,则需要对国

家规格品目录作出一些调整。最小间隔树上的各

国至少要和一个国家进行链接,故对于每组双边

比较,相互连接的两国皆须采集相应的代表性规

格品目录的价格。如果某国为局部 “星状”国的

中心,即与数个国家直接相连,则该国所采价的

规格品应为与之直接进行双边比较国家的规格品

交集。
Hill还指出,最小间隔树法还可对特定国家间

可能存在的链接设定预先限制条件:“例如,假设

……我们不希望印度与中国香港直接链接,可用

一个较大的虚拟值来替代K
 

×
 

K的PLS矩阵中印

度与中国香港之间的PLS值,以设定排除的限制

条件……同理,假设我们希望将韩国与日本直接

链接,可通过设定一个较小的虚拟值来替代韩国

与日本之间的PLS指标来作为限制条件……以此

保证 该 边 被 选 定 为 最 小 间 隔 树 的 一 部 分。”
(R.J.Hill,2009,第237页)

最后,Hill指出,各国统计局的数据质量参差

不齐,而最小间隔树法可将这点考虑在内:“特别

是,部分国家的统计局拥有更优质的资源。即使

最小间隔树指定某个国家为区域基准国,但由于

该国统计局的资源不足,使得这种处理方式并不

合理。”(R.J.Hill
 

2009,237)
最小间隔树算法还可进行一定改进,以确保

统计工作资源不足的国家在最小间隔树上仅与一

个参与国进行直接链接。
总之,最小间隔树法在进行多边比较时具有

以下优势:
• 与GEKS法类似,最小间隔树法在进行双

边比较时使用的是超越指数,这与双边比较的经

济方法相一致,即将替代效应纳入了考虑范围内。
• 由于最小间隔树法是对相对价格结构最相

似的国家进行双边比较而生成的,即最小间隔树

法相当于在时间序列中的年度链式指数。故相比

GEKS法,最小间隔树法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更为

准确。
• 仅通过对最小间隔树法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将统计资源不足的国家对比较结果的影响降至

最低。
但是,此最小间隔树法也存在某些劣势:

• 人们对于该方法不如对GEKS法和GK法

熟悉,呼吁人们改用此法的难度很大。
• 与GEKS法相比,该方法具有某些不确定

性,包括:(1)可使用多种差异性指标,且目前

对于哪一指标更为合适并未形成共识; (2)对于

差异性指标中的零 “价格”与 “物量”的处理并

不够简单直接; (3)对统计资源不足的部分国家

而言,其在处理上也不够简单直接,而且要判断

哪些国家的统计资源不足并非易事。
• 该方法生成的国家间双边链接路径可能不

稳定,即当从一种横截面国家间比较向另一种横

截面国家间比较转化的过程汇总,最小间隔树可

能会发生变化40。
至撰稿之时,已确定2011年轮ICP不会采用

空间链接法 (最小间隔树法)。在最小间隔树法得

以广泛应用之前,有必要对该方法进行更多的

实验。

5.7 人工数据集计算示例

Diewert(1999,第79—84页)通过三个国家

和两个规格品价格的计算示例,对国家PPP与

“世界”最终需求物量份额的多个多边比较方法进

行了阐述。本节将借用该计算示例来演示通过

GEKS法、GK法、IDB法和 MST法计算购买力

平价。
三个国家的价格与数量向量分别为:

p1= 1,1  ;p2= 10,110



 


 ;p3= 1
10
,10



 


 ;

q1= 1,2  ;q2= 1,100  ;q3= 1000,10  .
(5.21)

请注意,各国价格的几何平均数为1,因此各

国的平均价格水平大致可比,只是规格品1在国家

2的价格非常高,规格品2的价格非常低,而国家

3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存在价格差异,规格品1
在国家2的消费量相对较低,而规格品2的消费量

则相对较高;国家3的消费情况则刚好相反。国家

1可被视为总支出 (以本币计)为3的一个小国;
国家2视为总支出为20的中等规模国家;国家3
视为为总支出为200的大国。

这里,可以使用费雪 (1922)物量指数QF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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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k 国 相 对 国 家 1 的 物 量 Qk,即 计 算

QF (pk,pj,qk,qj)=
p1qkpkqk

p1q1pkq1




 






1
2

(k=2,

3)时的Qk

Q1
。设Q1为1.0,并以此确定Q2和Q3。

表5.1的费雪
 

1列为以国家1为基准国或星国计算

出的物量。同理,以国家2为基准国,运用费雪指

数公式计算Q1与Q3,此时Q2=1。然后用Q1除

这些数字,获得表5.1的费雪
 

2列所示的数字。最

后,以国家3为基准国,运用费雪指数公式计算

Q1、Q2,此时Q3=1。然后用Q1 除这些数字,
获得表5.1的费雪

 

3列所示的数字。

表5.1 分别使用费雪星型法、GEKS法、GK法

与IDB法计算的三个国家相对物量

费雪
 

1 费雪
 

2 费雪
 

3 GEKS GK IDB

Q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Q2 8.12 8.12 5.79 7.26 47.42 33.67

Q3 57.88 81.25 57.88 64.81 57.35 336.67

  注:GEKS=Gini-Élteto-Koves-Szulc;GK=Geary-Khamis;
IDB=Iklé-Dikhanov-Balk。

理想情况下,上述费雪星型法PPP全都一致,
但由于在现实中并不一致,因此需要计算几何平

均值,由此得到表5.1中第4列的GEKS法平价。
因此,在这个示例中,使用GEKS法这一经济学

方法来得到多边物量指数,国家2与3的物量分别

为国家1的7.26和64.81倍41。
再从最小间隔树法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

国家1的价格结构与国家2、3都是最为相似的,
也就是说,国家2和国家3的相对价格结构最不相

似42。因此,在此种情况下,通过最小间隔树法得

到的国家1的费雪购买力平价,即5.1中的费雪
 

1
列所示的数据为空间链接方法得到的结果。注意,
这些平价与GEKS法所得结果颇为接近。

对于Pk 与πn 的GK法平价,可通过在方程

组 (5.7)和 (5.8)间进行迭代计算、直至其收

敛来获得43。在确定这些平价之后,可利用方程

(5.10)来确定Qk。然后对所得的国家物量进行标

准化,使Q1=1。计算所得的平价见表5.1的GK

一列。Q
3

Q1
的GK法平价为57.35是合理的,但Q2

Q1

平价等于47.42,该数值从经济角度而言较大,因

此被认为合理。而Q2这一测算值不合理的原因在

于,GK国际价格向量 [π1,π2]等于 [1,9],
故这些相对价格最接近大国3的相对价格结构。因

此,使用GK国际基准价格向量时,国家2的规格

品2相对较大的消费量获得了过高的价格权数,高

估了物量Q2的测算值。这反映了GK法常为人诟

病之处:GK法的国际价格结构 “偏向”于大国的

价格结构。
在上述计算示例中,我们应用IDB方法来计

算购买力平价,以观察此种方法是否可以避免GK
法所得到的不合理结果的问题。通过GK法得到的

Pk 与πn 的购买力平价,可通过在方程组 (5.13)
和 (5.14)间进行迭代计算、直至其收敛来获

得。44在确定这些平价之后,可利用方程 (5.10)
来确定Qk。然后对所得的国家物量进行标准化,
使Q1=1。计算所得的平价见表5.1的IDB一列。
Q2

Q1
的IDB法平价为33.67,从经济学方法角度而

言,该数值较大地超出了所建议的5-9的合理区

间;Q
3

Q1
的IDB法平价为336.7,也同样超出了50-

90的合理区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最终得到

了这些不合理的购买力平价?
通过IDB法得到物量测算值的不合理性是由

不具代表性的国际价格向量所导致的,这是因为

通过IDB法得到的国际价格向量 [π1,π2]等于

[1,1],而后者恰好等于各国规格品价格的几何

平均 (等权重)。关键问题在于,当三个国家甚至

更多国家参与比较时,没有任何一种可加性方法

能够考虑到边际效用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这

一问题。
因此,国际价格的IDB法向量π=[1,1]与

国家1的价格向量p1= [1,1]正好相等,故应

用这些国际价格所得到的国家1物量是准确的。但

是,IDB法国际价格的结构与国家2的居民消费价

格结构相差甚远,国家2的价格向量为p2=

10,110



 


 。规格品2的相对价格极低,故消费者

对该规格品的需求相对较大 (100个单位),而规

格品1相对较高的价格使其需求较低 (1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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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国际价格计算,国家2的产出为πq2,等

于101,而其名义产出为p2q2,等于20。所以,
当使用国际价格时,国家2相对国家1的产出被高

估了,因为规格品2的国际价格等于1,这比规格

品2在国家2的实际价格 (1
10
)要高得多。注意,

Q2

Q1
等于πq2

πq1
=1013 =33.67

,该测算值未将规格品2

在国家1相对较大的消费量所具有的边际效用递减

的情况考虑在内。当以国际价格比较国家1和国家

3的产出时,会产生类似问题,只是在该种情况

下,国际价格的使用极大地高估了规格品1在国家

3的消费量。确定一个国际基准价格,使得将比较

的两个国家可以平等对待,这一问题可以解决45,
但如第5.5节所述,若比较国超过两个,该问题就

无法解决。
至此可得出的暂时性结论是:对于国际价格

与物量比较的可加性方法,如果国家间的价格与

物量结构存在巨大差异,那么测算出的数据可能

与按经济学方法测算出的结果相差甚远。为此,
国际比较项目有必要提供两组测算结果,其中一

组是基于GEKS法或最小间隔树法等考虑了替代

效应的多边比较方法,另一组则是基于GK法或

IDB法等可加性方法。这样,使用者便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来选择可加性方法 (其汇总属性的一致

性颇为理想),又或是将替代效应的方法,来确定

最终使用哪组测算结果。

5.8 结论

本章介绍了四种构造某区域内国家的PPP和

相对物量的多边比较方法。其中两种为可加性方

法:GK法与IDB法。许多应用者更看好可加性方

法,因为可加性多边比较方法将各国的实际GDP
的各构成项汇总起来即可。

哪种可加性方法堪称 “最优”呢? IDB法与

GK法的公理属性非常相似,故根据其公理属性难

以判断两种方法孰优孰劣。IDB法的主要优势

如下:
·相比GK法,由IDB法得到的国际价格受

到区域内大国相对价格结构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即

IDB法在选择国际价格方面比GK法更为 “平衡”。
·从Deaton与 Heston(2010)使用2005年

轮ICP数据集的事例来看,相比GK法,通过IDB
法得到的购买力平价与GEKS法更为接近。因此,
IDB法作为可加性方法也具有其优势,即与GEKS
法所得购买力平价结果相差不大46。
GK法的主要优势如下:
• GK法在此前年度的ICP中已获得广泛使

用,因此使用者对其熟悉度高,可能希望继续使

用该方法。
• GK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区域数量

汇总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构建,因此GK法可以

被认为是国家内部国民经济核算向世界的合理

延伸。
本章所介绍的另外两种方法为 GEKS法和

R.J.Hill提出的相似性或最小间隔树法 (MST),
后者以费雪理想指数作为双边比较的基础。这两

种方法可看作与多边比较的经济学方法一致,即

这些方法充分考虑到了在国家产出中购买者的替

代行为。最小间隔树法虽然在2005年轮ICP中并

未得以应用,但有其吸引力,这在第5.6节中已有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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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DB (Iklé-Dikhanov-Balk)多边比较方法的特性

  多边指数理论相比双边指数理论更为复杂。
因此,对于IDB多边比较方法的公理和经济特性,
尤其是在某些价格与数量允许为零的情况下,我

们需要一个较长篇幅的附录来加以探讨47。
在定义IDB法的平价方面,有许多备选表达

式。第5A.1节列出了定义IDB方法的方程组,第

5A.2节证明了IDB方程组具有唯一解。第5A.3
节对IDB方程式进行了各种特例分析。当国家数

量为2时,K=2,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双边指数公

式,并且在该情况下,规格品数量为2,N=2。
这些特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总指数的结构。最后,
第5A.4节探讨了IDB方法的公理特性,而第

 

5A.5节则侧重于该方法的经济特性。
本附录中,我们始终假设:国家数量K 与规

格品数量N 等于或大于2。

5A.1 各种备选表达式

5A.1.1 Pk,πn
 

的表达式

多边比较方法的基础数据包括在基本分类层

面,n个规格品在k 个国家的价格和数量pk
n 及

 

qk
n,其中

 

n=1,…,N
 

且
 

k=1,…,K,基本分

类数N≥2,国家数量K≥2。k国
 

的N
 

×
 

1
 

维度

的价格和数量表示为
 

pk 及qk,当k=1时其内部

规格品表示为pkqk。k国
 

在规格品n上面的支出

份额表示为Sk
n=

pk
nqk

n

pkqk
,式中k=1,…,K

 

且
 

n=

1,…,N。
假设对于每个n

 

与
 

k来说,pk
n,qk

n,和sk
n

 的

数值均大于等于0。在此情况下,一些国家未将所

有消费的基本分类规格品考虑到,使得方程式更

加难以表述,因为当除数 (价格、数量或份额)
为0时,证明IDB方法解决方案的存在性就会变

得更加困难与复杂48。目前已有的假设为:
假设1:对于每个基本分类规格品n,都对应

着一个国家k,比如
 

pk
n,qk

n 与
 

sk
n 均为正,使得

每件规格品都在一些国家存在需求。

假设2:对于每个国家k,都存在一个规格品

n,例如pk
n,qk

n 与sk
n 均为正,使得每个国家都需

求至少一件基本分类规格品。
在第5A.1节中,这些假设都会被巩固,以确

保IDB
 

方程式均存在正的唯一解。
注意,IDB多边比较方法由Dikhanov方程式

(5.13)及 (5.14)定义,然后用 (5.9)方程式

进行标准化。将除数为0的情况考虑后,方程式可

被改写为49:

πn=
∑
K

j=1
sj

n  

∑
K

k=1

qk
nPk

pkqk




 






;n=1,…,N (5A.1)

及

pk=p
kqk

πqk ;k=1,…,K (5A.2)

其中π为一个向量,其分量为π1,…,πN。

在假设1与假设2的条件下,即使在某些pk
n

及qk
n 都 为 零 的 情 况 下,方 程 式 (5A.1)与

(5A.2)依然具有较好的性质。方程式 (5A.1)
及 (5A.2)

 

(外加一个关于Pk 或πn 的标准化公

式,如P1=1或π1=1)形成了IDB多边比较方

法的第二个表达式50。
为了得到方程式 (5A.1)及 (5A.2)的解,

我们可以首先假设π=1N,即该向量的分量均为

1,然后利用方程式 (5A.2)来确定一系列Pk。
接着我们就能将这些 Pk 的值代入到方程式

(5A.1)中,从而得出一个新的向量。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以将这些新得出的π向量代入到方程式

(5A.2)中,从而得出一系列新的Pk 值,以此类

推。这个过程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趋同。

5A.1.2 通过双比例矩阵推导出的Pk,πn 备选

表达式

我们可以将方程式 (5A.1)及 (5A.2)分别

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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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k=1
qk

n pkqk  -1πnPk=∑
K

j=1
sj

n;n=1,…,N.

(5A.3)
及

∑
N

n=1
qk

n pkqk  -1πnPk=∑
N

n=1
sj

n=1;k=1,…,K.

(5A.4)
可将N

 

×
 

K 标准化数值矩阵A 中的第n
 

行、
第k

 

列的元素ak
n

 定义为:

ank=
qk

n

pkqk;n=1,…N;k=1,…,K.

(5A.5)

N×K 维度的支出份额矩阵
 

S,其第n行第k
列的元素sk

n 表示规格品n 在国家
 

k的支出份额,
将1N 与1K 分别表示在N 与K 维度上的向量。如

此一 来,我 们 就 可 以 将 方 程 式 (5A.3)与

(5A.4)表示为下列矩阵的形式51:

π̂AP=S1K (5A.6)
及

πTÂP=1TNS (5A.7)
其中π=[π1,…,πN]为IDB方法的国际价

格向量,而P≡[P1,…,PK]为通过IDB方法

得到的各国PPP,̂π表示以π作为对角线的N×N
对角阵,̂p 表示以P 作为对角线的K×K 对角阵。
式 (5A.6)有N 个等式,式 (5A.7)中有K 个

等式。而通过对式 (5A.6)及式 (5A.7)进行检

验,发现若其中的N+K-1个等式得到满足,那

么其他的等式也将满足。式 (5A.6)及 (5A.7)
是双比例矩阵的特例,该式满足Deming与Ste-
phan(1940)文章的内容以及Stone(1962)在文

章中提出的模型 (RAS方法)。
Bacharach(1970,第45页)在对该模型进行

了大量的细致研究之后,对π 与P 在式 (5A.6)
和 (5A.7)的解均为正值,且具有存在唯一性进

行了证明,以及标准化P1=1或π1=1。52 在第

5A.1节中,Bacharach的分析为对式 (5A.6)及

(5A.7)解的存在唯一性提供简明且充分的条件

(外加一个标准化公式)。
我们可以利用第5A.1.1节末尾提到的程序来

找出对 (5A.6)及 (5A.7)的解。这是因为方程

式 (5A.1)及 (5A.2)均为方程式 (5A.3)及

(5A.4)的同等表达53。RAS相关的经验表明,该

程序往往能够使方程式快速达到一致。

5A.1.3 Pk,πn 表达式

上面提到的几种对IDB体系的表达属于一种

包含 N 国国际基准价格πN 及K 国国别PPP
(Pk)的方程组。这对替换正文中的方程式 (5.8)

是相当有用的。在这些方程中,Qk=p
kqk

pk 定义了

国家物量或总类数量Qk 对应的k国的价格与数量

向量 (pk 与qk),再加上k 国的汇总PPP (Pk)
就推导出了方程式 (5A.1)与方程式 (5A.2),
从而推导出IDB多边比较方法的关于Qk 与πn 的

下列表达式:

πn=
∑
K

j=1
sj

n  

∑
K

k=1

qk
n

Qk




 






;n=1,…,N (5A.8)

及

Qk=πqk;k=1,…,K. (5A.9)
我们需要加入诸如Q1=1或π1=1之类的标

准化数据,以为式 (5A.8)及式 (5A.9)找出正

的唯一解54。我们还应建立一个双比例迭代过程,
以根据第5A.1.1节末尾提到的方式推导出对方程

式 (5A.8)与方程式 (5A.9)的解,唯一不同的

是现在Qk 是确定的而Pk 没有确定。

5A.1.4 Qk 表达式

将方程式 (5A.8)代入方程式 (5A.9)中,
我们就能得到如下K 的方程式,其包含的国家物

量仅为Q1,…,QK:

Qk=∑
N

n=1

s1n+…+sk
n  qk

n

q1n
Q1  +…+

qk
n

QK  



 




















 ;k=1,…K.

(5A.10)
获得唯一解必须要求存在例如 Qk 之上的

Q1=1的标准化公式。此外,K
 

公式 (5A.10)并

非独立,也就是说,如果将 (5A.10)中的k公式

两边的每一个k
 

都除以Qk,然后将得到的公式求

和,再对每一个k使用∑
N

n=1
sk

n =1,那么就能得到

恒等公式 K=K。如此一来,一旦 K
 

方程式

09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5A.10)任意一个K-1得到满足,那么余下的

方程式就同样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可以将方程式

(5A.10)通过反复迭代,推导出一个 Q1,…,

QK
 

解,也就是说,首先对这些物量平价作一个初

始估计,并计算出 (5A.10)中每个方程式右边的

结果。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将这些新得出的物量

平价再次代入 (5A.10)中的方程式右半部分,如

此反复55。

5A.1.5 Pk
 

表达式

如果将 Qk=pkqk

pk 替换入方程式 (5A.10)

中,就能得到下列只包含国别PPP,即P1,…,

PK 的K 方程式:

(Pk)-1=∑
N

n=1

s1n+…+sk
n  

qk
n

pkqk




 






P1q1n
p1q1  +…+

Pkqk
n

pKqK  



 


























;

k=1,…K. (5A.11)
一般情况下,为取得唯一解,我们需要进行

标准化 (例如:对Pk
 

进行标准化,使P1=1)。K
 

方程式 (5A.11)并非独立,也就是说,如果将

(5A.11)中的K
 

方程式两边的k 都乘以
 

Pk,并

且将获得的方程式求和,再对每个k使用∑
N

n=1
sk

n =

1,就能得到恒等公式K=K。如此一来,只要

(5A.11)中的K
 

方程式中,任意K-1
 

得到满

足,那么其余的方程式也就都可得到满足。
我们可以通过将方程式 (5A.11)进行反复迭

代,直到获得与第5A.1.4节末尾描述的方式相似

的解。
虽然我们很难如此概括地阐述 (5A.10)及

(5A.11),但是在对该方法的公理性进行研究之

后,我们就能发现,IDB
 

法具备良好的公理性。

5A.1.6 πn
 表达式

最后,将 方 程 式 (5A.2)代 入 方 程 式

(5A.1),我们就能得到如下N
 

方程组,该方程组

反映了
 

IDB
 

国际价格πn

∑
K

k=1

πnqk
n

πqk






 




 =∑

K

k=1
skn;n=1,…,N.

(5A.12)

在π
 

向量的分量中,方程式 (5A.12)呈零次

齐次性,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如
 

π1=1的标准化方

程式,才能获得一个为正的唯一解。将 (5A.12)
中的N

 

方程式求和,就能得到恒等式K=K,因

此,如果 (5A.12)的方程式中任意一个N
 

-
 

1得

到满足,那么余下的方程式就同样能够得到满足。
可将方程式 (5A.12)重写为:

πn=
∑
K

k=1
sk

n  

∑
K

k=1
qk

n

πqk

















;n=1,…N. (5A.13)

我们可通过将方程式 (5A.13)以一般的方式

反复叠加,从而得到方程式 (5A.12)的解。
有种关于方程式 (5A.12)的说明相当有趣。

利用国际基准价格πn,通过下列国际价格,推导

出k国花费在规格品n上的支出份额:

∑
K

k=1
σk

n=
πqk

n

πqk
;k=1,…K;n=1,…N.

(5A.14)
将 (5A.14)代入 (5A.12),就得到:

∑
K

k=1
σk

n=∑
K

k=1
sk

n;n=1,…N. (5A.15)

如此一来,对应每组基本分类规格品n 的国

际价格πn通过IDB法进行筛选后,各国依照国际

基准价格∑
K

k=1
σk

n 在规格品n上的支出份额总和等于

与之相对应的各国分别依照国内价格∑
K

k=1
sk

n 得到的

支出份额总和。且这种对等在所有规格品组n 中

都成立56。

5A.2 IDB方程式之解的存在与唯一性成立的条件

利用第5A.1.2节中提出的双比例矩阵表达式

来为任意一组IDB方程式寻求获得正解所需要的

条件。57

Bacharach(1970,第43-59页)针对方程式

(5A.3)与方程式 (5A.4),在假定假设1与假设

2都成立的条件下,对其严格正解π1,…,πN,

P1,…,PK 的存在提供的充分条件令人无法信

服。其条件包括矩阵连贯性的概念。设A为一个

19

第5章 区域内基本分类以上层级的汇总方法



N×K 矩阵。按照Bacharach (1970,第44页)
的定义,如果一旦将该矩阵的行与列进行合理的

重新排列组合后,就表现为下列块状对角的形式,
那么A 矩阵就是非连贯的。

A=
An×k 0n×(K-k)
0(N-n)×k A(N-n)×(K-k)






 




 (5A.16)

其中 1≤n< N,1≤k< K,An×k 和

A(N-n)×(K-k) 分别是矩阵A的n×k维和 (N-
n)×(K-k)维次级矩阵,并且0n×(K-k) 与

0(N-n)×(K-k) 分别属于n×(K-k)与 (N-n)
×(K-k)维零点矩阵。正如Bacharach (1970,
第47页)所强调的那样,非连贯性的概念属于对

具有可分解概念的对角矩阵的概括,这同样适用

于正方形矩阵中。根据Bacharach (1970,第47
页)的定义,当A 满足连贯性时,(这是对不可分

解性概念的概括,适用于正方形矩阵中)。接着,

Bacharach(1970,47-55)继 续 证 明,当 根 据

(5A.5)的定义,矩阵A 为连贯时,假设1与假设

2均成立,并且如果将诸如π1=1或P1=1之类的

标准化代入到式 (5A.3)与式 (5A.4)之后,这

些方程式就能够通过利用5A.1.1末尾提到的双比

例程序,提供一个正的、趋同的唯一解。
简化 (5A.5)中所阐述的将矩阵A 定义为相

连的条件是相当有益的。任意下列两种简单条件

之一都能够说明A 是连贯的 (从而这些条件可为

证明任意一种IDB方程式的表达式均具备唯一且

为正的解提供充分条件):
条件1:存在一种所有国家都需求的规格品n,

即,存在一种n,能够满足yk
n>0,式中k=1,

…,K。
条件2:存在一个k 国对所有规格品都有需

求,即,存在一种k 能使yk
n>0,式中n=1,

…,N。
条件1与条件2均验证较为容易,后面的小节

中将用到这两个条件。

5A.3 特殊情况

在本节中,在规格品数量N 与国家数量K 均

为2的情况中,IDB方程式中某些N、K 总表达

式均将被特殊化。

5A.3.1 两个国家,多种规格品的物量指数情况

假设国家数量K=2。设国家1的物量=1,
即Q1=1,那么 (5A.10)中的第一个方程式就可

表示为:

∑
N

n=1

s1n+s2n  q1n

q1n+
q2n
Q2  




 




















 =1 (5A.17)

方程式 (5A.17)为所在的方程式中,Q2 为

未知数,且该方程式可以解出Q2。而我们可将Q2

理解为一种费雪双边数量指数 (费雪-type
 

bilateral
 

quantity
 

index):QIDB (p1,p2,q1,q2),其中

pk 与qk 分别为k国的价格与数量 (或者更准确地

说,物量)向量。于是本节余下部分中,均用Q
代替Q2。

这里假设国家1的数据能够满足条件2(从而

q1、p1及s1均为严格意义上的正向量),从而就

能保证方程式 (5A.17)能够得到正的唯一解。满

足这一条件之后,我们就能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定

义其相对值rn:

rn=
q2n
q1n
≥0;n=1,…,N. (5A.18)

假设2暗指至少存在一个可能的相对值rn,

由于每个q1n 均为正,且设Q=Q2,从而我们能够

通过运用 (5A.18),将 (5A.17)重写为58:

∑
N

n=1

s1n+s2n  

1+
rn

Q  



 




   =1 (5A.19)

现在将相对值r
 

定义为 [r1…,rN]。从而就

能将方程式 (5A.19)的等号左边部分的函数定义

为F(Q,r,s1,s2),其中sk
 

为当k=1,2时国

家
 

k
 

的支出份额向量。这里要注意的是,F(Q,
r,s1,s2)为Q 为正时的连续单调递增函数,其

中假设条件为q1与
 

s1
 

的分量均为正。现在来计算

当Q 为无限趋近正无穷
 

时F(Q,r,s1,s2)的

上限。

lim
Q→+∞

F(Q,r,s1,s2)=∑
N

n=1
[s1n+s2n]=2

(5A.20)
在当Q 趋近于零的情况下计算F (Q,r,s1,

s2)的上限时,必须同时考虑下面两种情况。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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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中,假设两个国家均完全消费全部规格品,
即使q2≫0N (加上之前的假设q1≫0N)。这点在

本情况中很容易得到证实。
lim
Q→0

F(Q,r,s1,s2)=0. (5A.21)

在第二个情况中,设一个或多个q2的分量为

零,且使 N* 为指数集n,其中q2n=0。本情

况中,

lim
Q→0

F(Q,r,s1,s2)=∑
n∈N*
s1n <1(5A.22)

式中,(5A.22)之所以为不等式,是由于假

设了所有s1n 均为正,且s1n 之总和为1。

F(Q,r,s1,s2)属于Q
 

的连续单调递增函

数,再加上 (5A.20),可推导出方程式F(Q,r,
s1,s2)=1存在一个有限且为正的解,并且此解

为唯一解。该解表示为:
Q=G(r,s1,s2) (5A.23)

接下来我们利用隐函数定理来证明G (r,s1,
s2)为连续可微函数,其中r的分量呈递增。从而

得到:

∂G(r,s1,s2)
∂rn

=
[s1n+s2n]1+

rn

Q  



 




 -2

Q

∑
N

i=1
[s1i+s2i]1+

ri

Q  



 




 -2

ri  
>0;

n=1,…N. (5A.24)
其 中 Q

 

满 足 方 程 式 (5A.23)。然 而,
(5A.24)中的不等式并非意味着IDB

 

双边指数公

式QIDB (p1,p2,q1,q2)为q2
 

及q1 的分量呈

递减。(5A.24)中对导数的计算是在假设rn=
q2n
q1n

增加、份额向量
 

s1
 

与
 

s2
 

保持不变、rn
 增加的前提

下进行。实际上,QIDB (p1,p2,q1,q2)并没

有体现为q2分量呈递增且q1分量呈递减。59

明显,QIDB(p1,p2,q1,q2)已满足恒等性

检验,即当q1=q2,所有相对值
 

rn=1,那么只

有当Q=1时,才能够满足式 (5A.19)。同样显

而易见的是,当
 

q2=λq1 (λ
 

>
 

0),即可推导出

QIDB(p1,p2,q1,λq1)=λ60。

限定α>0为相对值rn=
q2n
q1n

中n的下限,且限

定β>0为这些相对值中n的上限。接着,通过利

用由方程式 (5A.19)中等号左边部分所定义的函

数F(Q,r,s1,s2)的单调性,我们就能将其表

示为:
α≤QIDB(p1,p2,q1,q2)≤β (5A.25)

且当rn 不完全相等时,式 (5A.25)为严格

不等式。如此一来,IDB双边物量指数就满足了针

对双边物量指数进行的平均值检验。61通过推导出

多种不同的QIDB (p1,p2,q1,q2)近似值,能

够让我们大致了解该指数的结构。且之前提到过,
已知式 (5A.19)以隐含的方式定义了QIDB。我们

可将该方程式重写为一个等于2的加权调和平均:

∑
N

n=1
wn 1+

rn

Q  



 




 -1

  
-1

=2 (5A.26)

其中 (5A.26)中的权重wn
 为:

wn=
1
2  s1n+s2n  ;n=1,…,N.

(5A.27)
接下来用相对应的加权算术平均数来逼近方

程式 (5A.26)左半部分的加权调和平均,得到下

列对 (5A.26)的近似表达:

∑
N

n=1
wn 1+

rn

Q  



 




 =2 (5A.28)

由于已知权重wn
 相加等于1,因此 (5A.28)

就意味着Q=QIDB 近似等同于下列表达:

QIDB(r,w)=∑
N

n=1
wnrn

=∑
N

n=1

1
2  p1nq1n

p1q1  + p2nq2n
p2q2  




 




 q2n

q1n




 





(5A.29)
如果利用相应的加权集合平均数进一步逼近

方程式 (5A.29)右半部分的加权算术平均数,那

么QIDB (r,w)就近似等同于

QIDB(r,w)=∏
N

n=1
rw

n =Qr(r,w)

(5A.30)

式中
 

QT采用Qr=∑
N

n=1
wnlnrn 中定义的Torn-

qvist
 

Theil数量指数的对数。如果所有的相对值

rn
 都 等 于 一 个 相 同 的 正 数,比 如λ,那 么 从

(5A.28)到 (5A.30)中的近似值就会成为精确

值,并且,在这些条件下,当q2=λ
 

q1 时,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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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即可成立:
QIDB(λ1N,w)=Qr(λ1N,w)=λ(5A.31)

由于在更普遍的情况中,所有的相对值rn 等

于一个相同的正数,因此q2
 

与q1呈近似正比,从

而该Tornqvist
 

Theil
 

数量指数QT(r,w)就能提

供一个隐式定义IDB数量指数的高度近似值QIDB
(r,w)62。然而,在国际比较的背景下,往往数

量向量远远不成比例,而在这种不成比例的情况

中,QIDB 可能与
 

QT
 及其他最优指数如

 

QF
 相去甚

远,正如前面正文第
 

5.7节所示。
5A.3.2 两个国家、多种规格品的价格指数情况

再一次假设国家数量K=2,且设国别1的

PPP,P1为1,那么 (5A.11)中第一个方程式就

变为:

∑
N

n=1

(s1n+s2n)
q1n

p1q1  
q1n

p1q1  + P2q2n
p2q2  




 




























=1 (5A.32)

式 (5A.32)为包含于未知 P2 (国别2的

PPP)的方程式之中的一个方程式,且该方程式隐

性决定了P2。而我们可将P2理解为一种费雪双

边价格指数PIDB(p1,p2,q1,q2),其中pk 与

qk 分别为k国的价格与数量向量。本节余下部分

中,所有的P2均由P 来代替。
这里再次假设国家1的数据能够满足条件2

(从而q1p1及s1均为严格正向量),从而就能保证

方程式 (5A.32)能够得到正的唯一解。我们能够

顺理成章地将k国正常数向量uk 定义为k国物量

向量除以其以国内货币单位表示的总产量价

值pkqk。

uk=
qk

n

pkqk
;k=1,2. (5A.33)

由于q1为严格正数,因此u1同样也为严格正

数。从 而 我 们 可 以 将 定 义 (5A.33)替 换 为

(5A.32),以得到下列方程式,该方程式隐性决定

P2=P=PIDB:

∑
N

n=1

[s1n+s2n]

1+P
q2n
q1n  p1q2

p2q2  




 




















 =∑

N

n=1

s1n+s2n  

1+P
u2n
u1n  




 






















(5A.34)

定义rn=
u2n
u1n

(n=1,…,N),并重写P 为

1
Q
。从而式 (5A.34)就变换为上一节中的式

(5A.19),从 而 就 能 反 复 运 用 我 们 围 绕 式

(5A.19)至式 (5A.25)所作的分析,直到推导

出式 (5A.34)的正解P(r,s1,s2),并获得该

解的部分属性。
可以 通 过 式 (5A.34)证 明 的 是:作 为

(5A.34)的解,且被视为上述两个国家所对应的

价格与物量函数PIDB (p1,p2,q1,q2)的IDB
双边价格指数P,能够满足Diewert(1999,第36
页)所提出的13个双边测试中的前11个。63该指

数未能满足的仅为p1与p2测试中各分量为单调

的条件,即:PIDB(p1,p2,q1,q2)未必一定呈

p1单元递减,p2单元递增。因此可见,IDB双边

价格指数具备较良好的公理性质。
式 (5A.25)中给出的IDB双边物量指数界限

并不具备类似对应价格。为式 (5A.25)中的界限

获取对应价格时,设定与两国均相符的价格与物

量数据为正是非常方便的。在这些条件之下,我

们可以将该N 隐式部分价格指数pn
 定义为:

pn=

p2q2

q2n





 






p1q1

q1n





 






=

p2q2

p1q1




 





q2n
q1n






 






;n=1,…N.

(5A.35)

我们将隐式双边价格指数设定为价值比
p2q2

p1q1
,

并被一个物量指数如Q (p1,p2,q1,q2)除,
其中的Q

 

一般来说属于某种单个相对值的加权平

均数
q2n
q1n
。这样一来,每个相对值

q2n
q1n

都可作为一个

部分物量指数,从而得到相对应的隐式物量指数,
即价值比除以相对值,可视为隐式部分价格指

数。将式 (5A.35)代入式 (5A.34)就能得到

下列方程式,该方程式隐性决定P=PIDB (p1,

p2,q1,q2):

∑
N

n=1

s1n+s2n  

1+ P
pn  



 


  =1 (5A.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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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α为部分价格指数pn 中n
 

的下限,且定

义β为这些部分价格指数的上限。从而我们就能利

用由式 (5A.36)左半部分所定义的该函数的单调

性来构建下列不等式:
α≤PIDB(p1,p2,q1,q2)≤β (5A.37)

当pn
 并非全部相等时,式 (5A.37)中就会

呈现为严格不等式。
至此,PIDB的近似显式公式的推导就水到渠

成了。已知 (5A.36)以隐式的形式对
 

PIDB 进行

了定义。该方程式可重写为一种等于2的加权调和

平均数:

∑
N

n=1
wn 1+ P

pn  


 


 -1

  
-1

=2 (5A.38)

其中式 (5A.37)中的权重wn
 为平均支出份

额1
2
[s1i+s2i],n=1,…N。

接下来用相对应的加权算术平均数来逼近方

程式 (5A.37)左半部分的加权调和平均,得到下

列对 (5A.26)的近似表达式:

∑
N

n=1
wn 1+ P

pn  


 



=2 (5A.39)

由于已知权重wn
 之和为1,因此式 (5A.39)

意味着P=PIDB 约等于:

PIDB(ρ,w)= ∑
N

n=1
wn(ρn)-1  -1

= ∑
N

n=1

1
2  p1nq1n

p1q1  + p2nq2n
p2q2  q2n

q1n  p1q1

p2q2  



 




  

-1

(5A.40)
式中ρ=[ρ1,…,ρN]且 w=[w1,…,

wN],因此IDB
 

双边价格指数
 

PIDB 就约等于式

(5A.35)中定义的N
 

部分价格指数
 

pn
 的一个加

权调和平均数。64

5A.3.3 多个国家、两种规格品的情况

该情况中国家数量为
 

K,有且只有两种规格

品,即N=2。而已知式 (5A.2)以及
 

式 (5A.9)
确定了

 

IDB
 

国别PPP为Pk,国别物量为Qk,国

别价格与数量向量分别为
 

pk
 

和qk,且国际基准价

格向量为π=[π1,…,πN]。因此只要π一旦确

定,Pk
 

以及
 

Qk
 

就可随之得以确定。本节中已设N
=2,从而该情况中只包含两种规格品以及K

 

个国

家。为保证IDB
 

方程式能够有解,设规格品1由

所有国家消费:

qk
1>0;k=1,…K. (5A.41)

设第一个国际价格=1:
π1=1 (5A.42)

虽然式 (5A.12)确定了
 

πn,但是由于N=
2,于是我们可以将 (5A.12)中的第二个方程式

删 去。通 过 运 用 标 准 化 方 程 式 (5A.42),
(5A.12)中的第一个方程式就变为:

∑
K

k=1

qk
1

qk
1+π2qk

2  
=∑

K

k=1
sk
1 (5A.43)

该式确定了规格品2的国际价格π2。
通过运用假设 (5A.41),我们就能将k

 

国的

规格品比Rk (k
 

国中相对于规格品1的规格品2
数量)定义为

Rk=
qk
2

qk
1
≥0;k=1,…K. (5A.44)

假设1暗示至少存在一个可能的相对值Rk。
由于 各 个 qk

1 均 为 正,因 此 通 过 利 用 定 义

(5A.44),可以将 (5A.43)重写为65:

Fπ2,R,s1  =∑
K

k=1

1
1+π2Rk  

=∑
K

k=1
sk
1≡s1

(5A.45)
其中将

 

s1
 

定义为在k
 

个国家中的规格品1支

出份额sk
1的总和。66并将国别相对值的向量R

 

定

义为 [R1,…,RK]。接 下 来 我 们 就 可 将 式

(5A.45)左 边 部 分 的 函 数 定 义 为 F(π2,R,

s1)。67
 

这里要注意的是,由于
 

Rk
 

为非负数,至少

具备一个为正的
 

Rk,因此F(π2,R,s1)为当π2 

为正时
 

π2 的连续单调递增函数。接着计算当π2 
趋向于零时,F(π2,R,s1)的值:

lim
x2→0
(π2,R,s1)=K >∑

K

k=1
sk
1=s1

(5A.46)
为了计算当π2 趋向于零时

 

F(π2,R,s1)的

极限,需要考虑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中,假设

所有国家都消费两种规格品,从而使得R≫0k。通

过利用式 (5A.45)中的定义,可以推导出如下不

等式:

lim
x2→+∞

F(π2,R,s1)=0<∑
K

k=1
sk
1=s1

(5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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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情况中,设一个或多个R 的分量为

零,且使K*为指数集k,其中Rk=0。此情况下

可推导出如下极限:

lim
π2→+∞

Fπ2,R,s1  =∑
K

k∈K*
s1n=s1(5A.48)

由于F(π2,R,s1)为π2的连续单调递减函

数,根据式 (5A.46)至 (5A.48),可以得知:
式 (5A.45)存在一个有限且为正的π2 解,且该

解为唯一解。将该解表达为π2=G(R,s1)。这样

一来就可以直接验证G 在R 的分量中呈递减,在

s1的分量中呈递增。

假设所有的国家比Rk
 

均为正,并且定义α与

β分别为k的相对值的下限与上限。如此一来,我

们同样可以直接验证π2能够满足下列界限:68

s1
K  

-1
-1




 






β
≤π2≤

s1
K  

-1
-1




 






α
(5A.49)

因此,当所有的国家相对值Rk=
qk
2

qk
1

均等于一

个相同的正数λ时,式 (5A.49)中的界限就会消

失,变为共同的值

s1
K  

-1
-1




 






λ
。

在当所有国家的价格与数量均为正的情况下

(从而使得Rk
 

为正),可以将基础方程式 (5A.45)
重写为如下更具有启示意义的形式:

∑
K

k=1
sk
1=∑

K

k=1

1
1+π2Rk  

(5A.50)

=∑
K

k=1

sk
1

sk
1+π2sk

1
yk
2

yk
1  

















=∑
K

k=1

sk
1

sk
1+π2sk

2
pk
2

pk
1  -1




 






















式 (5A.50)表明,能够推导出该式的解π2,

为K
 

国份额向量s1,…,sK (其中各个单元均为

二维)以及K
 

国的价比向量
p21
p11
,…,p

2
k

p1k




 




 的函

数。当所有这些国家的价比都等于一个公比,如λ

>0时,式 (5A.53)的解就为π2=λ。在当所有

这些国家的价比均为正,且使α*和
 

β*分别为k
的价比下限与上限时,就可以直接验证π2能够满

足如下限值:
α*≤π2≤β* (5A.51)

5A.3.4 两个国家、两种规格品的情况

本节已设定K=2 (两个国家)且N=2 (两
种规格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国家2
数量Q2相对于国家1的物量Q1的显式公式,且

将该公式的值设为1,即可以为IDB双边物量指数

推导出一个显式公式Q2=Q=QIDB(p1,p2,q1,

q2)。该情况的起始点为式 (5A.17),且该式隐性

决定Q。在当N=2的情况下,这个方程式就变

化为:
[s11+s21]q11

q11+
q21
Q  















 +

[(1-s11)+(1-s21)]q12

q12+
q22
Q  















 =1

(5A.52)
和通常情况一样,假设国家1的数据为正,从

而q11>0且q22>0。从而两个相对值rn=
q2n
q1n

(n=

1,2)为定义明确的非负数。已设量比r1与r2之

间至少有一个严格为正。并将这些相对值代入式

(5A.52)中,就可得到如下关于Q 的方程式:
[s11+s21]Q
[Q+r1]  + [(1-s11)+(1-s21)]Q

[Q+r2]  =1
(5A.53)

该式可进一步简化为如下二次方程式69:

Q2+[s11+s21-1][r2-r1]Q-r1r2=0
(5A.54)

在当q 与r2 均为正的情况下,式 (5A.54)
就具备一个负根与一个正根。正根即为我们需要

的双边物量指数,且等于

QIDB(p1,p2,q1,q2)=-
1
2  (s11+s21-1)(r2-r1)

+12
[(s11+s21-1)2(r2-r1)2+4r1r2]

1
2.

(5A.55)

接下来假设r1=
q21
q11
=0,从而q11>0且q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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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那么s21=0。利用式 (5A.54),得到:

Q=[1-s11]r2=[1-s11]
q22
q12






 




 (5A.56)

式 (5A.56)在目前的条件下具有意义。已知

Q 能够反映国家2相对于国家1的物量或平均相对

值。如果作为对该相对数量的初步估计,设Q 等

于单一非零相对值r,那么结果就会高估国家2相

对于国家1的平均数量,这是因为国家2的规格品

数量为零,而国家1的规格品数量则为正的q11。
因此,需要将r2按比例缩小,具体方式为:将r2
与1减去国家1的规格品1的份额s11之后的差值

相乘。其份额越大,初步数值比r2缩小的程度就

越高。

现在假设r2=
y22
y12
=0,从而q21>0且q22=0。

那么当s12=1时,利用式 (5A.54),得到:

Q=s11r=[1-s12]
q21
q11




 



 (5A.57)

与之前相同,式 (5A.57)在目前的条件下具

有意义。设Q 等于单一非零相对值r1,那么结果

就会高估国家2相对于国家1的平均物量,这是因

为国家2的规格品数量为零,而国家1的规格品数

量则为正的q21。因此,需要将r1按比例缩小,具

体方式为:将r2与1减去国家1的规格品2的份

额s12之后的差值相乘。其份额越大,初步数值比

r1缩小的程度就越高。
我们对式 (5A.54)的其他两个特殊情况也比

较感兴趣。思考下列条件成立的情况:

r1=r2 (5A.58)
及

s11+s21=1. (5A.59)
当这两种特殊情况其中之一成立时,就能得

到Q=(r1r2)
1
2,即两个相对值的几何平均。第一

个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从之前得到的

两个国家的N 规格品结果之中就已经能够找到线

索。第二个结果更为有趣。当式 (5A.59)成立,
从而两个国家在规格品1上面的支出份额之和等于

1,那么这两个国家在规格品2上面的支出份额之

和也等于1,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s21+s22=1同

样成立,且IDB数量指数就等于两个国家的相对

值的几何平均 (r1r2)
1
270。

下一节我们将围绕IDB多边比较方法的公理

特性与检验性质展开讨论。

5A.4 IDB多边比较方法的公理特性

已知在本章正文第5.4节中所列出的多边比较

方法相关的11个检验或公理。我们可通过以下结

论对IDB系统的公理特性进行归纳总结。
命题1:假设国家价格与数量数据P,Q 均满

足假设1与假设2的情况,且至少满足条件1或条

件2。那么该IDB多边比较方法就只会与正文5.4
节中所列的11个检验中的检验9与检验10不符。

证明:对任意一个IDB方程式的表达式的解,
其存在性与唯一性均在第5A.2节中进行了讨论。
下列数据中包含的IDB份额函数Sk (P,Q)的

连续性 (且其中一次为连续可微性),通过修正

Bacharach(1970,第67-68页)中的论据,于方

程组 (5A.6)与 (5A.7)
 

(再加标准化)之中运用

隐函数定理。这样一来,就可使检验 T1得以

建立。
检验T2以及检验T4-T8的证明即采用直接代

入方程式 (5A.10)的方式。
T3的证明是通过设定π=p 之后证明该情况

下对π的选择满足式 (5A.12)。一旦确定π为p,
我们就可以确定Qk 为πq (k=1,…,K),最后

就可通过运用式 (5A.15)来确定份额函数。
我们可以运用第5A.3.4节中得到的结果证明

单调性检验T9为检验失败。
IDB系统的 “平民”特性 (各个国家的份额在

形成基准价格π 的过程中待遇平等)导致了T10
检验的失败71。

正文表明了IDB法满足检验T11,即可加性

检验。
证明完毕。

5A.5 IDB多边比较方法的经济特性

双边指数理论的一个经济学方法最先由Diew-
ert(1976)提出并由 Diewert(1999,第20-23
页)进一步归纳为多边指数。本节会对该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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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中的IDB系统进行检查。
对多边指数的经济学方法的基本假设为:k国

的数量向量qk 为下列k国的效用最大化问题的解:
max
q

f(q):pkq=pkqk  =uk=Qk

(5A.60)
其中uk=f(qk)为k国的效用水平,也可将

该效用水平理解为该国的物量Qk,而pk≫0N 为

k国 (k=1,…,K72)普遍的产量正价格向量,f
为线性单调递增聚合凹函数,且已设各国的该函

数均为相同。该聚合函数具备一个对偶单位成本

或支出函数c (p),且已将该函数定义为当购买者

面对正规格品价格向量p 时,为达到单位物量水

平所必须的最小成本或支出73。由于已设k国的购

买者面对的价格pk≫0N,因此下列方程式可

成立:
c(pk)=min

q
{pkq:f(q)≥1}≡Pk;k=1,…,K

(5A.61)
其中Pk 为当k国购买者面对价格pk 时,为

达到单位效用或物量水平所必需的 (未观察到的)
最小支出。而同样可以将pk 理解为k 国的总量

PPP。可以从假设 (5A.60)中看出的是74,k 国

的价格与数量向量pk 以及qk 满足:

pkq=c(pk)f(qk)=Pkuk=PkQk;k=1,…,K
(5A.62)

为继续推进,我们假设下列两种条件之一或

两个条件同时成立:效用函数f (q)中q的各单

元曾为连续可微或是单位成本函数c (p)中p 的

各分量曾一度为连续可微。
在当f设为可微的情况下,式 (5A.60)中效

用最大化问题的第一顺序必要条件,加上f 的线

性单调性,就能够说明k国价格向量与数量向量

pk 与qk,与式 (5A.64)中所定义的该国单位支

出ek 之间存在下述关系75:

pk=

Δ

f(qk)pk;k=1,…,K (5A.63)
其中

Δ

f(qk)表示f函数中q的各分量根据k
国数量向量qk 所估计的第一顺序偏导数向量。

在当c(p)为可微的情况下,Shephard’s
 

Lemma就意味着下列方程式成立:

qk=

Δ

c(pk)uk=

Δ

c(pk)Qk;k=1,…,K
(5A.64)

其中uk=f(qk)=Qk 表示k国的效用水平k,Δ

c (pk)表明了单位成本函数c中k国价格向量

pk 所估计p的各分量的第一顺序偏导数向量。
当f(q)或c(p)可微时,由于这两个函数都

已设为具有线性齐次性,因此Euler的齐次函数定

理就说明了下列关系成立:

f(qk)=

Δ

f(qk)qk=∑
N

n=1

∂f(qk)
∂qn




 




qk
n;k=1,…,K

(5A.65)
与

c(pk)=

Δ

c(pk)pk=∑
N

n=1

∂c(pk)
∂qn




 


 ;k=1,…,K

(5A.66)
已知k 国在规格品n 上的支出份额为sk

n

≡
pk

nqk
n

pkqk

在f(q)可微的情况下,将式 (5A.63)及式

(5A.65)代入这些份额就可推导出:

sk
n=

qk
nfn(qk)

f(qk)
;n=1,…,N;k=1,…K

(5A.67)

其中fn(qk)=∂f
(qk)
∂qn

。在c(p)可微的情

况下,将式 (5A0.64)及式 (5A0.66)代入支出

份额sk
n 就可推导出:

sk
n=

pk
ncn(pk)

c(pk)
;n=1,…,N;k=1,…K

(5A.68)

其中cn (pk)=∂c
(pk)

∂pn
。至此所有的初始步

骤都已设立完毕,因此是时候尝试确定出哪些偏

好类 别 (即 f 或c 的 可 微 函 数 形 式)与 式

(5A.10)中的IDB系统相符。
作为开始,我们来思考一个可微效用函数f

(q),该函数为正递增齐次线性凹函数,且q≫
0N76。设qk≫0N,Qk=f(qk)(k=1,…,K),
并将 这 些 方 程 式 以 及 式 (5A.67)代 入 式

(5A.10)中。从而f必然满足下列k函数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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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1

q1nfn(q1)

f(q1)





 




 +…+

qk
nfn(qk)

f(qk)





 




  qk

n

f(qk)




 






q1n
f(q1)




 




 +…+

qk
n

f(qk)




 




  

=1;

k=1,…K (5A.59)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k 方程组中包含的所

有项除了k方程中间的
qk

n

f (qk)
之外在每个方程中

都相同。设f(q)为q的线性函数,从而

f(q)=f(q1,…qn)=a1q1+…+aNqN;
a1>0,…,aN>0 (5A.70)

我们可直接检验式 (5A.70)中定义的线性函

数f (q)满足对f的保留假设,也满足函数方程

体系 (5A.69)。因此,可推导出IDB系统与线性

偏好相符。
接下来思考这样一种情况:可微单位成本函

数c (p)为正递增线性齐次凹函数且p≫0N。设

pk≫0N,Pk=c (pk)(k=1,…,K),并将这些

方程式以及式 (5A.64)代入式 (5A.10)中。从

而c必然满足下列k函数方程式:

∑
N

n=1

p1ncn(p1)

c(p1)




 




 +…+

pk
ncn(pk)

c(pk)




 




  cn(pk)

cn(p1)+…+cn(pK)  
=1;

k=1,…K (5A.71)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K 方程组中包含的所

有项除了k方程中间的偏导数cn (pK)之外在每个

方程中都相同。设c (q)为p的线性函数,从而

c(p)=c(p1,…pn)=b1y1+…+bNyN;
b1>0,…,bN >0 (5A.72)

可直接验证式 (5A.72)中定义的线性函数

c(q)满足对c的保留假设,也满足函数方程体系

(5A.71)。
因此,可推导出IDB多边比较方法与Leontief

(无解)偏好相符。
在这些计算表中,IDB多边比较方法与显示规

格品之间完全可替代性的偏好 (线性效用函数的

情况下)相符,且当价格变动时,也与显示无替

代行为的偏好相符 (Leontief偏好中,单位成本函

数为线性的情况下)。结果是,当国家数量大于或

等于3时,只有这些 (可微)偏好与IDB系统相

符,这点可体现在下面的结果中。

命题2:当国家数量大于2时,由式 (5A.73)
定义的线性效用函数就成为唯一与IDB方程式

(5A.69)相符的常规可微效 用 函 数,且 与 式

(5A.72)定义的线性单位成本函数成对偶关系的

偏好就成为唯一与IDB方程式 (5A.71)相符的可

微对偶偏好。
证明:设K≥3且qk≫0N (k=1,…,K)。

式 (5A.69)中的前两个方程式则可重写为:

∑
N

n=1

q1nfn(q1)

f(q1)




 




 +…+

qknfn(qk)

f(qk)





 




  

[q2n-q1n]

q1n
f(q1)

+…+
qK

n

f(qK)





 






















 (5A.73)

n固定不变,且设q1 与q2 的分量满足下列

条件:

q2n≠q1n;q2i≠q1iI≠n (5A.74)
当假设 (5A.74)成立时,观察式 (5A.73)。

由于公式的左边部分独立于q3 的分量,因此式

(5A.73)的右边就必须同样独立于q3。f 的线性

齐次性足以说明对任意q3≫0N 来说,f (q3)必

然为常量,也就是说,对任意q≫0n,fn (q)均

等于常量an,且该常量在我们对f 的正则条件下

必然为正。该证明在n=1,…,N 的情况下同样

成立。至此就完成了对命题第一部分的证明。设

K>3且pk≫0N (k=1,…,K),则方程式

(5A.71)就可重写为如下形式:

∑
N

n=1
ρn(p1,…pK)cn(pk)=1;k=1,…K

(5A.75)
其中,对于n=1,…,N,将式 (5A.75)

中的系数pn (p1,…,pK)定义为:

ρn(p1,…pK)=

p1ncn(p1)

c(p1)





 




 +…+

pk
ncn(pk)

c(pk)





 




  

{cn(p1)+…+cn(pK)}
(5A.76)

将式 (5A.75)中的前两个方程式互减,就可

得到:

∑
N

n=1
ρn(p1,…pK)cn(p2)-cn(p1)  =0

(5A.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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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定义向量ρn(p1,…pK)≡ [ρ1(p1,…,

pK),…,ρN(p1,…pK)]。由于K≥3,因此式

(5A.76)中的界限就可说明,p3的分量是可变的

(余下的其他价格向量保持不变),从而可以发现

N 为线性独立的ρ(p1,…,pK)向量。将这些线

性独立向量代入式 (5A.77),即说明:

Δ

c(p2)=

Δ

c(p1) (5A.78)
由于式 (5A.78)对所有为正的p1及p2均成

立,因此c (p)的偏导数就为常量,至此该命题

证明完毕。
证明完毕。
因此,IDB多边比较方法拥有与GK系统相同

的缺陷77。这两个加法系统中没有一个与能够运用

灵活的函数形式体现消费者偏好的经济学方法保

持一致,而GEKS系统则能够与灵活的函数形式

可体现的偏好保持一致78。

尾注

1.笔者非常感激 Yuri
 

Dikhanov、D.S.Prasada
 

Rao、

Sergey
 

Sergeev和Frederic
 

A.Vogel提供的宝贵意见。

2.欲 了 解 其 他 方 法,请 参 阅 Rao (1990)、Balk
(1996;2009,第232—260页)、R.J.Hill(1997,1999a,

1999b,2001,2004,2009)和Diewert(1999)。

3.2005年轮ICP的五个地理区域包括非洲、亚太地

区、独联体 (CIS)、南美洲和西亚。欧盟统计局—OECD
成员国则构成第六个区域。

4.
 

Iklé(1972,第203页)提出了这种方法的方程组,
虽然比较晦涩难懂,但为两国比较情形下方程组之解的存

在性提供了证据。Dikhanov(1994,第6-9页)则采用了

更为简明的公式 (5.13)和 (5.14),本章稍后将进行论

述。他还阐述了这种方法相比GK法的优点,并以一系列

运算对该方法进行了说明。Balk(1996,第207—208页)
使用了Dikhanov提出的计算公式,并证明存在针对任意数

量国家的解法。van
 

Ijzeren (1983,第42页)也采用了

Iklé提出的公式,证明了两国比较情况下的解法是存在的。

5.这些方法还可用于地区间的比较,详见第6章。

6.
 

费雪 (1922,第272-274页)在其探讨挪威、埃及

和格鲁吉亚价格比较的文章中,接近引入了该方法。

Kravis、Heston与Summers(1982,第104-111页)运用

不同的相同度指标将国家划分为不同组别,与后来Hill提

出的最小间隔树法已颇为接近。

7.注意,支出ekn 是来自k国基准年的国民经济核算

数据,指规格品类别n的总支出,即,这些支出数据并非

人均支出水平。

8.国民收入核算人员一般会区分 “数量 (quantity)”
和 “物量 (volume)”。物量是指一组实际数量的合计值。
因为各基本规格品类别的国家支出为多种规格品的汇总。
因此将qk

n 视为物量而非数量较为合适。与qk
n 对应的价格

水平pk
n 则称之为基本分类PPP。

9.注:如果x=[x1…,xN]是一个N 维行向量,则

xT表示将向量x 转置且为具有相同成分的N 维列向量。
因此,pk 为N 维列向量。

10.注:pq≡∑
N

n=1
pnqn 表示向量p 和q 之间的向量

内积。

11.将k国在规格品组n上的支出定义为sk
n≡

pk
nqk

n

pkqk,

其中n=1,…,N,则j国与k国之间的拉氏价格指数可

记作下列支出份额形式:PL(pk,pj,qk,qj)≡pjqk

pkqk =

∑
N

n=1

pj
nqk

n

pkqk  = ∑
N

n=1

pj
n

pk
n  pk

nqk
n

pkqk = ∑
N

n=1

pj
n

pk
n  skn ,其 中

∑
N

n=1

pj
n

pk
n  skn ,为价比

pj
n

pk
n

以k 国支出份额加权的算术平

均值。

12.将j国在规格品组n 上的支出份额定义为sj
n≡

pj
nqj

n

pjqj
,其中n=1,…,N,则j国和k国之间的帕氏价格

指数可记作下列支出份额形式:PP(pk,pj,qk,qj)≡

pjqj

pkqj = ∑
N

n=1

pk
nqj

n

pjqj  



 




 -1

= ∑
N

n=1

pj
n

pk
n  -1 pj

nqj
n

pjqj  



 



 -1

=

∑
N

n=1

pj
n

pk
n  -1

sjn




 




 -1

其为价比
pj

n

pk
n

以j国支出份额加权的调和平均值。采用

上述用于拉氏和帕氏价格指数的公式,可以看出费雪价格

指数亦可写作支出份额和价比的关系式。

13.欲查阅关于费雪指数公理论证的文献,请参见

Balk(2008,第91—97页)。

14.见 《消费价格指数手册》 (Consumer
 

Price
 

Index
 

Manual)(国际劳工组织等,2004年)第15、16和17章。

15.欲了解GEKS法PPP和相对物量的其他方法,请

参阅Balk(1996)、Diewert(1999,第34-37页)和本章第

5.5节的内容。

16.本节所介绍的所有多边比较方法皆适用于15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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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分类的子合计,也即是说,不必计算出全部155个规

格品组的合计价格与物量比较,而可以只选择将食品类别

纳入N 类规格品清单,并运用多边比较方法来比较区域内

各国的合计食品消费。

17.相加多边比较体系有时具有矩阵一致性的特性。

18.Hill(1997)与Dikhanov(1994,第5页)曾指出

这一点。

19.IDB方 法 的 特 殊 之 处 在 于,式 (5.16)与 式

(5.14)是相等的。因此,不必使用式 (5.13)和 (5.14)
中的调和平均值,只需采用一般平均值即可,如r阶的平

均值,即式 (5.13)可以用πn =
∑
K

k=1
skn

pk
n

Pk




 



 r

∑
K

j=1
sj
n



















1
r

来代

替,式 (5.14)可以用Pk = ∑
N

n=1
skn

pk
n

πn  
r

  
1
r

来代替,

其中r≠0。但是,仅在r=-1时,第二组公式才可简化为

式 (5.16),这体现了这种方法的可加性。

20.Balk的公理体系与Diewert所提出的公理有所不

同,因为Balk还另将一组国家权数纳入了Diewert的公理

之中。鉴于很难精确确定国家权数,在此并不介绍Balk的

示例。欲了解多边指数公理化方法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Balk(2008,第232-260页)。

21.在此省略了Diewert对汇总的双边一致性检验,因

为该检验取决于选择一个 “最优”双边物量指数,而对于

何为 “最优”函数形式可能无法达成一致 (Diewert,

1999,第18页)。本章第5.5节论述了他关于多边体系与

指数理论经济计量方法之一致性的最终定理。

22.Balk(1996,第212页)也运用了他自己的公理化

体系对这两种方法 (以及其他多边比较方法)的效果进行

了比较。

23.当满足检验10时,大国在决定国际基准价格方面

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与构造出按规格品进行的国民经济

核算时国内价格相对区域价格的一个特性类似,即:某规

格品的国内价格为该国各地区规格品的单位价格。因此,
相比小规模地区,最终需求较大的大规模地区在决定国内

价格向量方面有着更大的影响力。

24.该方法的先驱为Konüs与Konüs(1926)。

25.Diewert(1974,第113页)将该类函数式称为灵

活函数。

26.Diewert(1976,第117页)提出了这一概念及其

定义。

27.根据Diewert(1999,第50页),表5.1:
解释了格申科龙效应:在消费理论中,对于价格向量

偏离可加性方法中使用的 “国际”或世界平均价格较远的

国家,其数量份额上偏……可以看出,这些偏差仅为消费

价格理论常遇到的替代性偏差对应的数量指数替代性偏差。
但是,在多边情形下,这些偏差比在跨时期背景下要大得

多,因为相对价格与数量在多边比较中更为多变。根本问

题……是寻求一种具有良好经济特性 (即不具有替代偏差)
的可加性多边比较方法的尝试注定会失败:线性函数无法

充分逼近非线性偏好与生产函数。换句话说,如果技术与

偏好总是线性的,那就不存在指数问题,而论述这一主题

的大量论文专著则完全是多此一举了!

28.依赖于对各国偏好进行经济计量测算的方法或许

并不适用于ICP,因为要测算155个规格品类别的不同偏

好非常困难。

29.经济计量方法的一个局限在于其不可用性 (并非

不可能,只是极其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测算12,

000个参数)。

30.请注意,如果多边比较中的所有国家皆有成比例

的 “价格”向量,那么任意两国j国相对i国的GEKS法

相对物量
Sj

Si
只是两国之间的费雪理想物量指数,而该指数

又等于两国的帕氏与拉氏物量指数
piqj

piqi
和
pjqj

pjqi
。而如果将

国际价格π的一个向量作为任何国家的价格向量之一,那

么Sj

Si=
πqj

πqi=
Qj

Qi。因此,在各国价格成比例的假设前提

下,国家的实际支出水平Qk 与πqk 成比例,且GEKS多

边比较方法可被视为一种可加性方法。

31. 此 链 接 法 由 R.J.Hill(1999a,1999b,2004,

2009)提出。

32.或许国际比较中的MST法更形象的叫法为相似链

接法 (similarity
 

linking
 

method)和最小间隔树法 (spatial
 

chaining
 

method)。

33.Deaton(2010,第33-34页)曾指出GEKS法存在

下面这个问题。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A国在规格品1
上的支出份额非常小,而B国则非常大。再假设A国规格

品1的价格与B国规格品1的价格非常相关。然后再看A、

B两国之间的Tornqvist价格指数。如果规格品1在A国的

价格相对于其在B国的价格较高,或者规格品1在B国的

支出份额较大,那么A国的整体价格水平都将被放大。因

为Tornqvist价格指数通常逼近相应的费雪指数,故最终会

夸大该规格品在A国的价格水平 (相对于B国)。但可通

过对具有相似价格与数量结构的国家进行空间链接来减轻

这一问题。

34.关于差异性指标及其特性的详细论述,参见Diew-
ert(2009)。

35.Kravis、Heston与Summers(1982,第105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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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过一个建立在两国价格或PPP向量的加权相关系数之上

的相似性指标。但是,他们的这一指标并非 “纯”双边相

似性指标,因为其权数取决于全部被比较国家的数据。

36.如果价格pk
n 等于零,那么假定相应的数量亦

为零。

37.Diewert(2009)并未解决零价格问题,但是要使

用真实数据应用他提出的相对价格结构差异性指标,是一

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对所消费规格品各异的国家进行

比较存在各种困难,欲了解额外详情,请参见Deaton与

Heston(2010)和Diewert(2010)。

38.更多示例见第6章。

39.如果两个价格皆为零,那么仅需略去式 (5.20)
右边总和中的第n项即可。

40.但是,不稳定链接的证据来自使用帕氏与拉氏指

数差异性指标的最小间隔树法结果。根据Rao、Shankar与

Hajarghasht(2010)的最新研究结果,如果在最小间隔树

算法中使用更优的差异性指标,如式 (5.19)和式 (5.20)
所设定的指标,而不采用式 (5.18)的PLS指标,那么这

种不稳定性或可降低。

41.由于费雪基准法平价并不全都相等,必须清楚,

GEKS法平价只是 “真实”平价的近似值。因此,不难预

料,使用经济学方法计算出的Q2

Q1
平价在5-9之间,Q

3

Q1
平

价在50-90之间。但是,有一点须注意,IDB法物量比偏

离甚远,并不在上述三个区间内,Q2

QY1
的GK法物量比也

不在上述区间。

42.对于前一节所介绍的三种差异性指标的最小间隔

树法结果,见式 (5.18)、(5.19)和 (5.20)。

43.要实现收敛仅需五次迭代。

44.因为该算例中的所有价格与数量皆为正,可使用

正文中介绍的式 (5.13)与 (5.14),代替附录中更具稳健

性 (零项)的公式 (5A.3)与 (5A.4)。需要八次迭代运

算才能收敛。

45.欲了解在仅比较两个国家或两个观察值的情况下

的可加性最高级指数示例,请参见Diewert(1996,第246
页)。

46.但是,第6章的第二个示例表明,IDB法平价可能

并不始终比GK平价更接近GEKS法平价。

47.虽然Balk(1996,第207-208页)已在大量已出版

论著中针对IDB系统的属性进行了讨论分析,但是他仅考

虑了所有国家中所有规格品价格与数量为正的情况,却并

未讨论该方法的经济学属性。

48.Balk在其提供的大量证明中均假设所有的价格与

数量全部严格为正 (Balk,1996,第208页)。

49.在所有价格pk
n 均为正的情况中,式 (5A.1)与

Balk的公式 (38a)等同,且式 (5A.2)与Balk的公式

(38b)等同 (Balk,1996,第207页)。

50.在所有价格与数量均为正的情况中,式 (5.13)
与式 (5.14)首次提供了表达式。

51.注:在检查矩阵方程式的时候,我们将向量π以

及P 作为列向量,而用πT 和PT 来表示对其行向量的

移项。

52.很明显,当正向量π与p 满足式 (5A.6)以及式

(5A.7)时,λπ以及λ-1P 同样满足这些公式,且其中λ为

任意正纯量。Dikhanov(1997,第12-13页)使用了另外

一种方法,同样提出了该解集要达到存在性与唯一性需要

满足的条件。

53.Bacharach(1970,第46页)将这种解法成为双比

例程序。他提出了该双比例程序实现其存在性与唯一性,
即为实现该过程的趋同所需要满足的条件 (Bacharach,

1970,第46-59页)。我们在每次对该双比例程序进行迭代

时,均可进行标准化,如P1=1或π1=1,也可在实现趋

同之后的最后阶段进行标准化。

54.可证明:当满足式 (5A.8)以及式 (5A.9)中的

N+K-1时,同样也会满足余下的公式。该结论可利用式

(5A.10)来进行推导。

55.当Diewert(1999,第79页)
 

(详见第7节),即在

数例的数据上使用该方法的时候,发现趋同过程非常缓慢。
而运用A.1.1节中描述的迭代法则可显著提高趋同速度。

56.将式 (5A.15)左右都除以K 意味着对于每个规

格品组来说,用IDB国际价格计算得出的平均 (国家间)
支出份额,等于其对应的用各国国内普遍价格计算得出的

平均支出份额。

57.一旦任意一个IDB方程式的表达式得出任何一个

为正的解,且该解的存在性与唯一性已推导完毕,就可使

用假设1、2直接表达另一IDP公式的正唯一解。

58.式 (5A.19)说明了,Q 仅由两个N 维向量的分

量r和s1+s2所决定。

59.这一负的齐次结果同样适用于Tornqvist
 

Theil双

边指数公式Qt———详见Diewert(1992,第221页)。Qt

的算法为Qr =∑
N

n=1

1
2  s1n+s2n  lnrn。

60.从式 (5A.19)中,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QIDB
(p1,p2,q1,q2)满足下列4个齐次性检验:QIDB (p1,

p2,q1,q2)=λQIDB (p1,p2,q1,q2),QIDB (p1,

p2,λq1,q2)=λ-1QIDB (p1,p2,q1,q2),QIDB
(λp1,p2,q1,q2)=QIDB (p1,p2,q1,q2),以及

QIDB (p1,λp2,q1,q2)=QIDB (p1,p2,q1,q2),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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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检验 中 均 为λ>0。我 们 可 运 用 式 (5A.17)或 式

(5A.19)来说明:QIDB (p1,p2,q1,q2)满足Diewert
针对双边数量指数提出的13个检验中的前11个检验,而

仅未通过对q1 与q2 分量的齐次性检验 (Diewert,1999,
第36页)。因此,可见IDB双边物量指数具备较为良好的

公理性质。

61.欲 知 这 些 双 边 检 验 的 历 史,请 参 见 Diewert
(1992)。

62.当将QIDBW 和
 

Qt (r)作为相对值向量的函数时,
可直接说明QIDBW 以第二顺序围绕点r=1N 趋近QT (r)。

63.必须将价格与物量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Diew-
ert检验指的是物量指数 (Diewert,1999,第36页),而目

前我们考虑的是价格指数。

64.包含pn 倒数的表达式要求q2严格为正 (再加上

假设y1严格为正)。而式 (5A.32)与式 (5A.34)仅要求

y1严格为正。

65.式 (5A.19)说明了,Q 仅由两个N 维向量的分

量r和s1+s2所决定。

66.注意s1满足不等式0<s1<K。

67.因而式 (5A.45)的π2 解仅由国家数量相对数的

向量R,以及k个国家在规格品1上的支出份额总和sk
1决

定。或者,π2由K 维向量R 以及各国规格品份额向量总

和,s1+…+sK 决定,该向量在当前N=2的情况下同时

还是一个二维向量。

68.可以验证的是当0<s1<K 时,则
s1
K  

-1
>1。当

R≫0K 时,式 (5A.49)中包含的界限为正。在R>0K 的

情况下,下限依然成立,但上限则变成了正无穷。

69.我们可通过该方程式证明:QIDB (p1,p2,q1,

q2)并不一定呈q1分量的单调递增,也不一定呈q1组成

单元的单调递减。

70.在上述情况之下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两个国家

内所有的价格与数量都为正,因为已设yl严格为正且y2

为非负非零,即:q1≫02,q2>02。

71.Diewert(1999,第27页)证明了GK系统满足除

单调性检验T8以及单调性检验T9之外11项检验的所有

条件。GK系统是一种 “财力”法,因为这种方法之下,
实力比较雄厚的国家在决定国际价格向量π的时候具有更

大的影响力。

72.本节中假设所有国家的规格品价格以及数量都为

正,从而pk≫0N 且qk≫0N (式中k=1,…,K)。

73.单位成本函数c (p)为p 的线性单调递增凹函

数,其中p≫0n。

74.更多有关对偶理论及单位成本函数的材料请参见

Diewert(1974)。

75.更多有关这些方程式导数的详细内容请参见Diew-
ert(1999,第21页)。

76.当c的函数满足这些正则性条件时,则判定这些

函数为正则函数。

77.Diewert(1999,第27页)证明:当K 大于或等于

3时,GK系统仅与线性函数或Leontief聚合函数一致。

78.对具有良好经济特性的多边比较方法,即:将最

大化消费者行为与灵活函数形式所代表的倾向统一起来的

方法的详细说明,请参见Diewert(1999,第46页)。灵活

函数形式的定义以及经济法角度的指数理论的概念,请参

见Diewert(1976)。除GEKS系统之外,由 Own
 

Share、

MTS以及van
 

Ijzeren(1983)提出的加权与未加权平衡表

法均具备良好的经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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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基本分类以上层级的汇总方法: 链接各个区域
W.Erwin

 

Diewert

  本章讨论在保留各区域各国相对物量的前提

条件下将国际比较项目中五大区域1以及欧盟统计

局—OECD
 

国际比较项目参与国链接一起的几种

方法。2

与前几轮相比,2005年轮ICP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不同:
• 六大区域都编制了各自的区域代表性规格

品清单,每项规格品都按各区域各国在基准年的

价格进行采价,而在前几轮的国际比较项目中,
各区域各国均采用的是统一的规格品清单。

• 每个区域均允许使用其偏好的多边比较方

法进行区域内比较。六大区域中有五个区域选择

使用 Gini-Élteto-Koves-Szulc(GEKS)法,而非

洲地区选择使用具备可加性的方法Iklé-Dikhanov-
Balk(IDB)法。3

• 每个区域还允许采用有细微差别的方法计

算本 区 域 内 各 个 国 家 的 基 本 分 类 PPP (BH
 

PPPs)。4

• 为了将各区域链接一起,还编制了一份单

独的规格品清单,每项规格品都按18个 “环”国

家 (由每个区域两个以上代表国家组成)的规格

品价格进行采价。5这一套涵盖各区域的额外规格

品价格清单将各区域的155项基本分类PPP链接

一起。
• 在2005年轮ICP的最后汇总阶段 (本章

的主题),六大区域内各国的物量水平将通过链接

方法进行链接,并可得出各个国家一整套的146项

汇总PPP以及相对物量。
本流程的最后阶段涉及将各个区域链接一起。

实践证明,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2005年

轮ICP中的各个区域都希望最后的链接程序能够

使本区域内各国的相对物量保持不变,也就是说,
他们希望通过附加不变性约束而将区域PPP链接

一起,形成一套全球PPP。

在保留区域内PPP不变的情况下,将各区域

链接一起的相关问题并不是2005年轮ICP才遇到

的新问题,Kravis、Heston以及Summers(1982,
117-23)和Heston(1986)在许多年前就探讨过

此问题。
Diewert(2004,46-47)在2005年轮ICP中

曾提出将各区域链接的一套方法,即在保留各区

域内各国的物量总量的前提下将各个区域链接起

来,以确保在进行国际比较时以统一的方式对所

有国家进行物量比较,也就是说,他建议的区域

间链接法符合不变性约束。该方法的基本思路如

下:一旦确定了一个区域内各国各基本分类的支

出及相应的155项基本分类PPP,就可用以本地货

币计价的基本分类支出除以相应的PPP,求得以

统一的可比单位计量的基本分类物量水平。然后,
将该区域所有国家的这些数量 (或宽泛来说,物

量)汇总,即可算出各区域内每一项基本分类的

总物量或 “数量”。然后,为每个区域选定适当的

基本分类价格,就可以通过诸如GEKS法 (参见

第5章)的多边比较方法将这些区域的基本分类

“价格”及 “物量”链接起来。6一旦通过选定的多

边比较方法确定了各区域实际支出在全球总支出

中的占比后,就可以将它们与各区域中每个国家

在区域内实际支出中的占比相结合,最终计算每

个国家在世界实际支出中的占比。注意,此方法

不会改变由每个区域单独确定的各国在区域支出

中的占比。并且,此方法与国民经济核算人员通

过汇总各季度数据确定国家年度实际产出的方式

类似。
该类区域链接方法的难点在于如何准确选择

区域基本分类 “价格”。选择这些区域 “价格”或

PPP向量时,应确保各国 (各区域)的相对物量

水平不受基准区域及各区域内基准国选择的影响。
本章第6.1节将探讨确定区域基本分类价格的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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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方案。方案1确定的相对物量不受基准区域和

各区域内基准国选择的影响,但需要用到国家汇

率,所以不是理想的方法。方案2虽不涉及汇率,
但却受区域内基准国选择的影响,因此也不是理

想的方法。7方案3是由Sergeev(2009b)提出的,
其确定的相对物量不受基准区域及各区域内基准

国选择的影响,并且采用此方法将各区域链接起

来时也不需要用汇率。
上述所提到的区域链接方法的所有方法变形

均基于以下两个重要的区域内特性: (1)汇总各

区域内所有国家物量,按支出法计算区域内各基

本分类的总物量值; (2)采用一套单独的基本分

类参考PPP或价格用于汇总计算上述得到的各区

域的基本分类物量值。
如前所述,第一大特性与 《国民核算体系》

中的做法类似,即通过汇总季度或月度物量,按

支出类别确定年度总量。因此,该链接方法在这

一方面并无太大问题。然而,在国民经济核算情

况下,一年内每季度的价格结构趋于相同。因此,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规格品的年度价格通常取年

度单位价值。也就是说,将规格品的季度总支出

或收入相加,然后除以当年使用或生产的总量得

出的数值即为年度单位价值 (用作该规格品的年

度单位价格)。8在跨时间汇总时,利用规格品的年

度单位价格通常不是问题,因为规格品在一年内

的价格变化幅度通常并不大。
然而,当在一个区域内各国家间进行规格品

数量汇总时,规格品的价格差异非常大。而且一

般而言,并没有一个规格品价格向量可以代表区

域内各个国家的规格品价格结构。可以看出,通

过汇总区域内各国的数量向量进而计算区域物量

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可加性方法,因此这种方

法将受到替代偏差的影响。9 基于此,2011年轮

ICP应该考虑其他的区域链接方法,但同时仍需保

持区域内PPP比较结果。
本章第6.2、6.3、6.4节将讨论链接区域的其

他方法。第6.2节将介绍第一种在保留区域内PPP
情况下构建区域间PPP的备选方法,详细参见

Heston(1986,3)以及Dikhanov(2007)。当对

所有国家进行统一比较时,Heston建议使用

Geary-Khamis(GK)法,而Dikhanov建议使用

GEKS法。GEKS法可以得出每个国家在世界实际

支出中的占比,然后将区域内各国的占比相加,
即可得出该区域的占比。通过区域间物量占比以

及各区域内各国的物量的占比 (由各区域独立确

定),将 会 最 终 得 到 一 组 满 足 不 变 性 的 区 域

内PPP。
第6.3节将讨论另外一种链接方法,它是6.2

节中所用到的方法的一种变形。我们可以采用

Robert
 

J.Hill提出的最小间隔树 (MST)法 (或
称为相似链接方法、空间链接方法)演算得出每

个国家的产出在世界总产出中的占比,而不再依

赖GEKS法计算得出各国在ICP中的占比。10正如

第5章所述,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所有国家通过

一系列双边比较链接一起,即通过链式结构和双

边比较将价格结构最相似的国家进行链接从而进

行总体比较。
第6.4节将讨论另一种链接不同区域的 “新”

方法,同时兼顾区域内PPP。11 第6.5节将利用

6.1至6.4节中讨论的各种方法,通过一组虚拟数

据测算区域PPP。第6.6节将通过1985年ICP报

告中的一组数据测算区域PPP,用以表明不同的

区域链接方法将得出十分不同的结果。
本章各种用于计算146个国家总量层级PPP

(涵盖155项基本分类规格品)的方法考虑了区域

内不变性的约束,也可用来计算155项基本分类中

部分基本分类的汇总PPP。比如,用来计算146个

国家的居民消费类PPP。

6.1 Diewert区域链接方法变形

首先,本节将在各区域内各自确定的PPP以

及相对物量的基础上,定义链接ICP所有区域所

需的各项基本数据。假设,共有R 个区域进行比

较,某区域r 内共有C (r)个国家 (r=1,2,
…,R)。2005年轮ICP中,R 等于6,每个区域

内国家数量不同。再假设共有N 组基本分类规格

品,国际比较项目中所有国家收集按本币计价的

这N 组基本分类规格品的支出数据。
在2005年轮ICP中,N 等于155。Ercn (以

区域r内国家c的货币计价)表示基准年规格品类

别n的支出,式中,r=1,…,R;c=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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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1,…,N。假设已收集这些国家的支出

数据。
另外,假设每个区域 (r)已计算得出本区域

内各国 (c)的每组基本分类规格品 (n)的购买

力平价 (αrcn)。其中,r=1,…,R;c=1,…,
C (r);n=1,…,N。假设每个区域内选择c=1
为基准国,则该基准国的PPP设为1,即:

αr1n=1;r=1,…,R;n=1,…,N. (6.1)
因此,当c≠1时,αrcn表示的是,r区域的基

准国一单位货币可以购买一篮子的第n个基本分类

的规格品,那么购买同样一篮子的上述规格品,
在r区域的c国则需要αrcn单位的该国货币。

另外,再假设区域执行机构已确定一组用于

区域间链接的购买力平价,βrn,该值将各区域内

基准国与基准区域内基准国链接一起。假设此时

基准区域为区域1,则有:

β1n=1;n=1,…,N. (6.2)
当r≠1时,βrn表示的是,在基准区域 (区域

1)中的基准国 (国家1)一单位货币可以购买一

篮子的规格品n,那么购买同样的一篮子规格品

n,在r区域的基准国则需要βrn单位的该国货币。
现在,将两组PPP相乘,即可得出一组全球

基本分类购买力平价γrcn:
γrcn=βrnαrcn;r=1,…,R;c=1,…,C(r);

n=1,…,N. (6.3)
因此,γrcn表示的是,基准区域 (区域1)的

基准国 (国家1)一单位货币可以购买一篮子的规

格品n,那么购买同样的一篮子规格品n,在r区

域的c国则需要γrcn单位的该国货币。
若改变基准区域,方程式 (6.3)定义的全球

基本分类购买力平价γrcn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假设用区域2代替区域1为基准区域,则先前定义

的βrn将由新的PPP替代。该新的PPP可表示为:

β*m≡
βrn

β2n
;r=1,…,R;n=1,…,N (6.4)

相应地,方程式 (6.3)定义的γrcn将由以下

新的全球基本分类PPP替代:

γ*rcn≡β*rnαrcn=
γrcn

β2n
;r=1,…,R;

c=1,…,C(r);n=1,…,N. (6.5)
因此,除方程式中的除数会随基本分类规格

品n变化外,第二组全球基本分类PPP与第一组

并无差异。由此看来,仅改变基准区域并不会改

变PPP,新的PPP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计量单位。
比如将使用基准区域 (区域1)基准国 (国家1,
美国)美元计价的第n个基本分类规格品的价格,
换成使用区域2中基准国所用的比索进行计量。

现在,假设改变区域内的基准国。如果区域1
之外的其他区域内的基准国发生变化,比如说,
区域2内的基准国由国家1变为国家2,那么全球

基本分类PPPs
 

γrcn 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方程式

γrcn=βrn arcn依然成立,只不过其中r=2。而区

域2的a2cn将被
α2cn
α22

替代,式中n=1,…,N;c

=1,…,C (2)。而Β2n将被β2na22n替代,式中

n=1,…,N。因此,无论r被赋予何值 (包括r
=2),推算出的新的γ*rcn都将等于旧的γrcn。

若保持区域不变,将基准国由国家1变为国家

2,则区域1的PPP相应变为
α1cn
α12n

,式中n=1,

…,N。相应地,区域间链接方法基本分类PPP

则为β2n
α12n

,式中n=1,…,N。此种情形下,全球

基本分类PPP可表示为:

γ*rcn=
γrcn

α12n
;r=1,…,R;c=1,…,C(r);

n=1,…,N. (6.6)
因此,除了除数会随基本分类规格品n 的改

变而改变外,改变基准区域内的基准国,不会改

变全球基本分类PPP。如此看来,仅改变基准区

域内的基准国并不会改变基本分类PPP,变化的

仅是新的基本分类PPP由不同的计量单位表示。
现回想,区域r内国家c基本分类规格品n的

支出为Ercn。式中,r=1,…,R;c=1,…,C
(r);n=1,…,N。利用该支出Ercn以及方程式

(6.3)定义的全球基本分类PPP,则区域r内国家

c的基本分类规格品n一致的 (所有国家的)物量

或推算数量Qrcn可表示为:

Qrcn≡
Ercn

γrcn
;r=1,…,R;c=1,…,C(r);

n=1,…,N. (6.7)
这些推算得到的数量或物量值统一用可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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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表示,可用于所有国家及区域间的横向比较。
因此可将某区域内所有国家的 “物量”汇总,得

出该区域的总物量Qrn,用于所有区域的横向比

较。因此,区域某类规格品的总物量可表示为:

Qrcn=∑
C(r)

c=1
Qrcn;r=1,…,R;n=1,…,N.

(6.8)
从而,利用Qrn可进一步得出区域物量或推算

数量:
Qr≡[Qr1,…,QrN];r=1,…,R. (6.9)

注意,若改变基准区域或区域内的基准国,
全球基本分类PPP也会发生一致性变动,此时区

域物量向量与最初由方程式 (6.7)至 (6.9)定

义的区域物量向量是相同的,只不过这些向量的

计量单位可能随基准区域或国家的改变而改变。
也就是说,改变基准区域或区域内基准国得出的

区域物量仍为Qr或Q*,Q*等于δ̂Qr。其中,̂δ
为对角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反映的是规格品类

别N 的计量单位的改变。
现在,需要将区域基本分类PPP或者 “价格”

Pr 与方程式 (6.9)定义的区域物量Qr 相匹配。
本章以下篇幅将依次讨论三种可能的方法。
方案1:转化为区域货币单位

本方案首先利用基准年市场汇率,将区域内

国家的各项基本分类规格品支出统一换算成以某

基准国货币为单位表示。然后,按方程式 (6.8)
定义的区域物量缩减区域规格品支出得到区域规

格品单位价格,以作为某类规格品的区域价格。
正如本章最开始部分指出,这与国民经济核算人

员通过各季度数据确定国家年度价格与物量的方

式类似。
假设,区域r中的国家c基准年汇率为εrc。

式中,r=1,…,R;c=1,…,C(r)。再假设每

个区域内国家1为基准国,则

εr1=1;r=1,…,R. (6.10)
当c≠1时,εrc 表示区域r内基准国1单位货

币与该区域国家c单位货币的汇率。利用该汇率表

达式Vrcn=εrcErcn,可将区域r内某国规格品类别

n的支出 (以该国货币计价)转换为用该区域统一

计量货币单位表示。如此,用区域统一货币汇总

区域r内各国基本分类规格品n的支出,可得到区

域总价值Vrn,可表示为:

Vrn≡∑
C(r)

c=1
εrcErcn;r=1,…,R;n=1,…,N.

(6.11)
利用方程式 (6.11)定义的区域价值除以方

程式 (6.8)定义的区域总物量Qrn,即可推算出

区域PPP或单位价格Prn:

Prn≡
Vrn

Qrn
;r=1,…,R;n=1,…,N.(6.12)

最后,利用Prn 即可推出区域单位价格向量:

Pr≡[Pr1,…,PrN];r=1,…,R. (6.13)
现在,若改变某区域内基准国或基准区域,

规格品类别n 的区域总支出Vrn 会发生怎样的变

化呢? 若改变基准区域,方程式 (6.11)定义的

区域支出无任何改变,因为不需要链接各区域的

区域汇率。然而,若改变区域r的基准国,则该区

域所有规格品的区域价值都将按比例发生变化。
亦即若区域r内的基准国由国家1变为国家2,则

新的市场汇率为ε
εrc

εr2
。式中,c=1,…,C (r)。

因此,区域r新的区域总价值可表示为:

V*rn=∑
C(r)

c=1

εrc

εr2





 




 Ercn=

Vrn

εr2
;n=1,…,N.

(6.14)
如此,区域r规格品类别N 新的区域总支出

V*
rcn等于先前的Vrn 乘以系数 1

εr2  。
上文详细阐述了如何利用区域单位价值法计

算区域价格和物量向量。利用多边指数法,将区

域价格和物量向量作为输入向量,即可将区域链

接一起。
现在,利用多边指数法 (参见第5章)将R

个区域链接一起。Diewert(1999)利用R区域的

权重函数进行定义,亦即定义一组世界产出或实

际支出份额s1 (P1,…,PR;
 

Q1,…,QR),
…,sr (P1,….,PR;

 

Q1,…,QR),其中sr
(P1,…,PR;

 

Q1,…,QR)为区域r的世界产

出权重。然后考虑这些多边体系的公理属性。接

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多边比较法的何种属性可以

确保计算的区域份额不受基准区域及各区域内基

准国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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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文讨论,利用多边比较方法时,必须

满足以下两个属性:
属性1:计量单位不变性

假设δn>
 

0,式中n=1,…,N,δ表示N
 

×
 

N 矩阵,其中δn 的因子沿主对角线分布。那

么,多边份额体系应有以下等式成立:
sr(̂δP1,…,̂δPR;̂δ-1Q1,…,̂δ-1QR)

=sr(P1,…,PR;Q1,…,QR);r=1,…,R.
(6.15)

属性2:区域价格向量零次齐次性

假设λ1 >
 

0,…,λr >
 

0,多边份额系统应有

以下等式成立:
sr(λ1P1,…,λRPR;Q1,…,QR)=sr(P1,…,PR;

Q1,…,QR);r=1,…,R. (6.16)
齐次性表明,相对区域价格而非绝对区域价

格将影响区域间物量的比较。
上述两种属性表明,利用之前定义的区域单

位价格和物量向量的多边比较方法可以推导出不

受基准区域和区域内基准国选择影响的区域份额。
GEKS多边比较方法满足上述两种属性 (参见

Diewert
 

1999,33)。
然而,该方法的缺陷在于需要利用市场汇率。

但实际操作时,由于汇率与相应的PPP差别很大,
因此在计算区域间PPP与相对物量时,最好避免

使用汇率。下文即将介绍的两种方法仍然采用方

程式 (6.8)定义的区域 “物量”向量Qr,但相应

的区域 “价格”向量Pr不会涉及汇率。
方案2:将区域计价单位作为区域价格权数

考虑到可以利用区域r国家1的PPP(相对于

基准区域基准国的PPPβrn)表示区域r规格品n的

价格,因此没有必要一定要通过汇率将区域支出

用某统一货币表示。也就是说,区域r内规格品n
的区域价格可表示为:

Prn≡βrn;r=1,…,R;n=1,…,N.(6.17)
然后,利用常规方法由方程式 (6.13)推导

出区域价格或PPP向量Pr。区域总物量向量Qr

可由方程式 (6.7)至 (6.9)推导出。这些方程

式均不涉及汇率。最后,将区域价格和物量向量

Pr、Qr 代入多边体系s1 (P1,…,PR;Q1,
…,QR),…,sR (P1,…,PR;Q1,…,QR)

计算得出 R个区域的份额函数,其中sr (P1,

…,PR;Q1,…,QR)是区域r占的世界产出

份额。
然而,正如Sergeev(2009b)指出的,本方

法受各区域基准国选择的影响,因此也不适合用

于2011年轮ICP。
方案3:将区域计量单位几何平均数作为区域价格

权数

Sergeev(2009b)提出了一个方案,该方案将

具有基国不变性,避免了方案2的缺陷。该方案将

利用某区域内所有国家PPP的几何平均数作为区

域价格。如此,方程式 (6.17)可重新表示为12:

Pm ≡∏
C(r)

c=1
γ

1
C(r)
rcn ; r=1,…,R;n=1,…,N.

(6.18)
然后,利用常规方法由方程式 (6.13)推导

出区域价格向量Pr。最后,将方程式 (6.9)定义

的区域 “价格”和 “物量”向量Pr、Qr,代入多

边体系s1 (P1,…,PR;
 

Q1,…,QR),…,sR

(P1,…,PR;
 

Q1,…,QR)计算得出R个区域

的份额函数,式中sr (P1,…,PR;
 

Q1,…,

QR)为区域r占的世界产出份额。若多边比较方

法满足属性1(计价单位不变性),那么得出的区

域份额不会随基准国和基准区域的改变而改变。
如前文所述,由于方案2缺乏计量单位不变

性,所以在编写2011年轮ICP报告时应舍弃该方

案。然而,同样有理由排除方案1和方案3,因为

本节讨论的所有方法均是利用一组共同价格汇总

某区域内的物量,即这两种方案均采用可加性的

模式。若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进行比较时,可加

性多边比较方法将易受替代偏差影响。13

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本文将讨论如何利用不

具有可加性的方法链接区域,以避免本节中讨论

的可加性方法的替代偏差影响。

6.2 全球比较GEKS法

现在,回想方程式 (6.7)定义的规格品n的

物量Qrcn,该值最终由在区域r中的国家c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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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规方式,利用方程式 (6.7)定义的Qrcn定义

区域r国家c的物量Qrc为:
Qrc≡[Qrc1,…,QrcN];r=1,…,R;c=1,…,C(r).

(6.19)
利用方程式 (6.3)定义的全球PPPγrcn,可

推导出与方程式 (6.19)定义的国家 “物量”向

量Qrc相应的国家 “价格”向量Prc。γrcn 为以区

域r国家c货币计价的规格品n的价格。该价格等

于基准区域 (区域1)基准国 (国家1)1单位货

币。因此,区域r国家c的基本分类价格向量Prc

可表示为:
Prc≡[γrc1,…,γrcN];r=1,…,R;C=1,…,C(r).

(6.20)
如此,可推算出ICP中所有C (1)+C (2)+

…+C (R)国家的 “价格”和 “物量”向量

(Prc,Qrc)。
此时,可以利用各种多边比较方法ICP中各

参与国的价格。其中一种兼具公理属性与经济属性

的方法为GEKS法。14该方法的具体算法如下:首

先,区域r国家c相对于区域s国家d的费雪物量

指数 (费雪,1922)可表示为15:

QF
rc
sd  ≡ Prc·QrcPsd·Qrc

Prc·QsdPsd·Qsd




 






1
2
;

r=1,…,R;c=1,…,C(r);
s=1,…,R;d=1,…,C(s) (6.21)

式中,Prc·Qrc ≡∑N
n=1PrcnQrcn 表示向量

Prc和Qrc的内积。
假设,基准国保持不变 (即一直将区域s的国

家d作为基准国)。再假设r=1,…,R;c=1,
…,C (r)。那么,方程式 (6.21)定义的费雪指

数可理解为ICP中各国rc相对于基准国sd 的物

量。然后再次利用基准国sd,就可进一步将这些

相对物量统一换算成一组世界产出份额。亦即将

sd作为 “基准”国,得出各国rc 的 “基准”份

额。16然后,通过所有可用的 “基准”,用GEKS
法算出所有国家PPP的几何平均数。这些相对

PPP的几何平均数可表示为:

Q(rc)≡ ∏
R

s=1
∏
C(s)

d=1
QF

rc
sd  



 




1
[C(1)+…+C(R)];

r=1,…,R;c=1,…,C(r). (6.22)

现在,将方程式 (6.22)中的相对PPP统一

换算成该国占世界产出的份额。因此,这些平价

的总和σ为:

σ≡∑
R

r=1
∑
C(r)

c=1
Q(rc). (6.23)

那么,利用GEKS法,区域r国家c占世界实

际支出的份额可由Q (rc)除以σ得到:

src≡
Q(rc)
σ

;r=1,…,R;c=1,…,C(r).

(6.24)
根据Heston (1986)及Dikhanov(2007)17,

可以汇总各区域内由方程式 (6.24)定义的各国

的世界实际支出份额,以得到GEKS法区域世界

产出份额:

Sr≡∑
C(r)

c=1
src;r=1,…,R. (6.25)

利用方程式 (6.25)定义的区域份额S1,
S2,…,SR 与各区域间的份额可计算各国的实际

规格品份额。所得的PPP将保留由各区域单独确

定的区域PPP。
与之 前 对 区 域 份 额 的 定 义 相 比,方 程 式

(6.25)中利用GEKS法推算出的区域份额有哪些

优点呢? GEKS法份额符合更广泛的规格品间可替

代性模式,即若各国的偏好可由特定的类似偏好

(近似于二阶任意类似偏好)表示,则GEKS法定

义的国家份额可看作是各国 “准确的”相对物

量。18接下来,下节将讨论该方法的变形。

6.3 相似价格结构空间比较法

GEKS多边比较方法假设各国的 “基准”PPP
均有效,因此该假说推算出的平均PPP是合理的。
然而,所有两国间物量的双边比较都是准确的么?
若国家A和B的相对价格近似,则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帕氏和拉氏物量指数将会非常接近。如此,
两国 “真实”物量之比 (利用指数理论的经济方

法)将可能非常接近费雪提出的物量之比。然而,
若两国的相对价格结构相差甚远,那么,两国相

对物量结构也可能大不相同。相应地,帕氏和拉

氏物量指数也会大不一样。如此,不能确定费雪

物量指数会非常接近 “真实”的物量之比。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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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若最初是对具有最类似相对价格结构的两国

进行双边比较,则需要测算出一组更为精确的世

界规格品份额。那么,需要找到第三个与前两个

拥有类似价格结构的国家,把它的物量与先前确

定的两国物量之比链接一起,然后以此类推,最

终将得到Hill提出的最小间隔树法:最小化所有

国家相对价格相似性测度汇总的方法。该方法的

关键之处在于两国相对价格结构相似性 (或差异

性)测度的选择。Aten、Heston (2009),Diew-
ert(2009),Hill(2009)以及 Sergeev (2001,
2009a)提出了许多测算相对价格相似性或差异性

的方法。Diewert(2009,207)建议采用加权对数

二次方 (WLQ)测度相对价格差异ΔWLQ (p1,

p2,q1,q2)
 

(测度值越小,两国的相对价格结构

越相似):

ΔWLQ(p1,p2,q1,q2)≡∑
N

n=1

1
2  (s1n+s2n)

ln
p2n

p1nPF(p1,p2,q1,q2)  




 





2
(6.26)

式中,
 

PF(p1,p2,q1,q2)≡
(p2·q1p2·q2)
(p1·q1p1·q2)



 




1
2

为国家1与国家2的费雪理想价格指数;sc
n ≡

pn
c·qn

c

pc·qc
为国家基本分类规格品n 的支出份额。c

=1,2;n=1,…,N。
另外,Diewert(2009,208)还提出了加权渐

进二次方 (WAQ)测度相对价格差异ΔWAQ (p1,

p2,q1,q2)19:

ΔWAQ(p1,p2,q1,q2)≡∑
N

n=1

1
2  (s1n+s2n)

p2n
pl

nPF(p1,p2,q1,q2)
-1






 






2

 
+

PF(p1,p2,q1,q2)p1n
p2n

-1




 




 2 . (6.27)

若两国的价格成比例,则对于正标量λ,存在

p2=λp1的情况,且PF (p1,p2,q1,q2)=λ。
那么,方程式 (6.26)与方程式 (6.27)得出的

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将等于0。ΔWLQ (p1,p2,

q1,q2)或ΔWAQ (p1,p2,q1,q2)越小,两国

的相对价格结构越相似。这两种相对价格差异性

测度是Diewert(2009)推崇的,将被用于第6.5
及6.6节的数例,来说明如何利用最小间隔树法进

行多边比较。以下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也将被用

于后面的数例中。该测度还被 Kravis、Heston、

Summers(1982,105)及 Hill(1999a,1999b,

2001,2004)采用过。本质上,该测度为帕氏价

格指数与拉氏价格指数之比。因此,被称为帕氏

和拉氏指数之比 (PLS)相对价格差异性量法:

ΔPLS(p1,p2,q1,q2)≡max
PL

PP
,PP

PL  -1
(6.28)

其中PL≡
p2·q1

p1·q1
且≡

p2·q2

p1·q2
。正如第5章

指出,该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的主要问题在于PL
可能等于PP,但p2与p1难成比例。

如前所述,将在第6.5及6.6节的数列中具体

说明最小间隔树法 (或称为相似链接方法、空间

链接方法)的三种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基本上,
在国际比较项目中链接所有区域时,将不采用方

程式 (6.24)定义的GEKS法国家份额src,而采

用最小间隔树法 (利用三种差异性测度)计算得

出的份额。计算这些国家的份额Src 后,再利用方

程式 (6.25)进一步推算出区域份额Sr。
下节将继续介绍链接区域的另一种方法。

6.4 区域链接最小二乘法

最近,Robert
 

J.Hill(2010)提出了另外一种

链接区域同时保留区域PPP的方法。为了清楚说

明该方法的原理,首先需要重新定义本章开始部

分已定义的一些符号。在第6.1节中,假设共有R
个区域,区域r包含C (r)个国家,其中r=1,
2,…,R。另外,还假设已获得区域r的国民经

济核算总量 (如消费或汇总的最终需求)的PPP。
各区域r内国家c的PPP总额用αrc表示,αrc>0。
式中,r=1,…,R;c=1,…,C (r)。假设,
各区域国家1为基准国,则该国的PPP为1。

如此,αr1=1。式中r=1,…,R。照例,在

世界范围内比较某国民经济核算总量时,每个区

域都希望保留该区域的相对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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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区域PPPαrc 外,Hill(2010)还假设在全

球范围内比较时,同一总类是由某种方法 (如
GEKS法)计算得出。区域r国家c的世界PPP用

γrc表示,γrc>0。式中,r=1,…,R;c=1,…,
C (r)。再假设在全球比较中,区域1国家1为基

准国,则γ11=1。
最理想的情形是全球PPPγrc 与区域PPPαrc

完全相符。若存在一组区域间平价βr>0(r=1,
…,R),则以下方程式成立:

γrc=βrαrc;r=1,…,R;c=1,…,C(r).
(6.29)

通常,不存在满足方程式 (6.29)成立的

β1,…,βr。因此,Hill遵循Gini(1924)的例子

以及其他人构建的GEKS法,利用βr 以解决下述

最小二乘最小化问题:

minβ1,…,βR∑
R

r=1
∑
C(r)

c=1
[lnγrc-lnβr-lnαrc]2.

(6.30)
利用方程式 (6.30)最小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则可求解出区域间PPP:

β*r=∏
C(r)

c=1

γrc

αrc





 





1
C(r)
;r=1,…,R. (6.31)

因此,区域r的区域间PPPβ*r 等于所有比率

γrc

αrc
(区域r国家c的全球PPPγrc 与该国的区域

PPP的比值)的几何平均数除以区域r所有国家c
的PPP。现在,我们来解决最小化问题。可以将

γrc

αrc
看作是测算出的βr,而整体估值为特定国家估

值的几何平均数。注意该方法与Diewert利用国家

产品虚拟法链接各区域的基本分类PPP同时保留

区域基本分类平价的方法类似。
通过方程式 (6.31)确定区域平价β*r 后,兼

顾区域内相对平价的世界PPP可用β*rαrc表示。
式中,r=1,…,R;c=1,…,C (r)。

与Heston-Dikhanov法相比,Hill的方法有哪

些优缺点呢? 后者有如下两处优点:
• 这是一种 “相对平等”的方法:区域r内

各国c的贡献均为β*r 的平价形式。

• 若在计算整体几何平均数 (等于β*r )时,

每个
γrc

αrc
(c=1,…,C (r))的作用相同,则可

计算区域平价β*r 的标准差。
然而,Hill所提方法的大众性也存在缺点。在

确定区域平价βr时,为何区域r内的一个小国与

一个大国拥有的权重相同? 而Heston-Dikhanov法

则不存在类似问题,因为在计算区域所占世界产

出份额时,大国相应所占比重更大,而小国所占

比重较小。
第6.5和6.6节将利用两个例子,来对本节及

前三节所介绍的不同方法进行演示。第一个例子

使用的是虚拟数据,第二个例子中使用的数据来

自1985年ICP报告。

6.5 基于一组虚拟数据的例子

本示例涉及四个国家,两类规格品,两个区

域:区域1包含前两个国家;区域2包含后两个国

家 (参见表6.1)。国家的基本数据包括区域r国

家c规格品n的基本分类PPPαrcn,区域r国家c
规格品类别n的支出Ercn (以本币计价),以及区

域r国家c的汇率εrc (汇率不受规格品n左右)。
其中,r=1,2;c=1,2;n=1,2。各区域基准

国区域间基本分类PPPβrn 为区域r相对于区域1
规格品n的PPP。

利用方程式 (6.3)γrcn=βrnαrcn,可推导出8
个全球基本分类的PPP。那么,对于规格品类别1
来说,全球基本分类 PPP可表示为 γ111=1;

γ121=20;γ211=2;γ221=20。对于规格品类别2
来说,全球基本分类PPP可表示为γ112=1;γ122
=4;γ212=4;γ222=16。

根据第6.1节中的代数式,方案1求解出的区

域1和2的世界产出份额分别为0.45134和

0.54866。与预期一致,无论选择哪个区域作为基

准区域以及区域内的哪个国家作为基准国,均可

得到相同的区域份额。
方案2得到的区域份额将随区域基准国的改变

而改变。若两区域均令国家1为基准国,则得到的

区域世界产出份额分别为0.45676、0.54324。若

令区域1内的国家2、区域2内的国家1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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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得到的区域世界产出份额分别为0.46287、
0.53713。若令区域1内的国家1、区域2内的国

家2为基准国,得到的区域世界产出份额分别为

0.46041、0.53959。因此可以看出,方案2推算出

的区域份额会随区域内基准国的改变而改变。20

方案3区域份额法21 (Sergeev推荐的方法)
得到的区域1与区域2的份额为S1=0.46186、
S2=0.53814。据此,方案1与方案3得到的区域

份额相差2.3%左右。

表6.1 数例:两个区域,四个国家

区域1 区域2

国家1 国家2 国家1 国家2

区域基本
分类平价

N α11n E11n ε11 α12n E12n ε12 α21n E21n ε21 α22n E22n ε22 β1n β2n

1 1 10 1 20 2 5 1 20 3 10 20 18 1 2

2 1 10 1 4 8 5 1 20 3 4 160 18 1 4

表6.2 各国世界产出基准份额与GEKS法份额

区域1 区域2

国家1 国家2 国家1 国家2

区域1国家1基准份额 0.43523 0.02879 0.30775 0.22823

区域1国家2基准份额 0.47078 0.03114 0.32258 0.17550

区域2国家1基准份额 0.42439 0.02897 0.30009 0.24655

区域2国家2基准份额 0.44331 0.04125 0.28296 0.23248

GEKS法份额 0.44436 0.03226 0.30387 0.21951

  注:GEKS法是由Gini、Élteto、Koves及Szulc提出的方法。

  现在,利用第6.3节阐释的区域份额方法进行

计算。表6.2第一列为四国的世界产出份额。这些

值是将四国分别作为费雪双边指数比较中的 “基
准”国推算得出的。从该表可以看出,各国所占

的世界份额差距较大,特别是区域1的国家2。表

6.2最后一行为利用GEKS法计算所得的四国的世

界份额,这些份额是根据方程式 (6.24)计算得

出的。亦即利用GEKS法算出的四国的份额分别

为 s11、s12、s21、s22。如 此,根 据 方 程 式

(6.25),利用这些国家份额可计算得出GEKS法

区域份额Sr。利用表6.2最后一行数据,可相应

得到S1、S2:
S1=s11+s12=0.47662;S2=s21+s22=0.52338.

(6.32)
利用GEKS法得出的区域1的世界产出份额

为0.47662,该值高于方案1计算得出的0.45134
以及方案3计算得出的0.46479。

最后,利用方程式 (6.26)(WLQ)、 (6.27)
(WAQ)及 (6.28)(PLS)定义的最小间隔树法

(或称为相似链接方法、空间链接方法)的三种差

异性测度,计算得出区域份额。
第一种为国家1和2间的加权对数二次方测度

相对价格差异ΔWLQ (p1,p2,q1,q2),由方程式

(6.26)定义。表6.3为相应的相对价格差异性测

度4
 

×
 

4矩阵。为方便起见,区域1的国家1、国

家2分别由国家1、国家2表示,而区域2中的国

家1、国家2分别由国家3、国家4表示。

表6.3 国家i和j间的加权对数二次方相对价格差异性

国家1 国家2 国家3 国家4

国家1 0.00000 0.59465 0.12011 0.01057

国家2 0.59465 0.00000 1.22741 0.25253

国家3 0.12011 1.22741 0.00000 0.17933

国家4 0.01057 0.25253 0.17933 0.00000

从表6.3可以看出,国家1和4的相对价格结

构最为相似,差异性测度仅为0.01057。其次为国

家1和3,差异性测度为0.12011。因此,可利用

国家4和1以及国家3和1的费雪双边物量指数将

国家3、4与国家1链接一起。其次,相对价格结

构最为相似的国家为国家3和4,差异性测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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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933。然而,由于两国属于同一区域,本身已

相互链接,故应考虑最后一组最低相对价格差异

性测度,即国家2和4,两国的差异性测度为

0.25253。利用费雪双边物量指数将国家2、4链接

一起。如此,双边比较法将 “世界”上所有的国

家都链接了起来。四国相对于国家1的物量分别为

1.00000、0.09305、0.70711、0.52440。利 用 这

些数据,可以计算各国的世界产出份额分别为

0.43019、0.04003、0.30419、0.22559。将 各 区

域内各国的份额汇总,即可得到由空间或相似性

链接方法得出的区域世界产出份额:
S1=s11+s12=0.47022;S2=s21+s22=0.52978.

(6.33)
利用最小间隔法测算出区域1的世界产出份额

为0.47022,而利用Heston-Dikhanov-GEKS法测

算出的份额为0.47662,按Sergeev方案3测算出

的份额为0.46479。
第二种为加权渐进二次方测度相对价格差异

ΔWAQ (p1,p2,q1,q2),由方程式 (6.27)定

义。表6.4为相应的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4
 

×
 

4矩

阵。各国定义与表6.3定义相同。

表6.4 国家i和j间的加权渐进二次方相对价格差异性

国家1 国家2 国家3 国家4

国家1 0.00000 1.74216 0.25736 0.02135

国家2 1.74216 0.00000 4.94541 0.91013

国家3 0.25736 4.94541 0.00000 0.41607

国家4 0.02135 0.91013 0.41607 0.00000

从表6.4可以看出,国家1和4的相对价格结

构最为相似,差异性测度仅为0.02135。其次为国

家1和3,差异性测度为0.25736。接下来为国家

3和4,差异性测度为0.41607。然而,由于两国

属于同一区域,本身已相互链接。最后为国家2和

4,差异性测度为0.91013。利用费雪双边物量指

数将国家2和4链接一起。如此,双边比较法将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链接了起来。可以看出,
利用此测度得出的最小间隔树与加权对数二次方

测度差异完全一样。另外,进一步分析得出,所

得的数据与前面例子完全相同。换句话说,Diew-
ert极力推崇的两种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得出的链

接方式完全相同。

第三种为帕氏和拉氏指数之比测度相对价格

差异ΔPLS (p1,p2,q1,q2),由方程式 (6.28)
定义。表6.5为相应的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4

 

×
 

4
矩阵。各国定义与表6.3定义相同。

从表6.5可以看出,利用帕氏和拉氏指数之比

差异性测度得出的最小间隔树与前两种方法得出

的结果完全相同。因此,在此示例中,所有三种

差异性测度得出的双边链接相同,相应测算的国

家与区域相对物量也相同。

表6.5 国家i和j间的帕氏和拉氏

指数之比相对价格差异性

国家1 国家2 国家3 国家4

国家1 0.00000 1.52000 0.12500 0.10000

国家2 1.52000 0.00000 3.51000 0.13333

国家3 0.12500 3.51000 0.00000 0.63333

国家4 0.10000 0.13333 0.63333 0.00000

表6.6列出按不同方法测算的区域1世界产出

份额。可以看出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

异:最高的份额 (利用空间链接方法的三种差异

性测度)与最低的份额 (利用区域价值法)相

差4.2%。

表6.6 利用不同方式得出的区域1的世界产出份额

区域1的世界
产出份额

方案1:区域单位价值法 0.45134

方案2:基准国:区域1国家1;区域2国家1 0.45676

方案2:基准国:区域1国家2,区域2国家1 0.46287

方案2:基准国:区域1国家1;
 

区域2国家2 0.46041

方案3:区域几何平均价格法 0.46186

Heston-Dikhanov-GEKS法 0.47662

空间链接方法 (加权对数二次方差异性) 0.47022

空间链接方法 (加权渐进二次方差异性) 0.47022

空间链接方法 (帕氏和拉氏指数之比差异性) 0.47022

  注:GEKS法是由Gini、Élteto、Koves及Szulc提出的方法。

接下来将会讨论另一个示例,该数例采用的

数据来自1985年ICP报告,将可以看到各种方法

得出的结果差异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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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基于1985年ICP数据的数例

Yuri
 

Dikhanov(1994、1997)从1985年ICP
中八个国家或经济体的五类消费数据中,提取了

各基本分类高度汇总后的数据。
1 代表中国香港

2 代表孟加拉国

3 代表印度

4 代表印度尼西亚

5 代表巴西

6 代表日本

7 代表加拿大

8 代表美国

其中,中国香港、日本、加拿大和美国被划

为 “富裕国 (经济体)”,而孟加拉国、印度、印

度尼西亚及巴西则被划为 “相对富裕国”。
以下为五大消费类别:
1 代表耐用品

2 代表食品、烟酒

3 代表除食品、烟酒外的其他非耐用品

4 代表能源

5 代表服务

表6.7和表6.8分别给出了八国或经济体的支

出数据 (以美元计价)及物量数据。
若用表6.7中的数据 (以美元计价的支出)除

以表6.8中的数据 (可比单位物量),即可得到各

国每个规格品类别的基本分类价格 (以美元计

价),在表6.9中列出。
如此,美国各规格品类别的物价水平等于1,

其他国家各规格品类别的价格为2005年以美元计

价的国内平均价格。

表6.7 八国或经济体五大消费类别支出 单位:百万美元

种类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1 4320 1963 23207 8234 52722 307547 94121 967374

2 10562 24835 176782 83882 105527 448995 82056 778665

3 14951 5100 60748 15158 60798 272875 69461 992761

4 2619 3094 42126 17573 39933 125835 43342 524288

5 62124 11627 166826 61248 273669 1736977 379629 5559458

  资料来源:Yuri
 

Dikhanov,1985年轮ICP结果统计表。
注:1代表耐用品;2代表食品、烟酒;3代表除食品、烟酒外的其他非耐用品;4代表能源;5代表服务。

表6.8 八国或经济体五大消费类别可比单位物量

种类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1 15523 2312 30189 9781 46146 280001 81021 967374

2 9164 47509 356756 138273 163868 251846 63689 778665

3 317564 10588 180964 29879 65274 200614 58261 992761

4 1095 3033 38377 22084 23963 59439 35714 524288

5 81148 47611 786182 223588 541236 1695136 417210 5559458

注:参见表6.7的消费类别。

  从表6.9可以看出,印度的耐用品价格最低,
为0.77;而加拿大的最高,为1.16。印度的食品

价格也最低,为0.50;而日本则高达1.78。在其

他非耐用品方面,印度除食品、烟酒外的其他非

耐用品价格最低,为0.33;日本最高,为1.36。
印度尼西亚的能源价格最低,为0.79;日本最高,
为2.12。印度的服务价格最低;为0.21;日本最

高,为1.02。由此,各国物价水平差异巨大,耐

用品仅相差38%,而服务则相差500%。
利用不同的多边比较法,计算得出八国或经

济体的相对消费物量。此处,将各国的消费物量

统一换算成相对于美国而非 “世界”的份额,以

代表各国的相对物量。
第6.2节已简略提及利用 “基准”法计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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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相对物量。简言之,就是将其中一国作为

“基准”国,将其他国家的费雪物量指数换算成

相对值。如此,八国或经济体的物量可表示为相

对于 “基准”国的物量。表6.10给出了各国的

“基准”相对物量,其中国家8(美国)的物量设

定为1.0,得到的数据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其他七国或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的费雪 “基准”
PPP在如下范围内波动:中国香港:0.01257~
0.01355(7.7%的波动);孟加拉国:0.01277~
0.01437 (12.5% 的 波 动);印 度:0.14351~
0.16439(14.5%的波动);

表6.9 五大消费类别在八大经济体或国家的价格或PPP 单位:美元

种类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1 0.92250 0.84905 0.76872 0.84184 1.14250 1.09838 1.16169 1.0

2 1.15255 0.52274 0.49553 0.60664 0.64398 1.78282 1.28839 1.0

3 0.85123 0.48168 0.33569 0.50731 0.93143 1.36020 1.19224 1.0

4 2.39178 1.02011 1.09769 0.79573 1.66644 2.11704 1.21359 1.0

5 0.76556 0.24421 0.21220 0.27393 0.50564 1.02468 0.90992 1.0

  注:参见表6.7的消费类别。

表6.10 各国或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的费雪 “基准”物量

种类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基准物量1 0.01346 0.01367 0.16021 0.05158 0.09192 0.27530 0.07444 1.00000

基准物量2 0.01257 0.01277 0.14351 0.04660 0.08984 0.24629 0.07129 1.00000

基准物量3 0.01275 0.01350 0.15178 0.04984 0.09040 0.25596 0.07328 1.00000

基准物量4 0.01277 0.01341 0.14902 0.04894 0.09141 0.25496 0.07262 1.00000

基准物量5 0.01323 0.01284 0.15169 0.04837 0.09035 0.26357 0.07372 1.00000

基准物量6 0.01355 0.01437 0.16439 0.05322 0.09504 0.27724 0.07464 1.00000

基准物量7 0.01343 0.01331 0.15387 0.05007 0.09105 0.27596 0.07429 1.00000

基准物量8 0.01346 0.01277 0.15178 0.04894 0.09035 0.27724 0.07429 1.00000

  印度尼西亚:0.04660~0.05322 (14.2%的

波动);巴 西:0.08984~0.09504 (5.8% 的 波

动);日本:0.24629~0.27724 (12.6%的波动);
加拿大:0.07129~0.07464 (4.7%的波动)。可

以看出,各相对物量的波动较大,这取决于利用费

雪 “基准”PPP法时选取哪个国家作为基准国。
在第5章已解释过如何利用GEKS法、GK法

以及IDB法22比较相对物量。表6.14给出了利用

这些方法计算的八国或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的消费

物量。

另外,Hill的最小间隔树法 (空间链接方法)
同样也用到,即利用方程式 (6.26)至 (6.28)
推导出的三种差异性测度来计算相对物量。利用

方程式 (6.26)定义的加权对数二次方测度指标

计算的8
 

×
 

8矩阵如表6.11所示。表6.11给出了

八个国家或经济体与另一个国家进行比较可按照

价格结构的相似性可分为两组:富裕国 (经济

体):中国香港、日本、加拿大以及美国 (国家1、
6、7、8)为一组;相对富裕国孟加拉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以及巴西 (2、3、4、5)为另一组。

表6.11 八国或经济体的加权对数二次方相对价格差异性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中国香港 0.00000 0.10056 0.11017 0.09067 0.07011 0.01381 0.03660 0.06143

孟加拉国 0.10056 0.00000 0.01188 0.01165 0.05632 0.10506 0.13237 0.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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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印度 0.11017 0.01188 0.00000 0.03133 0.08980 0.13429 0.18955 0.29841

印度尼西亚 0.09067 0.01165 0.03133 0.00000 0.07084 0.07726 0.09610 0.19600

巴西 0.07011 0.05632 0.08980 0.07084 0.00000 0.09146 0.08770 0.14328

日本 0.01381 0.10506 0.13429 0.07726 0.09146 0.00000 0.01904 0.05322

加拿大 0.03660 0.13237 0.18955 0.09610 0.08770 0.01904 0.00000 0.02020

美国 0.06143 0.23223 0.29841 0.19600 0.14328 0.05322 0.02020 0.00000

表6.12 八国或经济体的加权渐进二次方相对价格差异性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中国香港 0.00000 0.24097 0.27260 0.20885 0.15436 0.02914 0.10005 0.18062

孟加拉国 0.24097 0.00000 0.02444 0.02455 0.11694 0.28243 0.32119 0.58729

印度 0.27260 0.02444 0.00000 0.07050 0.19169 0.36590 0.50994 0.85586

印度尼西亚 0.20885 0.02455 0.07050 0.00000 0.15038 0.20144 0.21328 0.45346

巴西 0.15436 0.11694 0.19169 0.15038 0.00000 0.21447 0.20876 0.36462

日本 0.02914 0.28243 0.36590 0.20144 0.21447 0.00000 0.04023 0.11820

加拿大 0.10005 0.32119 0.50994 0.21328 0.20876 0.04023 0.00000 0.04106

美国 0.18062 0.58729 0.85586 0.45346 0.36462 0.11820 0.04106 0.00000

  将中国香港与巴西进行链接。23空间链接方法

具体思路如下:将国家7加拿大与国家8美国 (加
权对数二次方差异性测度ΔWLQ=0.0202)、国家6
日本 (Δ=0.019)进行链接。然后将国家6日本

与经济体1中国香港 (Δ=0.0138)进行链接。如

此,即完成了富裕国 (经济体)的链接。将国家2
孟加拉国作为相对富裕国组别的基准国,然后将

其与国家4印度尼西亚 (Δ=0.0116)、国家3印

度 (Δ=0.0118)及国家5巴西 (Δ=0.056)链

接。最后,利用中国香港与巴西 (Δ=0.070)将

两组的各国链接。表6.14给出了利用最小间隔树

法计算得出的各国或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的消费

物量。
第二种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为方程式 (6.27)

定义的加权渐进二次方测度相对价格差异测度。表

6.12给出了相应的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8
 

×
 

8
矩阵。

表6.12给出的加权渐进二次方差异性测度约

是表6.11给出的加权对数二次方差异性测度的2
~3倍。孟加拉国分别与印度 (ΔWAQ=0.02444)
及印度尼西亚 (Δ=0.02444)的差异性测度最低,

紧接着为中国香港与日本 (Δ=0.02914),接下来

为日本与加拿大 (Δ=0.04023),然后为加拿大与

美国 (Δ=0.04106)。如此,富裕国 (经济体)均

相互链接:中国香港与日本、日本与加拿大、加

拿大与美国。接下来具有最小差异性测度的国家

为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由于孟加拉国已与印度及

印度尼西亚链接一起,所以只能将差异性测度最

低的孟加拉与巴西进行链接。如此,所有的相对

富裕国也相互链接:孟加拉国为相对富裕基准国,
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直接链接。接下来,
将富裕国 (经济体)与相对富裕国链接。两组国

家 (经济体)中,中国香港与巴西的差异性测度

最低。这与利用加权对数二次方得出的相对价格

差异性测度结果完全一致。因此,最小间隔树加

权对数二次方与加权渐进二次方计算所得的相对

物量PPP一致 (参见表6.14)。
第三种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为方程式 (6.28)

定义的帕氏和拉氏指数之比测度相对价格差异。表

6.13给出了相应的相对价格差异性测度8
 

×
 

8
 

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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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3 八国或经济体的帕氏和拉氏指数之比相对价格差异性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中国香港 0.00000 0.06486 0.06860 0.08716 0.12845 0.01907 0.08539 0.09904

孟加拉国 0.06486 0.00000 0.02484 0.02354 0.09876 0.09420 0.06389 0.02905

印度 0.06860 0.02484 0.00000 0.04596 0.00007 0.10421 0.13058 0.08134

印度尼西亚 0.08716 0.02354 0.04596 0.00000 0.05308 0.06806 0.02150 0.03897

巴西 0.12845 0.09876 0.00007 0.05308 0.00000 0.09387 0.11206 0.11177

日本 0.01907 0.09420 0.10421 0.06806 0.09387 0.00000 0.01615 0.03390

加拿大 0.08539 0.06389 0.13058 0.02150 0.11206 0.01615 0.00000 0.00133

美国 0.09904 0.02905 0.08134 0.03897 0.11177 0.03390 0.00133 0.00000

表6.14 利用六种不同方法得到的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的消费物量

方法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GEKS法 0.01315 0.01332 0.15317 0.04966 0.09128 0.26556 0.07357 1.0
最小间隔树法 (WLQ) 0.01349 0.01310 0.14720 0.04779 0.09214 0.27596 0.07429 1.0
最小间隔树法 (WAQ) 0.01349 0.01310 0.14720 0.04779 0.09214 0.27596 0.07429 1.0
最小间隔树法 (PLS) 0.01349 0.01372 0.15420 0.05007 0.09184 0.27596 0.07429 1.0

GK法 0.01386 0.01357 0.16258 0.05057 0.09613 0.27814 0.07431 1.0
IDB法 0.01346 0.01392 0.16187 0.05143 0.09441 0.27076 0.07417 1.0

  注:GEKS法是由Gini、Élteto、Koves及Szulc提出的方法,MST指最小间隔树法,WLQ指加权对数二次方,WAQ指加权渐进二次
方,PLS指帕氏和拉氏指数之比,GK法是由Geary、Khamis提出的方法,IDB法是由Iklé、Dikhanov、Balk提出的方法。

  印度与巴西间的差异性测度 (ΔPLS=0.00007)
最低,紧接着为加拿大与美国 (Δ=0.00133),其

次为日本与加拿大 (Δ=0.01615),然后为日本与

中国香港 (Δ=0.01907)。如此,富裕国 (经济

体)相互链接:中国香港与日本、日本与加拿大、
加拿大与美国。这与加权对数二次方和加权渐进

二次方得出的链接模式完全相同。接下来具有最

小差异性测度的国家为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 (Δ=
0.02150)。通过这两个国家,可以将富裕国与相

对富裕国链接一起。回顾前述最小间隔树法,可

通过中国香港、中国和巴西把富裕国 (经济体)
与相对富裕国链接一起。再接下来具有最小差异

性测度的国家为孟加拉国与印度尼西亚 (Δ=
0.02354),然 后 为 孟 加 拉 国 与 印 度 (Δ=
0.02484)。这样,所有的相对富裕国也相互链接:
印度尼西亚与孟加拉国、孟加拉国与印度、印度

与巴西。如前所述,富裕国与相对富裕国可以经

由印度尼西亚及加拿大链接一起。可以看出,由

帕氏和拉氏指数之比得出的相对价格差异性最小

间隔树不同于加权对数二次方与加权渐进二次方

法得到的结果。利用帕氏和拉氏指数之比得到的

相对物量PPP在表6.14中。表6.14给出了利用

六种不同方法得到的其他各国或经济体相对于美

国的消费物量。
从表6.14可以看出,其他七国或经济体相对

于美国的物量PPP在如下范围内波动:中国香港:

0.01315~0.01386 (5.4%的波动);孟加拉国:

0.01310~0.01392 (6.3% 的 波 动);印 度:

0.14720~0.16258 (10.4%的波动);印度尼西

亚:0.04779~0.05143 (7.6%的波动);巴西:

0.09128~0.09613 (5.3% 的 波 动);日 本:

0.26556~0.27814 (4.7% 的 波 动);加 拿 大:

0.07357~0.07429 (1.1%的波动)。可以看出,
各相对物量的波动加大,这取决于采用哪种多边

比较方法。
利用四种双边最高级指数法 (GEKS法及最小

间隔树法,或称为相似链接方法)和两种可加性

方法 (GK法与IDB法)得到的相对消费物量都比

较接近。然而,由可加性方法算出的相对富裕国

(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巴西)相对于美

国的消费水平可能偏高。24

若要求使用可加性方法,则由表6.14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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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抉择应采用GK法还是IDB法:因为这两种

方法得出的相对富裕国相对于富裕国的物量结果

均偏大,只是偏大程度有所不同。
若舍弃上述经济方法而采用多边比较方法,

不建议采用帕氏和拉氏指数之比最小间隔树法,
因为该差异性测度不能充分区分不同的价格向量。
在先前的示例中,采用加权对数二次方与加权渐

进二次方差异性测度得到的结果相同。因此,这

两种最小间隔树法不能区分。GEKS法测算物量与

最小间隔树法 (加权对数二次)测算物量的差异

小于GEKS法和两种可加性方法测算物量间的差

异,但有些差异仍然较大。25

与最小间隔树法 (加权对数二次方或加权渐

进二次方)相比,GEKS法有哪些优势与劣势呢?
GEKS法的优势在于利用每组对比国家中所有可能

的双边比较,因此任何一国都拥有完备的数据支

撑。另一方面,最小间隔树法受最后对比生成树

中每组双边比较的影响,因此若某国的数据不准

确,则可能对整体对比质量造成负面影响。但若

所有国家的数据质量都大致相同,则采用最小间

隔树法相当于采用年度跨期比较中的链接原理在

空间上的转变,即采用最小间隔树法对比拥有最

为相似相对价格结构的国家。若相对价格类似,
由最小间隔树法计算的双边比较通常更为准确。
因此,在上述示例中,通过美国与加拿大间的费

雪指数,可利用最小间隔树法使两国 (拥有十分

类似的相对价格结构)直接相连。然而,利用

GEKS法则需将所有国家进行比较。若所有国家的

数据质量都高度统一,则最好采用最小间隔树法

而不采用GEKS法。26

现在,试想形成各区域的 “世界”消费份额

的各种问题。注意此处的 “世界”只包括先前所

列的八个国家或经济体。设想,区域1的四个国家

或经济体选自 “亚洲”,区域2的四个国家选自

“世界其他地区”。显然,可利用Heston-Dikhanov
法处理表6.14中的数据得出区域份额。另外,表

6.14中给出的利用GEKS法、三种最小间隔树法、
GK法以及IDB法得到的各国或经济体 (相对于美

国)消费物量可相应换算成各自的 “世界”消费

份额。然后,将区域1的四国或经济体份额汇总得

到区域1的总份额S1,S2。表6.18给出了利用六

种方法得出的区域1的世界产出份额。
方案1 (Diewert)与方案3 (Sergeev)计算

区域1的 “世界”消费份额同样有效。先根据方程

式 (6.7)、 (6.8)计算各国及区域的物量向量。
表6.7给出了国家支出Ercn,表6.9给出了各国基

本分类PPP (由γrcn 表示),表6.15给出了相应

的区域消费物量 (由方程式 (6.8)定义的Qrn 表

示)矩阵。

表6.15 各区域五大消费类别的消费物量Qrn

消费类别

1 2 3 4 5

区域1 57805 551702 238995 64589 1138529

区域2 1374542 1258068 1316910 643404 8213040

  注:参见表6.7的五大消费类别。

表6.16给出了区域r规格品n的区域单位价

格Prn,Prn 由方程式 (6.12)定义。
正如预期,区域2各国的规格品单位价格均接

近美国单位价格 (假设为1)。因为这些国家均为

“富裕国”,其价格结构与美国的类似。而区域1各

国或经济体的单位价格均相应低于区域2的价格,
尤其是第五类消费,服务,价格远远低于区域2。
现在,利用表6.15与6.16给出的区域价格和物量

数据,可以计算区域2相对于区域1的费雪物量指

数,结果为6.26177。如此,区域1与区域2的区

域相对消费物量比等于1:6.17739。然后,再将

物量相应换算成份额,区域1所占世界消费份额为

0.13771,区域2占0.86229。

表6.16 五大消费类别的区域单位消费价格或PPPsPrn

消费类别

1 2 3 4 5

区域1 0.82560 0.53663 0.40150 1.01274 0.26510

区域2 1.03435 1.12493 1.05998 1.13987 0.96794

  注:参见表6.7的五大消费类别。

最后,再评估Sergeev(2009)建议的方案3
可加性方法。在此之前,应当先计算表6.8给出的

区域基本分类价格的几何平均数,可利用方程式

(6.18)。表6.17给出了这些区域价格P*
rn 的几何

平均值。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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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7 五大消费类别区域几何平均价格或PPPs
 

P*rn

消费类别

1 2 3 4 5

区域1 0.84377 0.65236 0.51405 1.20824 0.32287

区域2 1.09882 1.10282 1.10861 1.43846 0.82863

  注:参见表6.7的五大消费类别。

区域商品的价格模式在表6.16与6.17中相当

相似。接下来,分别利用表6.15与6.17给出的区

域物量与价格数据计算区域2相对于区域1的费雪

物量指数,所得结果为6.17739,该数值非常接近

方案1的结果6.26177。如此,利用Sergeev建议

的方法算出的区域1与区域2的相对消费物量比为

1:6.17739。接下来,再将物量换算成相应的份

额,则区域1的世界消费份额为0.13933,区域2
的为0.86067。

表6.18给出了利用多种方法得出的区域1的

“世界”支出份额。
尽管利用不同方法计算得出的区域1所占世界份

额差异不大,但不可忽略这些差异。表6.18还给出

了各方法测算得出的份额与受青睐的最小间隔树法

(加权对数二次方/加权渐进二次方)测算得出的份额

的差异百分比。可以看出,利用最小间隔树法链接区

域时得到的区域1的 “世界”实际消费份额比其他方

法得到份额偏低3.7%~7.6%。因此,应多利用2005
年轮ICP数据结果做测算分析,再决定2011年轮国

际比较项目应采用何种方法。

表6.18 采用不同方法得出的区域1的世界产出份额

区域1的消费份额

方案1:区域单位价值法 0.13771(3.4%)

方案3:区域几何平均价格法 0.13933(4.6%)

GEKS法 0.13815(3.7%)

GK法 0.14243(7.0%)

IDB法 0.14326(7.6%)

最小间隔树法 (PLS) 0.13831(3.9%)

最小间隔树法 (WLQ)及 (WAQ) 0.13316

  注:参见表6.14的方法缩写。

6.7 结论

由本章的分析及示例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 正如Sergeev所指出,方案2受各区域内

所选基准国的影响,因此不适用于2011年轮ICP。
• 方案1受市场汇率影响,测算出的结果可

信程度不高,因此也不适用于2011年轮ICP。
• 从本质上说,方案3其实是一种可加性方法

(计算区域总物量),而可加性方法有一定程度的替代

偏差,因此与指数理论的经济学方法并不完全一致。
• 由于GK法或IDB法固有的替代偏差,在

针对国家与区域间主要总量PPP “基本分类”测

算中,也应避免使用这两种方法。然而,若要求

使用可加性方法,这些方法可用来计算得出分

析表。28

• 在用一致的方式计算区域份额时,可采用

GEKS法。
• 在2011年轮ICP中,可以考虑使用各种

形式的空间链接方法。然而,应在对2005年轮

ICP数据库测算分析结果验证可行后,再使用该

方法。

注释

1.2005年轮ICP涉及了非洲、亚太地区、独立国家联

合体、南美洲和西亚等五大地理区域。欧盟统计局—

OECD成员构成了第六大区域。

2.笔者非常感激 Yuri
 

Dikhanov、D.S.Prasada
 

Rao、

Sergey
 

Sergeev和Frederic
 

A.Vogel提供的宝贵意见。

3.第5章详述了这些多边比较方法。

4.非洲、亚太地区及西亚采用国家产品虚 拟 法

(CPD);南美地区采用代表性产品虚拟法 (CPRD);欧盟

统计局—OECD国家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采用Gini-
Élteto-Koves-Szulc(GEKS*)法。参见第4章简略了解上

述方法。欲了解如何选定规格品清单以及链接各区域基本

分类PPP详情,请参见第4、5章。欲了解2005年轮ICP
所使用的新方法综述,请参见Diewert(2010)。

5.18个 “环”国家或经济体包括:埃及、巴西、喀麦

隆、智利、爱沙尼亚、中国香港、日本、约旦、肯尼亚、
马来西亚、阿曼、菲律宾、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南非、
斯里兰卡、英国和赞比亚。

6. 该 方 法 由 Gini(1924,1931)、Éteto与 Koves
(1964)和Szulc(1964)不断发展而来。

7.Sergeev(2009b)最先意识到该方法的这个问题。

2005年轮ICP中采用了该方法链接各区域。

8.若该国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则计算合适的年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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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更为复杂,详细内容请参见Hill(1996)。

9.参见第5章关于可加性方法及替代偏差的论述。

10.参见 Hill(1999a,1999b,2001,2004),由费雪

(1922,271-274)著作发展而来。

11.最近,Robert
 

J.Hill(2010)建议采用该方法,但

欧盟统计局—OECD有时可能采用该方法的变形。

12.该区域内汇总几何平均价格多边比较方法最先由

Walsh(1901,381,398)提出,然后 Gini(1924,106)
了解到后由Gerardi(1982,387)最先使用。他们利用的

是世界各国的世界参考价格的几何平均值,如此测算出的

所有国家及区域的物量具有可加性。本章第6.5节将利用

一组1985年轮ICP报告数据计算Sergeev法PPP。区域

PPPPrn等于区域常量乘以方程式 (6.18)定义的PPP。这

将保持最终区域PPP的不变性。

13.关于本问题的阐述,参见 Marris(1984,52)、

Diewert(1999,48-50)或第5章。

14.参见Gini(1924,1931)、Éeto与Koves(1964)、

Szulc(1964)及Diewert(1999,31-37),了解该方法的特性。

15.除费雪理想物量指数外,还有许多其他最高级物

量指数均可作为基数,用于该多边比较方法。然而,由于

费雪指数具有较强的公理属性及经济属性,一般倾向于使

用费雪指数。参见Diewert(1976,1992)。

16.Kravis(1984,10)提出了 “基准”这一概念。

17.Heston(1986,3)建议的方法实质上并无区别,
只是利用GK多边比较方法进行比较。

18.另一方面,前文所探讨的各种可加性方法也适用

于类似偏好 (只提供任意类似偏好一阶近似值)。欲知详

情,参见Diewert(1999,31)。Diewert提出了最高级多边

体系。GEKS体系属于一种最高级方法,而可加性方法则

不属于。Balk(2009,82)最近概述了各种不同的多边比

较方法,并且推崇GEKS-费雪法的主要地位,尤其从经济

方法到国际比较中。

19.参见第5章,查看PPP
 

Prn等于0时,如何解决方

程式 (6.26)、(6.27)出现的问题。

20.参见表6.6查看由于基准国改变而引起的区域份

额的变化。

21.利用Sergeev推荐的方法得出的区域1和区域2的

价格 向 量 Pr 与 物 量 向 量 Qr 分 别 为 P1= [4.472,

2.000]、P2= [6.325,8.000]、Q1= [10.1,12.0]、Q2

= [11.0,15.0]。

22. 参 见 Geary (1958)、Khamis (1972)及 Iklé
(1972)。

23.另外,还可通过印度尼西亚及日本将两国链接一

起。印度尼西亚与日本的差异性测度为0.07726,略微高

于中国香港与巴西的差异性测度0.07011。

24.其他七国或经济体相对于美国 (美国物量假设为

1)的GK法物量均比GEKS法物量高,分别高出:中国香

港:5.4%;孟加拉国:1.9%;印度:6.1%;印度尼西

亚:1.8%;巴西:5.3%;日本:4.7%;加拿大:1.0%。
并且,其他七国或经济体相对于美国 (美国物量假设为1)
的IDB法物量比 GEKS法物量分别高出:中国香港:

2.3%;孟加拉国:4.5%;印度:5.7%;印度尼西亚:

3.6%;巴西:3.4%;日本:2.0%;加拿大:0.8%。

25.其他七国或经济体相对于美国 (美国物量假设为

1)的最小间隔树法 (加权对数二次方)物量与GEKS法物

量不同:中国香港高出2.6%;孟加拉国低了1.7%;印度

低了3.9%;印度尼西亚低了3.8%;巴西高出0.9%;日

本高出3.9%;加拿大高出1.0%。

26.然而,若各国的数据质量不是非常统一,那么采

用最小间隔树法的论证则存在争议。

27.为了比较,利用GK法计算得出的国际价格向量

(规格品组别1的价格假设等于1)分别为 [1.00000,

1.16099,0.99626,1.22554,0.86834],而由IDB法计算

得出 的 国 际 价 格 向 量 分 别 为 [1.00000,1.10438,

0.92265,1.53623,0.66525]。美国的价格均假设为1,那

么耐用品三个价格向量全为1,而GK法及IDB法算出的

食品与能源价格均相应高出美国物价水平;非耐用品及服

务价格则低于美国物价水平。该结果与预期相符。GK法

价格结构与美国价格结构较为接近,而IDB法的价格则是

将美国及相对贫穷国的价格结构进行平均。

28.据Deaton与 Heston(2010)利用2005年轮ICP
数据得出的实证结果表明,若可加性方法平价可以完全近

似于GEKS法平价,那么IDB法似乎优于GK法 (因为

IDB法较GK法有更好的公理属性)。参见第5章有关GK
法与IDB法的公理属性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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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国际比较项目调查框架
Frederic

 

A.Vogel

  国际比较项目 (ICP)的首要目的是为各国提

供一套将本币度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转化

为使用世界通用货币度量的方法。国际比较项目

依据一套理论体系开展,即GDP严格按照 《国民

核算体系》予以测算,并且使用基于各国各类选

定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比而得出的购买力平价

(PPP)进行货币转换。
根据国际比较项目的要求,第3章介绍了国际

比较项目所需的GDP支出范围及其主要总类和基

本分类的详细分类情况。随后在第4章简要阐述了

待采集的各类价格的基本概念以及如何计算PPP。
通过各国居民购买的各类商品与服务的年均

价格比得出100多项基本分类 (包括在居民GDP
总额的最终消费支出中)的PPP。所涉及的各类

商品与服务须予以明确定义,以便在所有国家对

可比规格品进行采价。所需规格品的全国年均价

格由各销售网点采集的样品数据计算得出。本章

则侧重调查框架体系,将详细阐述选择规格品与

销售网点时所遵循的程序。
我们知道,并非所有基本分类PPP都是由直

接比较得出价格的,例如,测算业主自有住房及

政府职务报酬的PPP时即采用间接比较法,对此

将在第12章及第16章予以详细说明。
本章调查框架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

描述各规格品的价格决定特征,以确保同类规格

品在各国间进行了采价, (2)确定需要采价的规

格品数量, (3)选择进行采价的规格品,以及

(4)选择进行采价的销售网点样本。这些步骤均

已考虑了基本分类PPP本质上是基本分类所涵盖

的各规格品PPP的平均值这个因素,因此确定规

格品的宗旨是选择具备相对价格的规格品,从而

确保不论是采用第4章涉及的国家产品虚拟法

(CPD),亦或是采用 Gini-Élteto-Koves-Szulc法

(GEKS法)得出的基本分类PPP均为目标总体

PPP的无偏估算值。
基本分类层面的PPP总体可靠性取决于规格

品规格、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采价地点,以

及提供价格数据的国家的数量。尽管如本章所示,
调查框架的展开是一个在数据验证中循环往复的

迭代过程,但是出于探讨的需要,还是将调查框

架体系下的相关主题罗列如下。
第一部分将阐述结构化产品描述 (SPD)的方

法,描述决定基本分类中可能被选择的进行价格

采集的所有规格品的价格确定特征。
第二部分将提供采用2005年轮ICP数据的指

导意见,以确定各基本分类中应包含的规格品数

量及各国家应尽力采价的规格品数量。确定这两

项规格品数量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属于同一基本

分类,规格品的PPP仍有很大差别。在基本分类

规格品PPP因国家因素而存在较大差异时,需选

择更多的规格品以备价格采集所需;而若基本分

类规格品PPP只呈现出细微差别,则基本分类中

选作采价的规格品数量可相对少些。
第三部分将介绍每个基本分类中各国实际可

选择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每个国家都希望能

尽可能多地将本国普遍消费的且能反映出本国价

格水平及消费模式的规格品囊括在内。但是,对

于某个国家而言,重要的规格品并不意味着对另

一个国家也同样重要,因此,所有国家需就选择

价格在其他国家同样具备可比性的规格品方面达

成一致 (尽管某些规格品对于某个国家而言并非

重要性规格品)。该部分还为各国提供将每种规格

品标示为 “重要性规格品”或 “非重要规格品”
的指导意见。如第4章所述,这种分类形式用于测

算基本分类PPP。
第四部分将阐述如何决定抽样框架以及如何

选择采集价格信息的销售网点,销售网点的数量、
类型,及其在全国的具体分布位置都将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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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该部分还将为各步骤提供指导。
总结部分将回顾在国际比较项目数据审核步

骤中调查框架体系各方面的考量因素。

确定规格品规格

2005年轮ICP已开发出进行规格品分类和规

格品鉴定的一种新方法。该方法基于一套新的国

际规格品编码体系以及一套如何应用结构化产品

描述来决定规格品采价的各项因素的程序。结构

化产品描述将为如何生成采价规格品的具体规格

提供标准化程序。

结构化产品描述

2005年轮ICP制定结构化描述的第一步即是统一

居民消费品现有的所有分类标准,包括欧盟统计局—
OECD制定的GDP支出分类标准 (如第3章所述),
以及针对居民消费调查制定的 《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

费支出分类》(COICOP)。2005年轮ICP采用欧盟统

计局—OECD的分类标准作为将规格品分配到各基本

分类的基本分类标准,但是欧盟统计局—OECD的分

类结构包含222项基本分类,但对于国际比较项目,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显得过于详细,因此特别将

222项基本分类合并为155项。
同时将 《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支出分类》

的分类结构调整为与欧盟统计局—OECD分类标

准的155项基本分类相对应,这样采用 《按目的划

分的个人消费支出分类》中分类结构的国家亦可

并入到国际比较项目程序中。
在将欧盟统计局—OECD分类标准和 《按目

的划分的个人消费支出分类》的分类标准统一后,
增加了各基本分类下每种规格品采价特征的考量

细节,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就消费价格指数

(CPI)开展价格调查而制定的编码系统即是首要

切入点。该编码系统亦称BLS清单,将用于价格

采集阶段,以确定所要采集的规格品特征。每个

清单都包含有描述各基本分类下类似规格品集的

特征列表。某些情况下,规格品集即等同于基本

分类。例如,大米基本分类和鲜奶基本分类下就

只包含一个BLS规格品集,而在服装基本分类下

则包含女装、男装和童装等三个单独的规格品集。

各种BLS规格品集相关的所有特征将汇集成

基本分类下规格品集的一项或多项结构化产品描

述。附件A给出了结构化产品描述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关于鲜奶基本分类,该基本分类只包

含一项结构化产品描述;第二个例子关于女装,
女装为服装基本分类下三个规格品集之一 (服装

基本分类下的男装和童装另有单独的结构化产品

描述)。在此回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描述规格

品时可使用不同数量的采价特征组合。
全球办公室负责编写各种BLS规格品集的初始

结构化产品描述,然后交由国际比较项目各区域协调

员审查,以确保规格品特征能如实反映其所在区域国

家的真实情况。例如,为反映区域投入而作出了一项

更新,即将奶规格品种类信息 (即奶牛奶还是水牛

奶)添加至奶规格品结构化产品描述中。
结构化产品描述可用于描述大量不同的规格

品,甚至可以描述像大米这种具有相同特征的基

本分类。大米分类方式有很多,可分为精米和糙

米,或是长粒型、中粒型和短粒型大米,亦或是

如印度香米之类的其他分类,大米有时被包装成

不同风格和不同规格的规格品并被贴上统一的品

牌标签进行销售。甚至大米质量亦可作为分类标

准,例如根据碎米所占比例确定大米分类。
结构化产品描述包含以下分类因素:
• 数量与包装。反映规格品销售单位,规格

品规格应包括单位数量、尺寸或重量范围,以确

定规格品价格。例如,某奶规格品为1升或是250
毫升包装。

• 产地。主要用于鉴别该规格品是本国生产

还是进口规格品。
• 是否应季。对于水果和蔬菜尤为重要,用

于表明该规格品是全年可供应规格品还是季节性

供应规格品。
• 规格品特征。附件A的结构化产品描述提

供了奶规格品和女装的规格品特征描述。也即特

征的数量取决于所指定规格品的异质性。
• 品牌或标签名。品牌在规格品规格中有着

重要作用。国际品牌名以及规格品型号可能已经

能够足以完整地识别一种规格品,但即使是知名

品牌规格品也仍需描述其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规

格品在销售时有不同的规格和款式。品牌标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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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视作叠加于完整规格品规格之上的附加特征。
表7.1来自于 《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世界银

行,2007),阐明了品牌在规格品规格中的作用。

表7.1 品牌在规格品规格中的作用

品牌价值

在规格品规格中提
及单个国际品牌或
国际品牌组合

知名品牌规
格 品,但 未
在规格品规
格中提及规
格品品牌

无 品 牌 规
格品

存在一定品牌价值 无品牌价值

采价员搜
寻规格品  

可在该地区大多数
或所有国家找到指
定 的 实 际 品 牌 及
型号

只在某个国
家或当地具
有名气的国
家性或本地
性品牌

无 品 牌 规
格品

单个品
牌名

知名品牌
组合中的
某 个 品
牌名

在某个国家
或当地家喻
户晓的未提
及品牌组合
中 的 某 个
品牌

无品牌规格
品,其 规 格
品名或规格
品标 签 (若
有)对 买 家
无任何意义
可言

典型卖点
生产商名誉以及规
格品质量保证

生 产 商、商
店或其他销
售网点的名
誉以及规格
品质量保证

低价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07)。

品牌之所以能对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是因为其感知

质量或实际质量的确存在差异。价格比较的一般性指

导原则是只在同一级别品牌的规格品中进行价格比

较,换言之,若某种规格品具有相同规格品规格但在

某一国家拥有国际品牌名气而在另一国家却是无品牌

规格品,那么该规格品则实际上是两种规格品,不可

直接进行价格比较。而涉及到国际品牌的另一指导原

则是这些品牌规格品是否被消费者广泛购买。某些知

名品牌规格品可能在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但因其为

奢侈品,只能为小部分消费人群所消费。

采用结构化产品描述定义规格品规格

采用结构化产品描述确定规格品规格时,各个国

家应首先将CPI调查规格品规格与结构化产品描述相

对应,每项对应将决定一项规格品规格,然后各个国

家将此初始规格品规格提交至其所在地区的区域协调

员,由其审查有无匹配的情况,或是否需要改变或增

加某项规格品的价格确定特征描述,以使若干国家能

够提供价格相关数据。此过程将重复数次,最终在各

国国家协调员参加的会议上就统一采价规格品的最终

规格达成一致意见。
此过程将对规格品描述所涉及的一些复杂概念进

行反复修改。规格品可予以严格指定,利用规格品根

本特征进行匹配。另一种方法则是指定规格品的某些

特征,其余的则留待价格采集者决定。例如,大米规

格中可能包含一项描述为长粒型大米,但关于大米的

具体包装类型及尺寸大小则留待价格采集者决定,并

由其记录大米的价格。这种方法为各国创造了提供更

多采集价格数据的机会,但是如若价格未经调整 (调
整包括,例如将价格根据标准数量或标准包装重量进

行调整),那么将会对规格品匹配环节带来更大的可

变性因素。
预调查在定义规格品规格的环节中很重要,

而某种规格品规格的最终测试则用于决定各国的

价格采集者是否能够根据规格品规格找到真正相

同的规格品并予以统一采价。
依据2005年轮ICP经验,许多规格品在第一

次数据采集后不得不重新定义其规格品规格。因

为价格审查显示这些规格品并未被予以细致指定,
从而导致各国根据相同的规格品规格却采价了不

同的规格品。某些情况下,将规格品规格翻译为

某国语言时也会出现问题。
与定义规格品规格环节紧密相连的是决定某

基本分类下应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该环

节为决定予以统一采价的最终规格品目录迭代过

程中的构成项,具体阐述如下。

决定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

基本分类层面PPP以及更高汇总层级PPP的

整体可靠性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 价格确定特征的专一性,如大米是一种规

格品,不论是长粒型半熟大米规格品还是各种不

同包装的大米规格品。
• 根据基本分类的不均匀性、各国规格品的

匹配程度,以及在下一部分即将讨论的每个国家

标记的重要性规格品重合程度等因素来决定每个

基本分类下应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
• 根据各基本分类在消费中所占支出比例决

定其重要程度。基本分类PPP应根据支出比例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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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基本分类予以精确度量,因为支出占比大的

基本分类在汇总中更为重要。
• 用作价格调查的样本设计应提供备选销售

网点的数量及其类型等信息。
本部分将阐明PPP测算时的固有差异性的来

源以及如何运用差异性的相对量来设定各基本分

类下每个国家应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
表7.2的数据来源于2005年对六国大米基本

分类的 “环”调查,该调查的结果是基于各地区

国家子集所采价的全球规格品目录而得出的,旨

在计算区域间PPP (2005年轮价格调查详情参见

第8章)。各国基本分类PPP的作用是将各国各类

规格品的本国价格转化为以基准国货币表示,成

为PPP价格。每类规格品的PPP价格等比中项即

成为该规格品的国际价格。例如,B国糙米的PPP
价格与糙米国际价格的偏差为0.80,B国PPP规

格品价格偏差范围为1.32~0.80,B国中粒型大

米价格比该国糙米价格偏贵,B国相对标准偏差的

残差为0.17,而E国和F国的标准偏差所示的差

异性都在0.30左右。标准偏差、基本分类下的规

格品数量以及各国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将为调

查框架提供指导性意见,但需注意的是,各国不

可能对每种规格品都统一采价,且统一采价的规

格品数量为抽样误差评估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虽然规格品的样本抽样并非随机抽样,但抽

样理论仍适用于决定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 (相
关概述请参见附件B)。

考虑到各基本分类规格品相对价格的标准偏差,
附件B中的表7B.1给出了要达到期望精确度所对应

的样本容量要求,给出该要求的目的旨在通过统一采

价足够的规格品以保证将基于规格品PPP的基本分类

PPP抽样误差控制在精确度允许范围之内。
各国残差的标准偏差可用于度量规格品PPP所

形成的差异性,如若采取随机抽样,则可通过相对抽

样误差来推断测算的各国基本分类PPP的精确度。相

对抽样误差的作用是反映相对规格品价格和统一采价

规格品数量的差异性,即标准偏差除以统一采价规格

品数量的平方根。尽管在表7.2中D国标准偏差仅略

低于E国标准偏差,但D国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

量却是E国的两倍,使得其PPP抽样误差仅为

11.7%,而E国抽样误差达17%以上。因而,测算的

D国PPP更为精确。

表7.2 按规格品分类的PPP价格差异性及相对抽样误差

CPD残差a

A国 B国 C国 D国 E国 F国

大米 (基本分类)

 长粒型大米
(包装) 0.95 1.31 0.66 0.69

 长粒型大米
(散装) 0.88 1.00

 泰国香米 1.02 1.34 1.16

 中粒型大米 1.32 0.22 1.45

 短粒型大米 1.05 1.05 1.27 0.39

 糙米 0.80 0.55 1.22 1.31 1.00

基本分类PPP 1.795 853.11.04704.801 19.98 319.6

标准偏差残差b 0.05 0.172 0.236 0.285 0.298 0.303

相对抽样误差c 0.035 0.077 0.169 0.117 0.172 0.175

90%置信区间 ±0.058±0.128±0.282±0.195±0.288±0.292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备注:CPD为国家产品虚拟法。
a.各规格品价格转化为基准国货币水平价格 (PPP价格)的

比率用于得出每种规格品所有国家PPP价格的等比中项。价格等
比中项即为各规格品的 “国际价格”。
b.残差的标准偏差用比率表示,用于评估各国相对规格品价

格的差异性。
c.标准偏差除以统一采价规格品数量的平方根。

相对抽样误差可用作测算基本分类PPP精确度

的概率表达方式。表7.2中最后一栏为重复抽样情况

下的基本分类PPP在90%的置信度所处的置信区间

或范围。置信区间的范围为A国的0.058至F国的

0.292,F国的数值表示,若重复抽样,其大米基本分

类PPP的值将可能有±30%的范围内变化,但若F国

对所有六种规格品都予以统一采价以保证标准偏差相

同,其置信区间将下降至±20%,而实际上F国只对

三种规格品予以统一采价。只有D国对所有六种规格

品都统一采价,但由于相对价格的差异性,D国的

PPP仅有20%的置信区间。
该讨论及对大米基本分类的回顾旨在阐明:
• 在六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仅对两种规格

品予以统一采价,还有两个国家只对三种规格品

统一采价。这提示我们应对更多的规格品统一采

价,或者应加强对规格品描述的审查以使其在所

有国家间更具可比性。
• 仅有三个国家对中粒型大米予以统一采价,

但其价格却呈现出较大差异性,不仅PPP价格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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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比率值跨度范围在0.22~1.45之间,而且导致

对此类大米予以统一采价的各国相对抽样误差增大。
这表明应审查各国对同一规格品的规格品描述以判定

其描述的是否确实为同种规格品。
• 在六国中,应尤其询问A国和C国,以确

定其予采价规格品是否具有重要性,而非所有可

供应且具备可比性的规格品。
附件B中的表7B.1是基于抽样技术理论编制的,

表明了规格品数量、相对标准差以及目标精确度三者

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将利用附件B中表7B.2的数

据,评估若干基本分类价格 “环”调查而予以统一采

价的规格品数量,该评估结果可用作2011年轮ICP
的统计采价规格品数量的指导性参考。

新鲜水果或冷藏水果基本分类包含12种规格

品,各国予以统一采价的水果种类从6种至11种

不等。尽管该基本分类残差比率的标准偏差与大

米基本分类大体相同,但得益于水果基本分类中

统一采价了更多规格品,因而其抽样误差相较大

米基本分类要小得多。
服装基本分类下包含68种规格品,其标准偏

差较大,但是其抽样误差较小,因为各国统一采

价的规格品数量较大。服装基本分类又分为女装、
男装和童装,故其组成种类相对繁杂。并且,该

基本分类在支出中所占比例亦相对较大,因此其

PPP的精确度很重要。
电力基本分类只包含5种规格品,除一个国家

仅对其中的三种统一采价外,其余所有国家都对

这5种规格品进行了统一采价。这5种规格品都具

备类似的相对价格,因此抽样差异性很小。诸如

奶规格品及蛋类规格品亦呈现出相似情况,这可

能是由于其基本分类下包含的规格品数量较少。
医药规格品基本分类包含43种规格品,但各国

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仅有8种至19种不等,
正因为样本容量较小,加之药品本身价格固有的差异

性,因此其呈现出的抽样差异性较为合理。鉴于该基

本分类的重要程度以及各国对所有规格品予以统一采

价的难度,因此选用较大采价规格品数量是合理的,
但应加强对规格品规格的审查。

表7.3给出了大米基本分类与上述其他四个基

本分类在各国的标准偏差,以及建议的采价规格

品数量 (与2005年 “环”调查规格品数量相比)。

表7.3 统一采价的规格品目标数量示例

规格品
相对价格的
标准偏差

统一采价规
格品目标

数量

2005年 “环”
调查规格品

数量

大米基本分类 0.05-0.30 10-15 6

新鲜水果或冷藏水果 0.19-0.37 10-15 12

服装基本分类 0.24-0.30 70-100 68

电力规格品基本分类 0.03-0.17 3-5 5

医药规格品基本分类 0.26-0.38 50+ 43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根据附件B中表7B.1的指导性数据得出了本

表的目标样本容量范围。若基本分类在支出中的

占比超过平均水平,则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

量应相对大些。
大米基本分类的价格水平在各国间的差异相

对更大,范围介于0.05~0.30之间,这说明,若

某国或某地区不满足仅达到15%的精确度水平,
而希望达到10%,那么该国或该地区则应至少对

10种以上的规格品予以统一采价。
因每个国家仅有很少供应商能够提供电力规

格品,所以电力规格品价格差异微乎其微,所有

国家间的相对标准误差范围仅为0.03~0.17
(0.17的标准偏差表明应对D国规格品价格予以再

次审查)。如此小的标准误差允许每个国家仅需对

三至五种规格品予以统一采价即可达到90%的置

信度,而由此得出的PPP处于目标值上下5%的范

围内。如前所述,牛奶规格品和蛋类等基本分类

亦呈现出极小的价格差异性。
另一个应予以考虑的因素是基本分类的相对

重要性。若某基本分类是某国消费篮子中最重要

的构成项,那么该国会希望能精确度量其相对价

格,因此,该国或该地区将会统一采价足够的规

格品数量以达到5%~10%的精确度。但是,若该

基本分类在该国消费篮子中所占比例很少,那么

该国可能会将精确度目标降低至10%~15%,以

将更多的资源留待更重要的基本分类使用。正如

服装基本分类需要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相

对较大,是因为该基本分类下属规格品种类繁杂

且其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非常大。
最后一个需考虑的因素是并非每个国家都有

能力对每种规格品予以统一采价。因此,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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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品目标数量以使每个国家都能达到最低要求

的采价规格品数量。换言之,随着各国间匹配的

规格品数量减少,将需指定更多的规格品以使每

个国家都能提供最低要求规格品数量的价格数据。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各国予以统计采价的规格

品数量应大致相同,因为规格品所占支出比例难

以衡量,而衡量此类规格品的方法只有参考其重

要性分类信息 (下一部分将予以探讨)以及各国

提供的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
以上关于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的指导性意

见将作为下一程序的基础,即选择区域篮子中的

规格品集用于价格调查。

选择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种类并将其划分

为重要规格品或非重要规格品

  如本章第一部分所描述,在开始展开测算程

序时,每个国家应先向其所在区域协调员提交对

其经济为重要性规格品的规格品规格。制定地区

规格品目录是个循环反复的迭代过程,期间各国

及各地区区域协调员共同就最终规格品目录进行

探讨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的地区规格品规

格目录将包含某些国家提交的其他国家也可提供

的但对这些国家而言并非重要的规格品。

背景资料

现在已清楚,在测算PPP时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价格需具备可比性。但

自国际比较项目成立以来便面临一个两难困境,
即使某种规格品可能在若干国家都有存在,但可

能只在部分国家的消费支出中占重要或非常重要

的比重。例如,在A国被大量消费但在B国却未

被大量消费的某种大米规格品PPP是否应被B国

标记为 “重要性规格品”呢?
为解决该问题,欧盟统计局-OECD在其

PPP项目中采取以下做法,让每个国家将用于价

格采集的各规格品归类为以下两类的其中一类,
即 (1)具备代表性,或 (2)不具代表性但仍具

可比性。代表性规格品或重要性规格品为在其所

属基本分类中对本国消费支出贡献重大的规格品。
仅在本国基本分类各规格品中区分代表性或非代

表性规格品。
每个国家都希望统一采价基本分类中在本国

被大量消费且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较大的规格品,
而尽管这里面某些规格品有可能在其他一些国家

也存在,但也许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还有对其经济

更为重要的其他规格品。据此欧盟统计局-OECD
的PPP项目制定了GEKS法,各国采用该方法将

每种规格品区分为代表性规格品或非代表性规格

品,以备衡量规格品重要性之用。
在2005年轮ICP中,所涉及区域所有国家也

采用了代表性规格品或非代表性规格品归类法,
“代表性规格品”指的是基本分类各规格品中所占

支出比重较大且其价格能代表该基本分类所有规

格品的价格水平的规格品。过去几年中,参加欧

盟统计局-OECD的PPP项目的国家以及独立国

家联合体 (CIS)地区的国家一直采取区分代表性

规格品或非代表性规格品的方法,但其他地区因

此方法涉及到价格水平而难以进行此种区分。尽

管所有国家都尝试过要采用该分类方法,但很显

然最终他们还是采用了其他标准。因此,2005年

轮ICP并未将 “代表性”纳入计算PPP的考量范

畴。但是,正如第4章所述,仍需制定一些方法以

区分对某国而言重要的规格品。

将规格品归类为重要规格品或非重要规格品

对于2011年轮ICP,欧盟统计局-OECD以及独

立国家联合体 (CIS)地区以外的所有国家将被要求

将本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的所有可提供的规格品和

服务区分为重要性规格品和非重要性规格品,若该国

无法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那么该重要与非重要分类

则不适用于此商品或服务。各商品或服务的重要性将

由参考其在该基本分类规格品中所占支出比重决定。
被某国标记为重要商品的规格品将在计算PPP时予以

更多的关注。
通过参考支出比重来定义某规格品的重要性将出

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各国从未被要求提供基本分类

层级以下的各规格品所占支出比重信息。而基本分类

所占支出比重实际上已被定义为各国被合理要求提供

的支出比重中最详细的支出信息,因此不可能再期望

各国将具体的规格品和服务再按其具体支出比重予以

分类。取而代之的是,各国被要求确定,若各规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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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格品层面上有相关支出比重信息,某规格品在基

本分类中所占支出比重是较大还是较小。若某规格

品所占支出比重 (已知)被认为是较大,则该规

格品将被标记为重要性规格品;反之若较小,则

为非重要性规格品。
决定某规格品为重要规格品或非重要规格品

的三项基本原则为:
1.该规格品是否在消费价格指数测算范围内。

若某规格品与本国消费者或零售物价指数中某测

算规格品相同或类似,那么该规格品通常都被该

国标记为重要规格品 (但是,某些在国际比较项

目列表上但并未在消费价格指数测算规格品列表

上的规格品也有可能为重要规格品)。
2.采用专家判断法或常识判断。即调查员应根

据自身常识来判定香烟、肥皂粉、饼干、牙膏等规格

品中哪些是随处可见且被大量消费的规格品品牌。
例如,车达奶酪可能几乎在所有商店都有销售,

但布里干酪可能仅在专卖店才有,因此,车达奶酪应

被标记为重要规格品,而布里干酪则为非重要规格

品。克里奈克斯纸巾在各大超市和药房均有销售,那

么 “100抽克里奈克斯纸巾”则应被标记为重要规格

品,而其他品牌的面巾纸则为非重要规格品。
3.咨询相关专业人士。绝大多数情况下,这里

所指的专业人士多为店主。因为商店运营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店主对哪些规格品是畅销品而哪些规格品销售

量稍次等信息的掌握。例如,对于规格品列表上给出

的两种类型早餐麦片 “家乐氏玉米片 (家庭装)”和

“家乐氏乡村商店穆兹利 (500克装)”,店主可能会

说这两款规格品都是畅销品,因此可能应都是重要规

格品,但事实是只有一种规格品的销售量最大,故而

销售量最大的那款才应标记为重要规格品,而另一款

则为非重要规格品。
重要规格品指的是在其所属基本分类中占有

较大支出比重的规格品,该规格品可能在整个居

民消费支出中仅占非常小的比重,但在其基本分

类规格品中仍是重要规格品。例如,在许多国家,
买酒的仅是少数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葡萄酒基

本分类下的所有规格品都是非重要性规格品。在

葡萄酒基本分类下,仍有一两种葡萄酒规格品为

畅销品,葡萄酒商家能准确地予以区分,且这些

畅销葡萄酒规格品也将被标记为葡萄酒基本分类

下的重要性规格品,尽管其在整个居民消费支出

中所占比例可能非常小。
某些基本分类下的规格品种类异常繁杂,换而言

之,这些基本分类包含一系列用途各异的细小分类规

格品。对于繁杂基本分类而言,在决定各规格品重要

性之前,应将基本分类下各规格品再划分为更小的同

类子群。例如,对于包含报纸、书籍和文具等规格品

的繁杂基本分类,应首先将其各类规格品划分至报

纸、书籍和文具三个子群后,再决定某具体规格品的

重要性。另外,服装基本分类因其包含男装、女装和

童装,亦属繁杂基本分类,在决定某规格品重要性之

前也应首先将各规格品归类到男装、女装和童装这三

个类别之下。
国际比较项目支出分类依据的欧盟统计局-

OECD分类标准中,许多繁杂基本分类都包含了

更为繁杂和具体的规格品组合。国际比较项目支

出标准显示了此类更繁杂的基本分类中哪些应被

予以合并,以供国际比较项目所涉及地区之用。
此指导性意见对于在将规格品区分为重要性规格

品和非重要性规格品之前进一步划分繁杂基本分

类而言益处颇多。
不论是在制定规格品列表时,亦或是在验证各规

格品价格时,都应考虑规格品重要性这个因素。在制

定核心列表和区域规格品列表时,相关调查员须通过

预调查来决定各基本分类下的重要性规格品,以确保

此类重要性规格品出现在核心列表和地区列表中。
在完成制定核心列表和区域列表之后,各国

调查员接下来应考虑各基本分类下所有规格品。
这两份列表已包含本国标记为重要性规格品的规

格品,但现在还需将本地区其他国家标记为重要

性规格品的规格品纳入其中。则可以采用上述三

条基本原则评估所有这些规格品并将其归类为重

要性规格品或非重要性规格品。
被标记为非重要性规格品并不意味着该规格品可

予以忽略。各国需提供其标记为重要性规格品的所有

规格品价格信息,但同时也被要求提供标记为非重要

性规格品的价格信息,以备各国间价格比较之用。
最后,本章章首部分所列各指导性意见应用

于决定各基本分类应包含的规格品数量以及各国

应予以统一采价的最小规格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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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设计及销售网点数量的确定

本部分将提供确定销售网点数量及其类型和

地点位置所需的各指导办法。如第4章所述,规格

品目标价格指的是利用某规格品每月在各销售网

点的售出总量,得出的该规格品一年中不同时期

在全国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此定义表明样本须

包含全国全年的规格品。在某些国家,可使用辅

助数据将该国首都城市数据调整为全国数据并将

某个时间点价格调整为全年价格。
规格品样本容量大小的需求并非由国家大小

而定,而是根据该规格品在整个零售市场的价格

不均匀性而决定。某规格品在零售市场的价格差

异性越大,则要达到相同水平的精确度所需要的

样本容量也越大。
尽管按要求数据采集中必须包含全国年均价

格信息,但各国仍可根据其可用信息框架来制定

本国抽样结构和选择令其满意的销售网点。理想

情况下,各国都应有一份包含所有消费者经常消

费的销售网点信息的框架体系或登记表,并且每

个销售网点都可提供销量数据。根据各销售网点

规模大小将此登记表中的销售网点划分为不同等

级,或是根据与销量成比例的概率选择销售网点

样本。可问题是,即使有相关估计各销售网点规

模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常常并不能反映规格品的

销量。例如,某肉类市场可能同时也在销售水果

和蔬菜规格品,该市场的销量则比实际肉类销量

要大。从成本考虑出发,较好的处理办法是采价

员将其所到销售网点内所有规格品价格信息全部

采集。
基于上述各种原因,2005年轮ICP价格采集

所采用的是销售网点立意抽样法,此抽样方法为

消费价格指数价格调查的惯用方法。从制定消费

价格指数框架着手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2009年,第5章)。但有一个问题,许多国家的消

费价格指数价格调查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该抽

样方法在城镇和农村的相对价格随时间变动情况

一致时较为适用,但是许多国家城镇和农村间存

在明显不同的采价模式和价格水平,即使这种不

同的采价模式和价格水平反映的是同种随时间变

化的价格变动,其价格水平仍可能差异很大。在

此情况下,应在农村和城镇采集足够大的样本容

量,以确保能为不同地区提供可靠的测算结果。
各国应采用居民消费支出最新调查中的信息来确

定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覆盖范围。附件B中的表

7B.3为农村支出占某国家某规格品总消费支出比

例概览。表7B.3的数据表明农村支出在食品总消

费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大,农村消费规格品与城镇

消费规格品极有可能差别很大,同时还表明某些

调查规格品如汽车可能只在城镇才有销售。
关于2005年轮ICP的价格调查最具争议的一

个问题可能是城镇和农村价格覆盖程度的问题。
附件B中的表7B.4提供了针对此问题的一些解

答,列示出了不同国家的城镇和农村覆盖范围。
此表说明农村价格覆盖范围缺乏一致性,这导致

某些情况下数据可靠性出现问题,因此,2011年

轮ICP的目标之一即是改善农村价格覆盖范围。

表7.4 销售网点类型及所在地区指标

销售网点类型 示例
首都或省会城市、
其他城镇、农村

大型商店
超市、大 型 超 市、百 货
公司

中小型商店
 小型超市、报亭、街坊小

商店、杂货店、便利店

市场
开放市场、封闭市场、菜
市场

街边摊 移动商店、地摊

批 发 店 和 折
扣店

批发店、折扣店

专卖店 供料库、五金店、家具店

私 营 服 务 提
供商

出租车、酒店、饭店、私
立学校、私立医院

公共或半公共
服务提供商

供水公司、电力公司、公
办学校、公立医院

其他类型交易
 在线 (互联网)购物网站、

目录邮购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销售网点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不同规格品

有不同的销售分布情况 (参见表7.4)。某些规格

品大部分都在超市销售,但同时在从专卖店到当

地传统市场的其他销售网点可能也有销售,因此

同一种规格品的价格可能因销售网点类型不同而

呈现出差异 (因为不同的销售网点提供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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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服务质量,可能不同)。基于上述原因,在选择

销售网点时应考虑到不同类型的销售网点及其在

总体支出中所占的相对比例。此环节中由于缺少

不同销售网点或不同销售网点类型的样本框架体

系,因而通常需要有专业人士的判定。以下为选

择销售网点时的一些指导意见或考虑因素:
• 根据类型选择销售网点时,所选销售网点

数量应与被调查规格品在该销售网点的销量成

比例。
• 应考虑相同类型和不同类型销售网点的价

格差异性。附件B提供的关于予以统一采价的规

格品数量的相关指导意见在此环节亦适用,且还

可应用于确定采价过程中应包含的销售网点数量。
换而言之,应使用不同销售网点间的规格品价格

预期标准偏差作为指导性参考数据。若标准偏差

可以测算,则可采用近似值法或四分之一法 (最
高价格与最低价格之间)。

• 还应考虑销售网点所在地区类型,尤其是

城镇还是农村。同样,不同地区的销售网点数量

应与某地区销量成比例。
• 需确定应采集的销售网点数量或价格观察

值。需提供价格差异性的相关信息,并根据附件A
中的指导意见确定所需精确度水平。

根据销售网点类型和所在地区以及销量来选

择销售网点的优势是此方法提供了一个自加权抽

样样本,从而简化了全国年均价格的测算。
基于数据使用者提出的疑问,在2011年价格

采集中,各国被要求为规格品价格的每一观察值

提供以下指标。此环节允许各国打破全国年均价

格的框架而将其分为城镇价格和农村价格,以更

好地了解价格分布情况,并对规格品的覆盖范围

问题做出回应,而这些信息也将使各国能够更好

地理解农村和城镇价格水平是怎样从根本上影响

本国PPP。
对于国际比较项目而言,销售网点数量或价

格考察数量将取决于要求达到的精确度及某规格

品在其所属基本分类规格品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因此不同国家的样本容量大小可能各不相同,并

且本国各销售网点间的价格变异情况也可能与其

他国家不尽相同。恰当的样本容量是一系列因素

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最终结果,本国协调员可能

也很希望就这方面的问题与地区协调员好好协商。
还需谨记的是,某规格品PPP是两个不同国家的

评估平均价格的比率,因此当其他国家根本没有

或者没有能力保证某些规格品评估价格的高度精

确时,花费大量资源在精确度上对于任何一个国

家而言都并非明智之举。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多

探讨和一些地区层面上的统一指导,这些指导需

具体到具体的国家和具体的规格品。
采集销售网点价格的难度和成本将随规格品

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巨大差异。在某种类型规格

品的相关价格很难采集的情况下,例如此类规格

品不常见且只在非常分散的销售网点销售,基于

成本效益考虑,则应该放弃采集此类规格品的任

何价格信息,而将资源集中在采集更重要和更常

见的规格品价格上。虽然这种策略可能会增加重

要规格品的价格考察总数,但因减少了予以统一

采价的规格品数量,故需注意其引起的偏差风险。

数据审核环节在整个调查框架体系中的作用

如本章开篇所述,在各调查程序中,决定规

格品规格和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是个迭代

过程,因此在第一次数据采集之后,采用第9章将

具体阐述的Quaranta-Dikhanov表中的诊断法对规

格品规格予以审查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表7.2中的

大米基本分类示例表明,该基本分类标准偏差的

变动范围在0.05~0.30之间,而各规格品中,中

粒型大米规格品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因

为其规格品规格太 “不严谨”,也或许是某些国家

曲解了该规格品规格。任何导致某规格品相对价

格标准偏差超过0.30的规格品规格,或与其他国

家不相同的规格品规格,都应彻底予以审查和验

证。验证结果有可能是该规格品不具备可比性,
则应从规格品列表中剔除;或者应重新定义该规

格品的规格品规格,以供下一轮数据采集之用。
2011年轮ICP将引进规格品重要性这一概念,

并且每个国家都需对予以统一采价的所有规格品

进行规格品重要性分类。数据验证环节也将对重

要性规格品或非重要性规格品进行编码以确保所

有国家对各规格品编码一致。若重要性规格品的

确反映的是在其所属基本分类中占支出比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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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格品,那么可以预测,重要性规格品相对价

格将比非重要性规格品更接近相对价格平均值。
因为在数据审核环节将完成重要性编码工作,

所以各国还被要求对本国认为是不太重要的规格

品进行采价。对此,一项简单的指导方法是统一

采价那些在调查重要性规格品的各销售网点中有

出售的非重要性规格品,各国无需为了统一采价

非重要性规格品而下大功夫特意再增加销售网点。
基于统计中的各基本分类下规格品相对价格

的差异性问题,给予地区协调员一些指导性意见,
以确定将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这些指导

性意见,加之各基本分类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相

对比例等因素,将最终决定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

品数量。也将采用类似原则确定销售网点数量以

及将获取的价格观察值。
最后一项重要要求为,应对每项价格考察予

以编码,以表明销售网点类型及其所在地区 (城

镇或农村),这为确定某一规格品是否在各国之间

具有可比性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总结和结论

调查框架为测算PPP之用的价格信息采集提

供了依据。通过对规格品特征和属性进行非常严

谨和细致的描述,可确定规格品是否具备可比性。
考虑到不可能对消费者可能购买的所有规格品予

以统一采价,那么就需要确定各基本分类下应予

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以及采用何种策略以

确保获取的价格为全国年均价格。各国消费的规

格品大不相同,因此还需考虑各规格品的相对重

要性。本章根据2005年轮ICP的相关数据为上述

问题提供了一些参考,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辅助信

息来改善2011年轮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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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结构化产品描述

  结构化产品描述 (SPD)为系统地描述消费者

可能购买的全部规格品的所有价格的决定特征提

供了一套结构化方法,这些特征用于定义可购买

到的规格品的种类,例如牛奶规格品。表7A.1和

表7A.2分别为牛奶规格品结构化产品描述和女装

结构化产品描述。

表7A.1 奶规格品结构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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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A.2 女装结构化产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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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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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确定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及采价点数量

  本附件将提供根据各基本分类具体情况确定

所需的规格品规格数量,各国应予以统一采价的

规格品数量,以及每种规格品所需的价格考察数

量。采价点数量指的是应价格调查需要而抽选的

销售网点数量。
接下来便是审查样本容量大小,不论是应予

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还是价格考察数量,与

关系到全国年均价格或基本分类PPP的可能边际

误差或所需要的精确度之间的关系。相同的边际

误差同样适用于测算基本分类PPP所需要的精确

度水平。此分析采用了经典抽样理论。中心极限

定理表明,如果重复地从某算术平均数为μ、有限

方差为σ2的总体中抽取样本,那么从该总体得到

的许许多多样本平均数的分布将接近正态分布,
该正态分布平均数为μ、方差为σ2/n且随样本容

量大小n的增加而减小。
样本平均数反映的是总体平均数的无偏估计,

因此,超过一定数量后,样本平均数不偏离总体

平均数的概率可由正态曲线的覆盖区域推算得出。
这样,可能边际误差即可附加到样本平均数上。
而关于抽样误差和置信区间的解释在任何一本有

关概率论或数理统计的教科书中都可找到,故此

不再赘述。
事实上,总体标准偏差σ是未知的,但是可根

据样本本身或相同总体中抽取的其他样本,或之

前所做调查等信息进行估计。将标准偏差相对值

替换成标准偏差测算值s很方便,再用其除以估计

平均数m,得到的s/m,即为确定全国平均价格过

程中价格采集阶段得出的相对标准误差。此方法

还可用于估计Quaranta表和Dikhanov表中相对价

格的相对标准偏差。
现在即可创建相关的表格,比如,反映确保

样本平均数偏离总体平均数的概率不超出某特定

值而所需最小样本容量数据的表格 (参加表

7B.1)。创建表格同时还基于所需要的显著水平

为10%的假设。通过以下例子说明此假设的

作用。

表7B.1 达到目标精确度及相对标准偏差所需

样本容量大小,显著水平为10%

目标精确度 (%)

估计的相对标准偏差s/m

0.05 0.1 0.2 0.3 0.4

规格品数量或规格品考察数量

5 3 10 45 100 176

10 1 3 10 25 100

15 1 5 10 20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如果估计的相对标准偏差s/m为0.2或20%
(第三列),所需要的精确度水平为5% (第一行),
那么得出第一行第三列对应的值为45。这说明样

本容量需要为45,才可确保有90%的概率样本平

均数不会偏离总体平均数的5%。
总体方差越大,给定样本容量的样本估计平

均数的精确度就越低;相反,总体方差越小,给

定样本容量的样本估计平均数的精确度就越高。
为达到既定的精确度水平,比如说5%,所需的样

本容量可能会随相对标准偏差变大而急剧增大。
例如,当s/m的值从0.2上升至0.3时,所需最

小样本容量比之前的两倍还多,从45增加到

了100。
表7B.2呈现的是所选国家和规格品的相对标

准偏差及抽样误差。主要表明各基本分类间的价

格差异性非常大。例如,大米基本分类的价格就

比服装基本分类均匀。在确定予以统一采价的规

格品数量时必须考虑到价格的差异性因素。故列

出表7B.3和表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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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B.2 基本分类PPP、规格品PPP的相对标准偏差、予以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相对标准偏差,以及抽样误差

国家

A国 B国 C国 D国 E国 F国

汇总基本分类PPP 2.933 634.5 676.9 4.052 285.6 7.879

基本分类PPP的相对标准偏差 0.245 0.234 0.2856 0.2981 0.298 0.303

基本分类

大米基本分类 (包含6种规格品)

 PPP 1.794 853.146 1046.6 4.801 19.975 319.551

 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 2 5 2 6 3 3

 相对标准偏差 0.050 0.172 0.236 0.285 0.298 0.303

 相对抽样误差 0.035 0.077 0.169 0.117 0.172 0.175

新鲜水果或冷藏水果基本分类 (包含12种规格品)

 PPP 1.770 384.203 327.819 1.900 15.649 276.714

 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 7 6 11 9 11 9

 相对标准偏差 0.374 0.252 0.194 0.32 0.188 0.202306

 相对抽样误差 0.141 0.103 0.058 0.109 0.057 0.067

服装基本分类 (包含68种规格品)

 PPP 2.863 689.751 925.769 4.898 22.222 393.127

 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 38 46 47 58 54 41

 相对标准偏差 0.252 0.261 0.243 0.300 0.243 0.239

 相对抽样误差 0.041 0.039 0.035 0.039 0.033 0.037

电力规格品基本分类 (包含5种规格品)

 PPP 5.674 853.378 828.622 1.2855 14.729 349.603

 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 5 5 5 5 5 3

 相对标准偏差 0.039 0.039 0.039 0.169 0.094 0.081

 相对抽样误差 0.018 0.018 0.017 0.076 0.042 0.081

医药规格品基本分类 (包含43种规格品)

 PPP 4.398 955.445 1212.91
 

7.88 18.289 310.953

 统一采价的规格品数量 12 19 8
 

12 13 12

 相对标准偏差 0.384 0.268 0.271
 

0.262 0.277 0.329

 相对抽样误差 0.111 0.062 0.096
 

0.076 0.077 0.095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表7B.3 农村支出占总支出比例 (部分国家和规格品)

基本分类 塞内加尔 南非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哈萨克斯坦 也门

大米 51.28 43.71 67.31 57.24 24.76 45.88 36.30

其他谷类、面粉及其他产品 63.44 54.06 63.18 69.92 34.06 66.33 60.84

面包 25.54 32.37 36.36 30.88 9.61 33.44 3.53

其他烘焙食品 68.66 15.58 51.80 40.30 16.61 37.75 34.16

通心粉规格品 23.30 18.61 34.65 37.91 20.29 51.18 23.97

牛肉和小牛肉 13.25 29.50 60.05 24.00 19.94 33.90 23.29

041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续表

基本分类 塞内加尔 南非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哈萨克斯坦 也门

猪肉 8.48 18.81 65.26 55.76 32.08 35.12 0.00

羔羊肉、绵羊肉和山羊肉 31.39 17.01 53.20 46.05 29.41 79.06 33.72

家禽 14.40 34.59 57.49 32.04 21.36 31.09 31.61

其他肉类和肉制品 46.37 19.34 68.68 16.35 20.99
 

24.11 20.61

新鲜、冷藏或冷冻的鱼类和海鲜 27.42 16.31 68.68 44.34 30.50 34.62 22.85

腌制或加工的鱼类和海鲜 46.07 41.22 59.20 50.66 15.83 20.67 31.03

鲜奶 50.35 22.82 55.59 24.68 22.91 47.41 90.13

酸奶和其他奶制品 17.38 30.88 49.99 22.85 13.13 40.41 50.10

奶酪 1.23 13.41 0.00 3.79 13.08 19.77 17.69

蛋类和蛋类规格品 5.34 33.41 56.37 41.30 23.90 34.67 29.43

黄油和人造奶油 7.05 24.41 46.47 11.04 13.62 40.19 51.42

其他食用动植物油 41.80 37.28 57.76 51.48 24.20 43.78 34.01

新鲜水果或冷藏水果 42.81 26.59 48.22 39.20 15.10 27.22 28.27

冷冻水果、蜜饯或加工水果,以及水果规格品 71.07 18.19 45.98 44.43 28.67 27.89 35.03

新鲜或冷藏蔬菜 (土豆除外) 31.33 29.96 57.24 48.99 26.41 34.49 30.46

新鲜水果或冷藏土豆 26.79 38.46 66.31 50.71 23.77 42.08 30.91

冷冻蔬菜、榨菜或加工蔬菜,以及蔬菜规格品 19.85 31.57 59.37 45.20 18.16 42.07 31.41

糖类 48.32 47.72 61.93 53.15 29.83 44.48 44.66

果酱、柚子酱和蜂蜜 32.00 21.23 27.76 20.95 19.40 45.15 36.16

糕点、巧克力和冰激凌 20.27 14.41 48.26 19.30 11.76 38.17 45.14

未被包含的其他食品 41.94 27.50 56.42 35.98 18.72 37.95 39.13

咖啡、茶和可可 50.33 31.18 48.59 45.55 22.88 44.24 45.78

矿泉水、软饮料和果汁、蔬菜汁 16.93 22.58 29.32 13.76 11.01 29.76 20.22

烈酒 27.10 20.02 60.25 80.09 13.07 45.77 0.00

葡萄酒 23.04 26.13 79.00 47.24 16.60 34.52 0.00

啤酒 22.35 34.65 38.20 28.95 13.37 25.03 0.00

烟草 48.75 23.65 62.12 48.87 13.68 34.53 27.31

服装布料、其他服装原料和服装配饰 31.57 27.61 63.07 43.78 12.92 28.91 33.56

服装 40.00 26.02 55.92 42.74 12.75 34.11 29.89

服装清洁、修补及租用 28.58 10.77 58.69 36.92 9.16 13.55 33.84

鞋和其他鞋类产品 29.79 27.41 50.99 40.29 12.69 36.71 31.85

鞋类规格品维修及租用 31.25 0.00 0.00 0.00 0.00 0.00 30.28

实际和虚拟的房屋租金收入 25.95 18.57 1.99 25.29 8.52 0.00 9.41

住房的维护和维修 59.64 14.70 63.09 37.73 13.69 0.00 21.49

供水 15.80 8.71 18.71 8.66 3.50 18.45 18.26

住房相关的杂项服务 0.00 7.09 0.00 0.00 12.01 2.23 61.10

电力 6.30 16.99 36.61 29.57 8.55 32.82 10.88

天然气 6.08 54.03 35.12 25.25 17.19 40.62 39.78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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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B.4 销售网点位置分布信息

国家/经济体
销售网点位置分布信息

地区或州或省份 城镇或农村

孟加拉国 23个区 (共64个区) 城镇37个和农村20个 (大多数都包含在消费价格指
数之中)

不丹 20个区和2个大城市 2个城市、21个小城镇以及所有主要农村

文莱 3个区 小乡村

柬埔寨 首都和5个省级城市 城镇

中国 11个大城市 主要为城镇

中国香港 城镇和农村

中国澳门 全部地区

中国台湾 16个调查地区 城镇和农村 (8个城市和34个乡镇/镇区)

斐济 2个城市和4个乡镇 小乡村

印度 22个州 31个中心城区 (采集所需所有价格数据)以及201个
农村村镇 (只采集食品、服装、鞋及教育相关数据)

印度尼西亚
28个省份 (代表从城镇到农村、从东到西
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外岛以及大中型城
市)

伊朗 30个省份 30个省份的城镇 (30个省会城市以及50个其他城市)
和28个省份的农村 (62个村镇)

老挝 首都和7个省份 首都的城镇,4个省份和3个省份的农村

马来西亚 14个州
城镇 (36个省会城市以及市中区)和农村 (15个农村
集镇)

马尔代夫 首都和4个其他岛屿 小乡村

蒙古 首都和21个省份 城镇 (首都以及2个其他城市)和农村 (19个省份)

尼泊尔 4个地区 (山地地区、丘陵地区、德赖平
原,以及加德满都) 城镇 (14个中心城区)和农村 (17个集镇)

巴基斯坦 4个省份 城镇 (35个城市和71个市场)

菲律宾 17个地区 首都的城镇,其他城镇和农村

新加坡 所有地区 小乡村

斯里兰卡 24个区
城镇和农村 (17个城镇和农村、3个只在城镇、4个只
在农村)

泰国 首都和16个省份 城镇

越南 20个省份 城镇和农村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城镇

玻利维亚 首都和3个其他城市 城镇

巴西 6个主要城市 城镇

智利 首都和12个其他城市 城镇

哥伦比亚 首都和3个主要城市 城镇

厄瓜多尔 2个主要城市 城镇

巴拉圭 格兰亚松森 城镇

秘鲁 首都和4个其他城市 城镇

乌拉圭 首都和4个其他城市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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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经济体
销售网点位置分布信息

地区或州或省份 城镇或农村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城镇

澳大利亚 首都 城镇

比利时 首都 城镇

德国 首都 城镇

卢森堡 首都 城镇

荷兰 首都的主要城镇 城镇

捷克 首都 城镇

匈牙利 首都 城镇

波兰 首都 城镇

斯洛伐克 首都 城镇

斯洛文尼亚 首都 城镇

瑞士 首都 城镇

丹麦 首都 城镇

芬兰 首都 城镇

爱尔兰 首都 城镇

瑞典 首都 城镇

英国 首都 城镇

爱沙尼亚 首都 城镇

拉脱维亚 首都 城镇

立陶宛 首都 城镇

冰岛 首都 城镇

挪威 首都 城镇

法国 首都 城镇

希腊 首都 城镇

意大利 首都 城镇

葡萄牙 首都 城镇

西班牙 首都 城镇

塞浦路斯 首都 城镇

马耳他 首都 城镇

保加利亚 首都 城镇

罗马尼亚 首都的主要城镇 城镇

土耳其 首都 城镇

澳大利亚 首都的主要城镇 城镇

加拿大 首都的主要城镇 城镇

日本 首都的主要城镇 城镇

韩国 首都的主要城镇 城镇

墨西哥 首都的主要城镇 城镇

新西兰 首都的主要城镇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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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经济体
销售网点位置分布信息

地区或州或省份 城镇或农村

美国 首都的主要城镇 城镇

以色列 首都的主要城镇 城镇

阿尔巴尼亚 首都 城镇

波黑 首都 城镇

克罗地亚 首都 城镇

北马其顿共和国 首都 城镇

黑山共和国 首都 城镇

塞尔维亚 首都 城镇

亚美尼亚 全国

白俄罗斯 全国

哈萨克斯坦 全国

吉尔吉斯斯坦 全国

摩尔多瓦 全国

阿塞拜疆 首都 城镇

乌克兰 首都 城镇

格鲁吉亚 首都 城镇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食品-全国,其他规格品-首都

安哥拉 9个省份 城镇 (省会城市)和2~3个省会城市周边乡镇

贝宁 全部12个省份 城镇 (城市中心)和农村 (城区周边村镇)

博茨瓦纳
所有开展人口普查的地区,且每个地区至
少有一个采价中心 (这些地区人口占总人
口的32.52%,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69%)

城镇 (所有城镇和63%的城市村镇)和农村 (4%的农
村村镇)

布基纳法索 10个地区 区域中心,以人口最多方圆20公里的农村

布隆迪 7个区域 城镇 (城市中心)

喀麦隆 全部10个区域 城镇 (10个城市中心)和农村 (10个集镇)

佛得角 3座岛屿 3座岛屿的城镇和农村

中非共和国 7个行政区/10个县 城镇 (城市中心)和农村 (城市中心周边最近的村镇)

乍得 8个地区 城镇和其他农村市集

科摩罗 全部3座岛屿 城镇和农村 (331个城镇和村镇)

刚果民主共和国
 

11个省份 城镇 (10个城市中心)和农村 (10个集镇)

刚果共和国 11个省份 城镇 (6个城市中心)和农村 (20个集镇)

科特迪瓦 首都和全部其他9个区域
城镇 (10个区域中心)和农村 (区域中心周边9个最
大的辖区)

赤道几内亚 6个省份/8个自治市 城镇地区或农村地区

埃及 11个省份 (66个采价中心) 城镇 (2个省份),城镇和农村 (9个省份)

埃塞俄比亚 13个地区 亚的斯亚贝巴、12个城镇和新农村

加蓬 5个地区和2个最大城市 城镇 (123个销售网点)和农村 (7个周边市集)

冈比亚 全部8个地区/8个地方政府辖区

441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续表

国家/经济体
销售网点位置分布信息

地区或州或省份 城镇或农村

加纳 10个地区 41个城镇和19个农村市场

几内亚 首都和其他4个地区
城镇和农村 (1个区域首府城市、4个地区每个地区1
个邻近首府的村镇周市场)

几内亚比绍 首都和其他7个地区 城镇和农村 (首都城市1个,其他每个地区2个)

肯尼亚 全部区域 内罗毕 (10个地区)、15个城市中心以及10个新农村

莱索托 全部10个区域 城镇以及每个区域另外1~2个村镇

利比里亚 全部5个区域
城镇 (5个最大的城镇区域)和农村 (最大城镇周边的
农村村镇)

马达加斯加 6个省份
城镇 (7个大型城市中心和8个其他城市中心)和农村
(25个农村销售网点)

马拉维 全部27个区 (利科马岛除外) 城镇和农村:4个城市及29个农村村镇 (总共6个域:
4个城市区域、其他区每个区1个)

马里 首都和其他8个区域 城镇和农村

毛利塔利亚 13个区域
城镇 (13个区域中心)和农村 (3个区域中的5个农
村村镇)

毛里求斯 全部10个区 城镇和农村

摩洛哥 8个地区 城镇 (8个区域中心)和农村 (14个农村市场)

莫桑比克 4个省份 城镇 (4个城市)及农村 (每个省2个村镇)

纳米比亚 3个地区 (13个区域中的9个) 城镇 (首都)和周边农村

尼日尔 首都和其他7个行政区
城镇 (首都城市以及其他7个区域中心)和农村 (邻
近的7个最大农村市场)

尼日利亚 6个地区
6个地区中按城镇/农村抽样出的46个农村村镇以及

23个城市中心 (以达到每种规格品在每个中心完成5
个价格观察值的要求)

卢旺达 首都和其他全部12个省份
城镇 (首都、其他12个省会城市以及3个其他城市)
和农村 (每个省1个销售网点)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2座岛屿/8个区 城镇 (29个城市中心)和农村 (14个集镇)

塞内加尔 5个区域 城镇 (8个城市中心)和农村 (5个集镇)

塞拉利昂 4个省份/区域 城镇 (5个城市中心)和农村 (3个采价中心)

南非 9个省份 城镇 (50个采价中心)

苏丹 16个州 (苏丹北部地区)
城镇 (各州首府城市中28个最大型市场、每个州1个
除首府之外的其他城镇)和农村 (每个州另外2个农
村村镇市场)

斯威士兰 10个城镇 城镇 (10个城市中心)和农村 (9个集镇)

坦桑尼亚 7个地区 (11个区域)
城镇 (20个CPI采价中心其中的11个)和农村 (10
个相同区域每个区域1个采价中心、4个有周市场的村
镇每个村镇1个采价中心)

多哥 首都和其他5个区域 城镇和农村

突尼斯 7个区域/24个省 城镇和农村

乌干达 首都和其他4个地区
城镇 (6个城市中心、北部地区额外再增加1个城市中
心)和农村 (8个集镇)

赞比亚 全部9个省份 (41个区) 城镇 (10个城市中心)和农村 (38个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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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经济体
销售网点位置分布信息

地区或州或省份 城镇或农村

津巴布韦 全部10个省份 城镇 (88个城市中心)和农村 (32个集镇)

巴林 城镇

埃及 3个区域 城镇/农村

伊拉克 首都和其他几个大城市 城镇

约旦 3个区域/王国辖下12个州 城镇/农村

科威特 城镇

黎巴嫩 5个区域 大多数为城镇,少数农村村镇

阿曼 6个区域 城镇

卡塔尔 3个区域 城镇

沙特阿拉伯 大多数区域
大多数为城镇、某些规格品覆盖少数农村村镇 (贝都
因人村镇)

叙利亚 首都大马士革 大多数为城镇,农村地区覆盖范围相对较小

也门 大多数区域 大多数为城镇、某些规格品覆盖少数农村村镇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注:CPI表示消费价格指数。

参考文献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Interna-
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
velopment,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
ties,World

 

Bank,and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U-

nited
 

Kingdom.2009.Practical
 

Guide
 

to
 

Producing
 

Con-
sumer

 

Price
 

Indices.New
 

York
 

and
 

Geneva:United
 

Na-
tions.
World

 

Bank.2007.ICP
 

2005
 

Methodological
 

Handbook.http://

web.worldbank.org/WBSITE/
 

EXTERNAL/DATASTATIS-
TICS/ICPEXT/0,,contentMDK:20126612 ~ pagePK:

6000224
 

4~piPK:62002388~theSitePK:270065,00.html.

641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第8章 “环” 国比较: 链接各个区域
Frederic

 

A.Vogel

  第4、5、6章为测算基本分类PPP以及汇总

至GDP层级的PPP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是区域

层面 (第五章),然后是全球层面 (第6章)。测算

区域层面上的基本分类PPP是首先应该考虑的。1

为了便于比较,ICP将世界划分为几大区域。每个

区域均制定代表该区域内国家支出特征的商品与

服务清单,其中的许多规格品可能对于区域内的

很多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区域化方法尽管可以

提高区域内各国之间价格比较准确度,但是随之

所要考虑的区域间比较也十分重要。例如,我们

可以基于亚太区域的比较结果计算中国和印度之

间的PPP,但此时却无法计算巴西或美国与上述

两国之间的PPP。
这一情况凸显了ICP的一大困境。为了进行

对比,各个区域不仅要独立选择采价对象,而且

还要采用最适合该区域国家经济结构及统计能力

的PPP测算方法。本书的其他章节对不同测算方

法进行了阐述并且阐明了选择不同方法的理由。
第1章阐述了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等相关概念,
并且介绍了多边比较的特性。尽管这些特性适用

于计算同一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PPP,但是同样

重要的是,不同区域国家之间的全球比较也必

须符合这些特性要求。在不同区域内测算国与

国之间PPP还必须将固定性的概念纳入考虑范

围。这即是说,同一区域内各国的相对排名及

相对物量水平均须保持不变。举例来说,2005
年轮ICP亚太区的比较结果表明中国的实际

GDP比印度的实际GDP高出2.28倍。基于固

定性的概念,这意味着在将两国与世界其他地

区进行链接后,中国的实际GDP仍要比印度的

实际GDP高出2.28倍。
第4章不仅阐述了计算区域内及区域间各基本

分类PPP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说明了使用这两

组基本分类PPP链接不同区域国家时的要求。其

中,第一组为区域内基本分类PPP,它主要涉及

的是区域特定的规格品清单以及各个区域特定的

测算方法;第二组为多边的区域间PPP,它主要

是基于一系列全球规格品的国家平均价格 (我们

将该规格品组合称为 “环”国规格品清单)进行

计算。每一区域内的部分国家除了为其区域内的

规格品清单进行采价外,还将为 “环”国规格品

清单中的规格品进行采价。第6章给出了汇总上述

PPP以得到GDP层级PPP的方法。
本章将阐述2005年轮ICP中所用的链接法的

相关概念,并概括介绍根据区域规格品清单创建

全球规格品清单的步骤以及清单所适用的国家。
此外,本章还将审核采价与审核程序,提供相

关采价与审核结果,并且在本章的最后将讨论

就2011年轮ICP而言,吸取到的经验教训以及

相关建议。

链接法

方程式 (8.1)中给出的是链接两个区域的

“桥梁国”方法,该方法需要一个国家对两套区域

规格品清单进行采价 (世界银行,2007)。如果k
国提供了A、B 两个区域内的规格品平均价格,则

B 区域内任一国家t及A 区域任一国家s之间的

PPP可以按以下方程式推算得出:
PPPs,t=PPPs,k·PPPk,t (8.1)

其中PPPs,k 为根据s国和k国收集到的A区

域价格算出的两国PPP,而PPPk,t 是k、t两国

依据B 区域内价格计算的PPP。
此方法的一大问题在于s国和t国之间的PPP

会受所选链接国k国的影响,并且将因为两套区

域规格品清单所适用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可

能的PPP值数量为两个区域国家的数量总和。在

上一轮ICP中,日本被用于链接 “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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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区域与亚洲、以及墨西哥与拉丁美洲之

间的比较。但是该方法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而且

比较结果将受所选链接国家的影响,因此,2005
年轮ICP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新的区域间链接方

法,并将不再使用受链接国影响的区域链接

方法。
就2005年轮ICP而言,区域间PPP将作为货

币转换因子而使各区域价格具有可比性 (Diewert,
2004)。据 《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世界银行,
2007)第13章以及本书第4章和第6章所述,通

过区域间PPP可以得到不同区域的两国基本分类

PPP,从而获得不同区域内两国之间的PPP。在

《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第13章提到了的B区

域内t国与A 区域内s国间的PPP,其计算方式如

下所示:
PPPs,t=PPPs,A1·PPPA1,B1·PPPB1,t.

(8.2)
PPPs,A1是A区域计算出的区域基准A1国

(该国货币被用作该区域的基准货币)与s国之间

的区域内基本分类PPP。PPPA1,B1是区域A、B
内两种区域基准货币 (即区域基准国A1与区域基

准国B1的基准货币)之间的基本分类PPP。
ICP全球办公室通过 “环”国规格品清单所采

集的价格计算出了2005年轮ICP区域间PPP。
PPPB1,t 是区域B 内计算出的t国和基准国B1之

间的区域内PPP。
2005年轮ICP的目标在于确定如PPPA1,B1

等一组多边的区域间PPP,此PPP将不会依靠单

一国家而进行区域链接,而且也不会受到这两个

区域内基准国家和基准货币选择的影响。
在2005年轮ICP中,因为独联体地区的国家

缺乏相关资源,不足以提供 “环”国价格来进行

区域间的链接,所以采用了方程式 (8.1)所提到

的 “桥梁国”法。此外,还需注意的一点是,独

联体中各国的价格结构类似,因此它们可以通过

将俄罗斯作为桥梁国来进行链接。方程式 (8.2)
展示了在链接其他区域时的所用方法。区域间

PPP是通过各区域环国所采集的一揽子规格品价

格而计算的。如上所述,全球规格品清单被称为

“环”国规格品清单,即各个区域采价规格品的集

合,用于获取 “环”国价格。“环”国首先对区域

规格品清单中的规格品进行采价,再对环国规格

品清单采价。第4章和第6章已阐述了用于链接跨

区域各国之间的统计方法。但是,应本章所需,
图8.1中展示了一个简单示例来说明该统计流程,
这将是本章之后的重点。

图8.1的第1部分展示区域I中A至D国,
以及区域II中E至G国等基本分类中10种规格品

的 “环”国价格。所示价格均以本币表示。
最下面一排 (第2部分)展现的是各国与其区

域基准国的区域内基本分类PPP。A国是区域I的

基准国,而E国是区域II的基准国。“环国法”对

比的目的在于计算区域间PPP,即区域I与区域II
之间以及区域I与区域III之间各个基本分类的

PPP。因此,下一步即是将各区域的 “环”国价格

换算为同一区域货币。通过各国 “环”国价格除

以区域内PPP可以将各区域的 “环”国价格换算

为统一的区域货币。此类 “平减价格”如第3部分

所示,而基准国的价格将保持不变。
第3部分的矩阵包含按三个区域货币表示的三

个区域的有效价格。之前章节涉及的用于计算区

域内基本分类PPP的国家产品虚拟法将用于计算

“环”国平减价格矩阵中的区域间PPP。第4部分

表明区域I和区域II之间的PPP为10.56。由于将

区域I作为基准,因而其PPP为1。
由于各基本分类的区域PPP可对各国货币单

位予以统一,故称为区域链接因子。第5部分展示

了区域II内各国基本分类的全球PPP就是简单地

将该规格品的区域PPP乘以10.56,而基准国的全

球PPP就等于该链接因子。
全球链接因子的作用是为了将区域内的相对

物量保持不变,使最终的结果满足固定性,另外,
还将具有基国不变性和传递性的性质。但是,此

类性质将会受到 “环”国的影响。
使用多个国家来计算区域链接因子将大大优

于仅靠单一国家来计算的 “桥梁国”法。然而,
“环”国的概念仍然有赖于对 “环”国规格品清单

价格采集国家的选择,因为不同的国家组合将可

能产生不同的链接因子。下一节将说明如何选择

“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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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链接因子:具体例子

1 “环”国价格-基本分类 区域一 区域二 区域三

规格品 A B C D E F G H

1 2 100 25 20 600 等

2 5 12 900 450

3 6 270 15 1,000 400

4 320 70 180 5,000

5 8 280 120 120 2,000 500

6 210 60 100 350

7 50 140

8 120 12 100 80 800

9 2 10 25 1,500 150

10 40 260

2 PPP (区域内) 1 30 5 13 1 20 6

3 平减价格 区域一 区域二 区域三

规格品 A B C D E F G H

1 2 3 2 20 20 等

2 5 2 30 75

3 6 9 3 33 67

4 11 14 180 167

5 8 9 9 120 67 83

6 7 12 100 58

7 10 11

8 4 2 8 80 27

9 2 1 25 50 25

10 40 43
 

4 区域系数 (PPP)  

方法 一 二 三

国家产品虚拟法 1 10.56 etc.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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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国的选择

从理论上来说,所有国家都应对 “环”国规

格品清单进行采价,但由于资源问题,仅选择了

18个国家来组成样本以执行额外的采价工作。为

“环”国规格品清单采价而选出的18个国家是具有

一定针对性的,并非随机抽选而成;其中每个国

家都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拥有可与其他区域 (至少两个)进行对比

的广泛商品和服务

• 能为所有GDP总类提供价格及支出权重

• 愿意承担额外的 “环”国规格品清单采价

工作。
表8.1按区域列出了 “环”国。鉴于非洲有近

50个国家,而南美和西亚分别只有10个国家,因

而区域内的国家数量有所不同。由于独联体内没

有为 “环”国规格品清单采价的国家,因此将通

过既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清单采价,又对独联

体采价的俄罗斯来链接独联体以及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这使用的即是方程式 (8.1)所示的 “桥
梁”国法。

在获得区域结果前,将选择 “环”国。因此,
在最后部分国家时,有关区域对比的相关价格水

平及结构还尚不可用。“环”调查的结果将在本章

的后面部分提到,将其用来评估国家选择的情况。
下节将说明 “环”国规格品清单的制定步骤。

“环”国规格品清单的制定

“环”国规格品清单只包含GDP所属居民消费

中的基本分类,不包含涉及健康、教育以及房屋

租金的规格品。由于全球办公室将负责制定有关

健康、教育和住房基本分类以及一般政府、机械

设备和建筑品基本分类的全球清单及明细单,因

而,没有必要为上述基本分类制定单独的 “环”
国规格品清单。相同的数据已用于区域对比及

“环”对比。这些基本分类的性质使得其很难制定

采价明细单;不是每个区域都有制定上述基本分

类所需的专业知识及时间。鉴于上述基本分类的

复杂性,本书将有单独的章节来对每个基本分类

进行说明。
制定 “环”国规格品清单的第一步在于从五

大ICP区域及欧盟统计局—OECD比较区域中合

并出规格品清单。为简便起见,本章后面将把上

述所有地区都简称为 “区域”。附件A按区域列出

了各主要种类的规格品数量。

表8.1 “环”国/经济体 (按2005年轮ICP中的区域)

非洲地区
 

亚太地区
欧盟统计局-
OECD
地区

南美地区 西亚地区

喀麦隆 中国香港 爱沙尼亚 巴西 约旦

埃及 马来西亚 日本 智利 阿曼

肯尼亚 菲律宾 斯洛文尼亚

塞内加尔 斯里兰卡 英国

南非

赞比亚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08)。

第一次审查将突出各区域清单之间匹配度较

低的规格品。即使是在不同区域发现了相同类型

的规格品,但是包装类型及大小等采价特征都会

存在不同的界定,质量与术语也将有所不同,例

如:一些大米以散装而非袋装的形式销售,而某

些规格品在一个地方被称作饼干,而在另一个地

方却被称作曲奇。依据规格品类型,两种不同称

谓均已用于 “环”国规格品清单的制定。首先,
将居民购买的规格品分为两组:(a)由商品组成,
通常可以在商店、市场摊位、超市及百货公司等

零售店中购买; (b)大多数由运输、通讯、医疗

卫生、教育、餐饮及住宿等服务类规格品组成。
接着,合并出了 (a)区域规格品清单,并在

基本分类中按组对5500余种规格品进行分类。(b)
首先要从欧盟统计局-OECD比较区域的明细单开

始。此类规格品更难确定,因此要先从欧盟统计

局—OECD区域的明细单着手,而非一开始就尝

试合并其他区域的此类清单。 (b)清单中包括了

1000余个商品及服务。将这两份清单均送至区域

协调员及 “环”国后,协调员及 “环”国简单明

确了其各自市场中所有的 “符合标准”的商品及

服务。
只由同一区域 “环”国采价的规格品和服务

将被剔除。此次审查会把上述两组清单合并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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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品清单数量减少至1200个左右。下一步则是

制定各基本分类中采价 “环”国规格品的目标数

量。第7章提到的制定方法将通过支出份额、规格

品齐次性以及各基本分类中规格品预计有关价格

变化来制定目标数量。此类目标数量包括蛋类2
项,医药规格品类90多项等。

接下来要对余下的规格品说明进行统一。本

步骤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全球办公室员工将会担

任界定全球同种规格品的专家。含统一说明及图

片 (如适用)的目录草稿会被送至各区域协调员

及 “环”国处。区域协调员将促成各 “环”国代

表一起对上述说明发表意见,提出变更建议,增

加新的规格品或者删除规格品。此外,还涉及对

区域协调员进行提问,以便明确可代表 (R)国消

费模式的规格品,或者是 (A)拥有,但不能代表

(A)国的规格品。此次分流的目的在于明确可以

进行规格品采价,但是该国普通消费者通常不会

消费的规格品。此类规格品的价格通常偏高,鉴

于这一情况,本测算流程已纳入上述分流过程。
有关测算流程的更多详细情况,将在数据分析结

果的章节进行说明。
全球办公室将区域协调员以及各环国的意见

进行汇总,并对区域规格品进行增添与删减,以

制定出校正后的 “环”国规格品清单。此外,按

基本分类划分的规格品数量分布也将得到审查,
从而确定将保留在清单中的最终数量。更新后的

目录草稿被送往了各区域及 “环”国用于最后的

审查。全球办公室之后将组织研讨会对清单进行

最后的确定,该研讨会将有区域协调员以及选出

的国家级专家出席。该研讨会生成了包括增加规

格品以及除去其他删除规格品的修订清单。最终,
产生出包括1095种居民消费规格品及服务的全球

清单以及随附的规格品明细单。附件A的 “环”
专栏列出了最终清单中的规格品分布,并且还列

出了全球规格品清单中有关一般政府、建筑以及

设备的规格品数量。

“环”国价格的收集

当所有区域均确定本区域的明细单后,才开

始制定 “环”国规格品清单。因而在制定 “环”

国规格品清单时,区域数据的收集也在同步进行。
而影响 “环”国数据收集时间的主要因素为区域

清单大小超出 “环”国规格品清单大小的情况,
欧盟统计局—OECD的情况除外。因此,在区域

数据收集完成前,没有一个 “环”国收集齐 “环”
国价格,这即意味着 “环”国价格的收集要从

2006年开始。此外,相关资源不可能为每个国家

一整年的 “环”国价格收集提供支持。因此,
“环”国数据的收集只有在一个时间点,并且只有

在主要城市进行。
为了进行对比,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通

常只在主要城市以及同一时间进行价格收集。这

些国家将使用其消费价格指数以其他数据来将某

一时间点的数据还原至平均数据,并将重要城市

价格校准至全国水平。附件B提供了一份 “环”
国需要提交的工作表单示例。主要城市平均价格

对全国水平价格比率已从区域PPP收集数据或其

他资料中获得。而用于还原至2005年情况的数据

已从各国消费价格指数中提取。

“环”国价格的审核

为了得到第9章详细说明的区域价格数据,收

集到的 “环”规格品价格将接受各国及各区域采

用的严格、统一的诊断检验以及审核流程。该流

程将从各 “环”国按照统一方法来审核此类价格

开始,在该流程中,各个区域国家将为进行区域

对比而审核相关价格。虽然各个国家将从区域收

集数据中受益于有关价格水平的信息,但是他们

必须审核并非采集而来的规格品价格,以及之前

可能不太了解的规格品的价格。
尽管区域对比数据的审核将由各个区域独立

执行,但是,由18个 “环”国组成的团体将被视

作独立区域,由全球办公室进行管理。当各个国

家完成其各自的 “环”国价格审核后,审核结果

将提交至ICP全球办公室,以进行审核的其他

步骤。
最为密集的审核将集中在各国之间对基本分

类规格品价格的审查上,该密集审核将把18国集

团视为一个单独的区域。审核第一步是通过汇率

以及依靠 “环”国价格计算的 “环”国基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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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将各国基本分类中各种规格品的价格换算成

同一货币单位。由于这是首次对代表所有区域的

国家规格品价格进行对比,因此首次审查不需要

区域内结果的辅助。
与区域数据审核发现类似的是 “环”国价格

审核也将反映出两类异常值。一是,某国家价格

(使用通用货币作为单位),与其他国家的通用货

币价格有较大出入。例如,所有 “环”国的短粒

米以通用货币表示的价格均差不多,但是有一个

价格低于平均值。问题是在国家审核后是否应该

包括该价格。在众多案例中,与区域协调员进行

审查后,此类价格将被删除。另一种异常值为规

格品异常值。基本分类中各类规格品国别价格到

国际均价的偏差的标准偏差被用于国家报告物价

缺乏连续性的规格品。
通常来说,这种连续性的缺乏是由于规格品

在某种程度上的界定模糊 (参见第7章)使得没有

对可比规格品进行采价而造成的。由于没有充足

时间来重新界定此类规格品,因而在广泛审查时,
此类规格品就被简单忽略掉了。

首次审核审查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由不同区域

国家经济规模及结构的多样性,可比性及代表性

的基本困境 (想要测算各国相同的商品与服务)
成为了 “环”国规格品清单的一大问题。理论上,
此类相同商品与服务还同样应代表各个国家的消

费情况。基本关注的是该 “环”国规格品清单会

不会包括了太多富裕国家常见但是贫困国家少有

的或昂贵的规格品。由此将衍生出两个问题:每

个国家是否是为同种规格品采价? 如果提交了价

格,该价格是否能代表该区域的消费结构? 之所

以将规格品分为代表类或非代表类是因为预计代

表类的规格品将比观察到的非代表类规格品具有

更高的销量以及更低的销售价格。
本数据审核表明,代表性这一概念不适用于

所有 “环”国。国家价格统计机构不赞同各国各

区域保持一致的有关代表性的现行定义。如认为

代表类规格品即为低价规格品,则反对方通常都

是正确的,因为代表性变量在结果中加入了其他

变量源,其将不会用于计算区域间PPP。如第7章

所述,代表性概念仅用于欧盟统计局—OECD比

较区域以及独联体区域。

尽管刚刚提到的分析有利于确定额外审查所

需的价格及规格品,但是由于对比将作为区域间

PPP的基础,因此还有必要比较区域间的价格水

平。例如,可以预见非洲的价格水平将低于在欧

盟统计局—OECD国家区域观察到的价格水平。
此外,刚刚提到的诊断过程将用于明确问题价格

及问题规格品。而另一步骤是在区域比较信息可

用时,对比区域及 “环”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由于规格品在不同区域各国被定义为可比,

故不同区域的 “环”国规格品清单有所不同。问

题在于相同区域的不同国家间区域清单和环国清

单中的价格是否相似。问题是,根据区域价格和

“环”价格所计算的规格品层级的相对价格是否需

要保持不变。
表8.2展示了基于区域比较所得到的区域内环

国价格水平排名,以及经 “环国法”链接后的前

后结果对比 (此类汇总源自Dikhanov表,并作为

数据审核的一步,因此未进行加权)。此计算步骤

将18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区域,并以英国为基准

国, “环”价格水平指数为1.0 (针对第 (2)-
(5)列)。要点如下:

• 第 (1)列展示了按各区域比较国家排名

的汇总价格水平指数区域内名次。例如,在非洲

区域对比六个 “环”国的价格水平,南非价格水

平最高,其次是赞比亚,最后是阿拉伯埃及共和

国。在欧盟统计局—OECD区域,日本的价格水

平指数最高,而在亚洲各个区域的 “环”国中中

国香港的价格水平指数最高。
回顾不变性原则,该原则要求在区域链接后,

区域内的此类排名应保持不变。

• 第 (2)列表明了各国依据 “环”国价格

的汇总价格水平指数。 “环”国将被视为一个区

域,并以英国为基准国。喀麦隆的价格水平指数

仅仅次于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的价格水平指

数;该指数为非洲地区最高。除埃及以外的非洲

价格水平均比预期要高,特别是与亚洲那些比预

期价格水平较低的国家相比,情况尤其如此。此

发现引出两个问题:该 “环”国规格品清单是否

足以代表非洲及亚太地区广泛消费的规格品? 或

者是否不应该将某些国家纳入 “环”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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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2005年轮ICP中区域价格水平指数和 “环”
价格水平指数以及相关排名

区域排

名a (1)

“环”价格
水平指数
(2)

“环”排名
(3)

平减后价
格水平指
数 (4)

平减后
排名
(5)

巴西 2 0.664 1 0.664 1

智利 1 0.664 2 0.645 2

约旦 2 0.570 1 0.568 1

阿曼 1 0.560 2 0.560 2

喀麦隆 4 0.686 1 0.686 2

塞内加尔 3 0.615 3 0.630 4

埃及 6 0.384 6 0.642 3

肯尼亚 5 0.550 4 0.730 1

南非 1 0.680 2 0.593 5

赞比亚 2 0.536 5 0.522 6

英国 2 1.000 2 1.000 2

爱沙尼亚 4 0.700 4 1.022 4

日本 1 1.165 1 0.975 1

斯洛文尼亚 3 0.815 3 1.016 3

马来西亚 2 0.541 2 0.770 2

中国香港 1 0.672 1 0.672 4

菲律宾 3 0.437 4 0.729 3

斯里兰卡 4 0.530 3 0.890 1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环”分析由ICP全球办公室Imed-
eddine

 

Jerbi提供,鉴于固定性的要求,全球排名保持不变。

• 第 (3)列展示了第 (2)列价格水平指数

的区域内排名。按 “环”国价格进行排名,喀麦

隆从六个非洲国家中价格水平指数第四的位置跃

升到了第一位。而按 “环”国价格进行排名,赞

比亚从价格水平指数排名从第二的位置跌落到了

第五位。问题在于 “环”国内价格水平指数是否

与区域比较的价格水平指数保持一致。由于规格

品清单的不同,可以预见会有一些出入。此外,
区域内多边PPP以及价格水平指数依据的是国家

情况,而非18个国家的多边 “环”计算。
然而,可以认为此排名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

一致性。尽管南美、西亚、欧盟统计局—OECD
区域的区域价格水平指数以及 “环”国价格排名

并非完全一致,但是排名情况较为相似。
• 第 (4)列展示了各 “环”国价格在通

过区域比较基本分类PPP平减后的总类 “环”
价格水平指数。例如:中国香港以及英国分别

为亚太及欧盟统计局—OECD区域的基准国。
此外,欧盟统计局—OECD区域还是基准区域,
正如第 (2)、第 (3)列所示,英国的价格水平

指数为1。每个亚太国家的 “环”国价格都将通

过各国与中国香港之间的区域内PPP转化为中

国香港的标准价格,其他区域的情况可以以此

类推。就理论上而言,得出的各国各组价格水

平指数应该大致相同。虽然南美、西亚、以及

欧盟统计局—OECD区域的价格水平指数类似,
但是,非洲及亚太地区的平减价格水平指数可

变性较大。
• 第 (5)列展示了价格水平指数的区域内

排名。埃及从价格水平最低的国家跃升至六个非

洲国家中价格第三高的国家。而南非从价格水平

指数最高跌落至了排名第五的位置。在亚太地区,
斯里兰卡的价格水平最高,而中国大陆以及中国

香港的价格水平最低。此为两个有关 “代表规格

品”划分可能造成巨大差异的例子。
虽然分析结论是欧盟统计局—OECD、西亚以

及南美国家的 “环”结果与相关区域对比保持一

致,但是,非洲及亚太国家的 “环”结果差异引

发了是否应将某些国家视为异常值的问题。例如:
某 “环”国应像价格水平一样代表平均区域价格

结构,即基本分类支出份额应该类似。Sergeev
(2007)提出另一种方法,该方法将确定某些国家

是否为使用结构类似系数可能出现的异常国家。
通过这一方法分析得出的潜在异常值有非洲的喀

麦隆、赞比亚以及埃及、亚太地区的斯里兰卡、
以及欧盟统计局—OECD比较区域的日本。

就以上两部分析的结果,现已进行另一更加

深入的规格品明细单及价格审查阶段,以确定是

否有发达国家对规格品选择及说明存有不同意见。
此外,一组ICP专家在英国、斯洛文尼亚、中国

香港、中国内地和马来西亚的市场上观察了大约

200种价格差异最大的规格品的价格。市场访问普

遍证实了该价格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采集的价

格具有一致性。
最后一个阶段为通过剔除潜在的异常国家来

计算链接因子。虽然计算链接因子将就 “环”国

数据对链接因子所做的影响进行评估,但是该计

算不可能对区域基本分类PPP进行类似分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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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提供什么,就得使用其提供的值。回顾为

选择初始 “环”国组所进行的主观流程。我们没

有将更为主观的思想加入该流程,而是将所有18
个国家均纳入了最后链接因子的测算中。

整个 “环”国价格的审核过程经历了四个步

骤,涉及区域协调员以及一些 “环”国的代表。
针对1000多种 “环”规格品,提交了超过11600
种平均价格 (每个基本分类有约7种规格品平均价

格)。审核后,删除了2000余种规格品的价格,约

占价格总数的20%。此外,在不能确定某一国家

价格可信的情况下,还删除了约60种规格品。
尽管 “环”国价格被仔细审核,但鉴于已经

公布了区域结果,故区域比较中的基本分类PPP
将遵循原来的结果。因此,在审查时不可能发现

与 “环”国结果不一致的区域结果。
下面将分析 “环”国比较中基本分类PPP,

该 “环”国比较首先依据的是初始的 “环”国价

格,然后依据的是通过区域内PPP进行平减后得

出 “环”国价格。该分析将展示区域间PPP及

“环”PPP之间的一致性,并且将考虑到各基本分

类PPP的巨大差异。
表8.3展示了三个国家及某些选定基本分类的

购买力平价结果。“‘环’国价格”一栏中包含通

过环国价格计算得到的基本分类PPP与汇总层级

PPP的比率。“‘环’国平减价格”一栏包括 “环”
国基本分类PPP对平减后汇总PPP的比率 (同样

的将18个 “环”国视为一个区域)。以斯里兰卡为

例,电力的 “环”PPP为汇总PPP的0.15,但是

通过区域平减后,有关电力的这一比率增长到了

1.27。燃气的这一差异甚至更大。其他国家也显

示出了类似或更大的差异,其中有 “环”国价格

的PPP大大低于平均PPP,在通过区域内PPP进

行平减后,“环”国价格的PPP则变得大大高于平

均PPP。此外,也有完全相反的差异情况。
此类诊断指出了基本分类 “环”国数据与区

域数据之间的不一致,需要进一步审核,故区域

PPP应接受审查,并将其作为 “环”分析的一

部分。
分析结果表明,可变性及不一致性是由于以

下三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为使 “环”
国规格品清单包含可跨区域比较的规格品,从而

导致该清单中包含众多不是每个国家消费者均广

泛购买的规格品。虽然代表性分类将让销售数目

大、假采价格低的规格品分得更多的份额,但是

如本章之前所述,我们未使用这一分类方式。因

此,如果未对可比规格品进行采价而使得 “环”
国规格品清单中包含了大量非代表性规格品,若

对那些即便可以进行采价的此类规格品进行采价,
则对于只在专卖店进行销售 (价格由此变得更高)
此类规格品的国家来说,结果将呈现出偏高的价

格水平。
相较于欧盟统计局—OECD比较区域的情况,

此结果比上述国家的实际支出要低。第二个因素

是,即使 “环”国比较相较于 “桥梁”国法有较

大改善,然而 “环”国比较的结果仍有赖于对

“环”规格品进行采价的国家的选择。不同的

“环”国组将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第三个因素

是,链接因子的测算取决于之后将通过区域内基

本分类PPP进行平减后的 “环”国价格组。然而,
在完成 “环”国价格的审核前,各个区域就可以

公布其相关结果。因此,不可能审查区域内基本

分类PPP与 “环”国相关价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表8.3 部分国家基本分类 “环”购买力水平以及 “环”平减购买力水平与汇总PPP之比

埃及 斯里兰卡 日本

基本分类PPP/汇总PPP 基本分类PPP/汇总PPP 基本分类PPP/汇总PPP

“环”国价格 “环”国平减价格 “环”国价格 “环”国平减价格 “环”国价格 “环”国平减价格

面包 0.83 3.76 0.07 0.91 1.45 0.44

电力 0.65 0.93 0.15 1.27 0.04 0.04

燃气 0.85 0.97 1.89 5.46 2.10 0.35

医疗器械 0.50 5.00 0.34 0.03 0.56 1.51

  资料来源:ICP全球办公室2011年轮ICP
 

Imededdine
 

Jerbi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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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包含在 “环”国比较中的基本分类的链接

本节将概述如何将未包含在 “环”国比较中

的基本分类链接起来。

实际和虚拟住房租金

第3章、第12章及第17章阐述了2005年轮

ICP用于测算住房类PPP的三种方法:租赁价格

法、数量指数法以及相对物量法。租赁价格PPP
将通过其他类别基本分类PPP的测算方法进行计

算。此外,此类租赁价格还用于代表业主住房。
一些国家拥有限制性租赁市场。因此,立足于住

房数量和质量的算法将被用于测算亚太地区及非

洲区域的PPP。这两个区域均拥有限制性租赁市

场,并且倾向于数量指数法。然而,由于这些区域

国家对于提供住房数量存在困难,因而住房消费支

出的相对物量被用作实际与虚拟租金的参考物量,
以便测算各类PPP。因此,租金PPP是中性的,因

为中性不会影响居民个人的人均消费量。所有其他

区域都能够使用租金价格、数量法或组合法。
包括非洲区域国家、亚太地区国家在内的所

有国家均需要向全球办公室提交数量及质量数据。
从这组情况来看,106个国家的住房数量数据将通

过CPD法来计算区域间PPP。虽然,本数量及质

量指数矩阵中的数据太少不足以测算各国层面上

的PPP,但是,对于计算五组国家的区域间PPP
来说,这些数据已经足够。第12章涉及居住服务

的相关内容,其中包括上述各类方法的众多详细

信息。然而问题在于,使用相对物量测算非洲及

亚太地区PPP可能夸大了比较正式住房国家的租

金类PPP。如果夸大情况确有存在,则相对于世

界上他国的实际支出情况而言,则此类夸大情况

将低估非洲及亚太地区国家实际的支出情况。

医疗卫生、教育及政府职务报酬

第11章、第15章及第16章将为政府支出如

何用于测算医疗卫生与教育大类PPP提供背景信

息。第16章将总结使用生产率调整来解决政府职

务报酬基本分类的问题。因为各国已提供相同职

业组的工资报酬结果,因此没有单独针对政府职

务报酬的 “环”国规格品清单,此外,ICP全球职

业以及欧盟统计局—OECD及独联体内的国家所

采用的职业中还存在较大的重叠部分。其主要的

差异在于政府职务报酬类区域PPP已针对非洲、
亚太及西亚区域的生产率进行了调整,调整加大

了上述区域国家实际报酬的差距。如不进行调整,
众多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却有着较高的支出。

本部分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地区的国家与

世界上没有调整生产率的国家进行链接。其中一

个想法是无需调整其他区域的生产率,但是,各

区域内的国家要与非洲、亚太以及西亚接受过调

整的国家类似。没有调整的75个各区域代表国生

产率补偿数据以用于计算出区域间PPP。如链接

因子根据生产率进行了调整,则ICP国家以及欧

盟统计局—OECD区域国家的差距将加大。因此,
例如在进行印度 (生产率调整)与塔吉克斯坦

(未调整)的对比时,需要着重注意。

设备与建筑

ICP所涉区域的所有国家以及欧盟统计局—
OECD区域的 “环”国都将对全球明细单规格品

进行采价。用于计算区域结果与区域链接因子所

用的价格数据相同。

结果

本节提供了2005年轮ICP中一些基本分类的

区域链接因子,并且阐明了其与全球水平PPP链

接起来的方法,即所有国家都将与美国 (US=
1.0)进行链接。

表8.4展示了一组基本分类及GDP层级的区

域间PPP或链接因子。亚太地区大米基本分类的

区域间PPP为5.81。亚太地区各国大米基本分类

PPP要与系数为1.0的美国链接,需要将其区域

内PPP乘以5.81。中与印度的大米PPP (按亚太

地区中国香港1.00的因子折算后)分别为0.53和

2.64。将这两个PPP分别乘以5.81后,得到中国

与印度的全球PPP (美国系数为1.0),分别为

3.08及15.34。每个基本分类链接因子均是区域标

量,其在乘以各国区域内基本分类PPP后将变为

全球PPP。由于因子系数为标量,因此对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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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国间的PPP来说,无论是在国际全球层面还

是在区域层面进行比较,都将保持不变。由此,
无论是使用区域PPP (0.53/2.64)或者全球PPP
(3.08/15.34)中国/印度的PPP均为0.200。

方程式 (8.2)以及图8.1中的示例均表明各

个区域的链接因子同样为各个区域基准国的全球

PPP。中国香港、巴西、英国、南非以及阿曼为用

于测算亚太、南美、欧盟统计局—OECD、非洲以

及西亚区域区域内购买力的区域基准国。与美国

链接后,中国香港的大米基本分类PPP为5.81。
这一链接情况对于各个层面的汇总来说均保持不

变。换言之,非洲汇总GDP层面的链接因子即为

南非与美国 (因子为1.0)链接后的PPP。通过简

单查看区域基准国的PPP,可以了解各区域及合

并层面的区域链接因子。

表8.4 部分基本分类的链接因子:2005年轮ICP区域间基本分类PPP (美国的系数为1.0)

基本分类 亚太 南美
欧盟统计局—
OECD

独联体 非洲 西亚

1101111 大米 5.81 1.26 0.65 15.52 4.84 0.23

1101121 牛肉及小牛肉 8.12 0.76 0.68 12.13 4.33 0.24

1101131 新鲜或冷冻鱼类及海鲜 4.45 1.30 0.46 13.19 3.22 0.14

1103121 服装 5.84 2.42 0.68 27.62 5.47 0.28

1104111 实际和虚拟住房租金 7.96 1.03 0.49 4.57 2.40 0.70

110451 电力 9.92 4.29 0.81 9.33 5.65 0.22

110611 医药规格品 6.83 2.35 0.39 14.75 10.82 0.37

110612 其他医疗规格品 8.29 3.89 0.69 11.81 10.27 0.56

110613 医疗器械和设备 6.46 1.89 0.77 30.99 5.61 0.44

110621 医疗服务 3.47 1.39 0.48 4.08 2.60 0.09

110622 牙科服务 1.55 0.35 0.39 4.86 0.85 0.10

110623 辅助医疗服务 2.96 0.77 0.79 4.18 2.24 0.12

110630 医院服务 2.29 0.51 0.39 2.74 2.03 0.12

110711 汽车 11.69 3.16 0.70 27.96 7.76 0.31

110712 摩托车 12.18 3.29 0.66 34.14 8.09 0.33

111000 教育 4.39 1.45 0.40 1.53 2.79 0.17

130221 雇员报酬———医疗卫生服务 1.46 0.19 0.23 0.71 0.72 0.08

130421 雇员报酬———教育服务 1.75 0.36 0.45 1.53 1.06 0.11

140111 雇员报酬———公共服务 1.92 0.50 0.50 3.50 1.15 0.10

150110 金属制品和设备 8.26 3.38 0.68 29.76 6.26 0.39

150120 运输设备 5.89 1.94 0.55 21.45 5.45 0.19

150210 居住建筑 3.60 0.93 0.70 13.67 3.47 0.11

150220 非居住建筑 3.85 0.95 0.85 14.81 3.67 0.12

150230 市政工程 4.95 1.27 0.73 14.59 5.14 0.16

GDP 5.69 1.36 0.65 12.74 3.87 0.23

所有基本分类变动系数 0.54 0.47 0.36 0.54 0.87 0.60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独联体的链接因子为俄罗斯在链接至美国

(因子为1.0)后的PPP (俄罗斯将纳入欧盟统计

局—OECD)。因此独联体区域内的各基本分类链

接因子的水平将取决于俄罗斯。

表8.4还显示出,各基本分类的链接因子与

GDP链接因子的差异。所有区域内水平最低的链

接因子均为有关医疗卫生服务的员工薪酬。虽然

之前提过针对生产率,调整了非洲、亚太以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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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区域的区域内PPP,但是并没有调整链接因子。
如果对这些链接因子也就生产率进行调整,则可

能会出现因数偏大的情况。此外,还注意到有关

服务的链接因子通常小于有关规格品的链接因子。
表8.4的最后一排为变动系数,该系数测算了

基本分类链接因子距GDP链接因子之间的平均离

差。通常来说,各链接因子的离差要大于相关区域

对比的链接因子离差。之所以这么认为,可能是由

于区域间国家的价格结构更为相似,并且该链接因

子将世界各个区域链接在了一起的缘故。另一方面,
链接因子离差大于区域对比链接因子离差这一情况

也意味着各该链接因子的可变性可能是由于对 “环”
规格品价格采集国家的选择造成的,换言之,所选

国家可能不能代表各自的相关区域。
此外,链接因子的可变性也有可能是由于各

区域使用方法的不同造成的。例如,居住服务类

PPP的计算使用了三种不同方法。虽然对三个区

域的政府职务报酬进行了生产率调整,但是在测

算链接因子时却没有使用此类调整。虽然欧盟统

计局—OECD与独联体地区使用了代表性概念,
但是其他区域或链接因子测算均未使用这一概念。

吸取的经验教训

以下内容为从2005年轮ICP中吸取的经验教

训。第一,“环”规格品清单必须包含各区域内国

家可以进行对比的规格品。由于不是每种可以进

行比较的规格品均能代表各国的购买情况,因此,
除非能找到一定方法区分规格品的重要性,否则

在测算链接因子时,应一律进行相同的加权处理。
接下来,吸取的经验是,在确定代表性规格品的

流程方面应该得到简化。将运用第7章所述的重要

性概念,并且将数据审核纳入执行环节。
第二,由于 “环”国应代表区域价格及经济

结构,因此应使用区域内PPP结果来选择此类国

家。此外,鉴于各国的可变性,因此建议应有更

多国家来为全球清单提交相关价格。
第三,区域间链接因子第二阶段的测算取决

于将 “环”国价格转换为区域基准货币的区域内

PPP。区域内基本分类PPP的数据审核要等到链

接因子确定后才能进行。异常的链接因子可能是

由于区域内PPP,而非 “环”国数据造成的。
第四,Dikhanov(2009)展示的核心规格品

清单,仅包含 “环”规格品原始清单中约30%的

规格品,但是仍然能提供相同的结果。这一发现

展现了2011年轮ICP用于链接各区域的方法。制

定完成的全球核心规格品组合将作为各区域的区

域清单子集。由于各个国家都将为全球核心规格

品清单的规格品进行采价,因此,各国将全部直

接满足传递性及不变性的特性。此外,各国数据

将均用于测算区域间链接因子,这即意味着,链

接将不会取决于对国家的选择。
第五,尽管各区域可以选择不同方法这一点

很重要,但是过多地使用各类方法将使链接过程

变得更加困难。接下一节将总结2011年轮ICP所

采取的各类缩小区域差异的举措。

发展方向

2005年轮ICP所用的链接方法较之前几轮有了很

大的进步,从环国链接中也得到了较多经验,并且对

2011年轮ICP的方法选择起到了指导作用。
针对居民消费品,及所谓的核心规格品清单,

准备了全球规格品清单。各个区域均已确定将要

纳入其区域数据收集的核心规格品清单,因此各

国数据均将用于测算区域间的链接因子。ICP全球

办公室针对医疗卫生、教育、住房数量、政府职

务报酬、机械设备和建筑品均制定了全球清单,
且区域清单与全球清单相同。

代表性的定义得到了简化 (现称为 “重要

性”),主要指广泛消费的规格品。第7章对使用

区域及核心规格品的重要性概念进行了详细说明。
对区域规格品价格及核心规格品价格的审核

将双管齐下,以便可以明确并剔除两份清单中的

不一致规格品。
最后,就区域内住房类 (价格法或质量法)及政

府职务报酬类 (进行生产率调整或不进行生产率调

整)PPP的测算方式而言,各个区域的处理方法较为

灵活。但是,有关居住的链接方法将要求各国按照第

12章所述内容来提交住房数量数据。针对政府职务报

酬的全球汇总将纳入针对各区域各国的生产率调整之

中 (即使区域结果未经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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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2005年轮ICP中主要种类的规格品数量 (按区域和 “环”)

种类 非洲 亚太 独联体 欧盟统计局—OECD 南美 西亚 “环”

食品及非酒精饮料 356 223 198 422 147 353 281
酒精饮料及烟草 41 19 20 72 8 21 30
衣服与鞋 128 78 104 319 136 162 132
住房及公用设施 21 17 22 64 18 12 35
家具及家具设备 95 85 91 460 77 83 124
医疗卫生 144 112 75 244 51 69 162
交通运输 55 65 47 365 33 29 96
通讯 19 19 16 81 8 12 28
娱乐文化 49 70 79 336 54 59 96
教育 7 7 7 5 10 11 7
餐馆与住宿 51 25 45 117 14 20 60
其他产品及服务 34 56 36 136 22 31 44
消费总量 1000 776 740 2621 578 862 1095
一般政府类 50 50 50 50 50 50 50
建筑品类 34 34 34 34 34 34 34
机械设备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附件B

  下表提供了相关指数用于重新还原2005年重要城市及国家的 “环”国价格

2005年轮ICP——— “环”国价格指数的提交说明

请填写可用的最低值。

国家名称 XXXXXX

序号 编号 说明

“环”调查日期
(2006年XX月)

“环”调查日期
(2006年XX月)的
基准消费价格指数

基准消费价格指
数 (2005年,

年度)

重要城市价格
对国别价格比

1 100000 GDP

2 110000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3 110100 食品及非酒精饮料

4 110110 食品

5 110111 面包与谷物

6 110111.1 大米

7 110111.2 其他谷类、面粉等谷类规格品

8 110111.3 面包

9 110111.4 其他烘焙规格品

10 110111.5 面制品

11 110112 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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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名称 XXXXXX

序号 编号 说明

“环”调查日期
(2006年XX月)

“环”调查日期
(2006年XX月)的
基准消费价格指数

基准消费价格指
数 (2005年,

年度)

重要城市价格
对国别价格比

12 110112.1 牛肉及小牛肉

13 110112.2 猪肉

14 110112.3 羔羊肉、羊肉及山羊肉

15 110112.4 禽类肉

16 110112.5* 其他肉类及肉制品

17 110113 鱼类

18 110113.1 新鲜、冷藏或冷冻鱼肉及海鲜

19 110113.2 腌制或加工过的鱼肉及海鲜

20 110114 牛奶、奶酪及鸡蛋类

21 110114.1 鲜牛奶

22 110114.2 鲜奶以及其他奶制品

23 110114.3 奶酪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尾注

1.五个地理区域分别为非洲、亚太、独联体、南美以及

西亚,而欧盟统计局—OECD组成了第六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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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国际比较项目区域价格和基本分类PPP的审核
David

 

Roberts

  ICP的各国家协调机构 (NCA)负责向区域

协调机构 (RCA)提供规格品通用清单中部分规

格品的全国年度购买者价格。此类价格为年度价

格,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GDP)中所涵盖的最终

商品和服务,其用于计算基本分类PPP。基本分

类PPP可用于测算一个区域内各国的相对价格和

相对物量。随后,由区域协调机构向政策制定者、
经济分析家、研究人员、政要、记者、普通公众

等各类用户公布此类测算数据。若公布的此类测

算数据引起争论,则在计算PPP前,就必须严格

核实PPP计算所依据的价格并对误差进行修正,
也即进行数据审核。因此,在ICP区域比较中,
价格数据的审核是一个重点。本章将介绍ICP审

核区域内价格数据的方法。在审核从区域间收集

的价格数据 (以便将区域比较结果纳入全球比较)
时,同样也是采用这个方法。

我们将在此探讨两种类型的误差:抽样误差

和非抽样误差。计算PPP所依据的价格数据收集

自抽样零售店而非所有的零售店,因此会出现抽

样误差。采价的规格品有误或者规格品价格或计

量单位记录有误,从而会出现非抽样误差。这两

种误差之间的重要区别是:若从所有零售店逐一

采价,则抽样误差将会消失,但非抽样误差不会

消失,而是继续存在。抽样误差可在价格收集前

通过抽样设计进行控制;非抽样误差可在收集价

格前以及收集价格的过程中通过良好的调查设计

和管理,以及在收集价格后通过审核进行控制。
ICP中,审核的对象是非抽样误差,而不是抽样误

差。审核的目的是为了将收集的区域价格数据中

的非抽样误差出现的几率降至最低 (在无法消除

的情况下)。
通过编辑和核实可实现此目的。编辑包括针

对可能出现的错误对价格进行复核。核实包括:
对存在潜在误差的价格是否准确进行确认,如果

不准确,则予以修正。
审核是一个需要进行多轮编辑和核实的重复

过程。识别出离散度超过给定临界值的价格或者

其值不在可接受价值范围内的价格,从而找到潜

在误差。一般根据正在编辑的级数的参数 (如平

均数和标准差)确定离散度。因此,如果发现在

初次编辑中识别的某些潜在误差为实际错误,并

予以纠正,则价格级数的参数将发生变化,级数

中各价格的离散度亦会改变。二次编辑将找到须

进行审核的潜在新错误。此外,纠正了实际错误

后,价格级数的参数将发生变化,若实施第三次

编辑,这将导致检测到更多的潜在误差。通常,
随着审核程序的进行,潜在新错误的数量将减少,
直到多轮后的返回值被视为是边缘值且无需再进

行操作为止。时间亦是一个考量因素:首先,这

是因为需要及时发布数据,其次,价格收集和审

核之间间隔的时间越长,则越难纠正错误的价格。
ICP包括两个独立的审核程序:一是编辑和核

实某一国家收集的价格,参见国内审核;另一个

则是编辑和核实参加区域比较的所有国家收集的

价格,参见国家间审核。国内审核针对一个国家

的规格品价格观察值及其得出的平均价格。国内

审核旨在核实国内的采价员已采集了可比规格品

的正确价格。由本国的国家协调机构实施,按地

区的不同,可选择是否让区域协调机构参与进来。
国家间审核针对参与国上报的平均价格以及平均

价格在各国间形成的价格比率。国家间审核旨在

核实不同国家的采价员已采集了各国间可比规格

品的正确价格。完成国内审核后,由区域协调机

构和国家协调机构共同实施国家间审核。本章将

对这两个程序进行说明。
在对审核程序进行讨论前,须强调的是:预

防重于纠正。借助于良好的调查设计以及管理,
可极大地降低非抽样误差的发生率。就价格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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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应精心策划,有效地执行并予以适当的监

督;规格品的分类应足够详细,以便使采价员在

对采价点进行观察时能够明确地辨别出规格品;
应为采价员提供良好的培训、给予清楚明白的指

示,并提供容易使用的价格报告表格;应密切监

督现场工作,确保采价员记录下价格、数量和其

他必要的数据;应为参与价格处理和审核工作的

工作人员提供适当的培训并予以监督。审核是良

好调查实践的补充。但无法遵守良好调查实践则

不能通过详细的编辑和审核得到矫正。

潜在误差、误差和异常值

对于可能有效的价格比较来说,(将对其价格

进行比较的)规格品必须为可比规格品,即相同

规格品或类似规格品,且价格须无错误和偏差。
无法满足任一要求,将导致比较无效。为了避免

这一情况发生,ICP区域采用的编辑和核实程序侧

重于主要的非抽样误差:规格品误差和价格误差。
采价员采集与规格品规格不符的规格品的价

格,并且忘记上报此事时,将出现规格品误差。
也许采价员并未意识到这一不匹配现象,例如规

格品规格过于宽泛1,或者他们采集了采价指南规

定的某一替代规格品的价格,但在价格报告表中

未提及此事。如果采价员无法找到指定的规格品,
通常情况下将指示他们收集替代规格品的价格。
进一步指示采价员标记出替代规格品,并注明替

代规格品和指定规格品之间的不同之处。标记可

使国家协调机构注意到该替代物,随后国家协调

机构连同区域协调机构能够决定如何处理收集的

价格。可针对已采价规格品和指定规格品间的质

量差异调整价格。或者,如果其他国家也报告了

同一替代规格品的价格2,则可针对该替代规格品

以及原定的规格品进行价格比较。两种选择皆无

法采用的,不得不弃用该价格。替代规格品自身

并不会带来误差。采价员无法标记并记录下替代

规格品将导致出现规格品误差。
采价员收集与规格品规格相符的规格品的价

格,但记录有误,从而导致价格误差;或者记录

下正确的价格,但在随后的价格报告和传达过程

中导致误差的出现。与各价格相链接的是数量:

指定数量 (须采价的数量)以及参考数量 (收集

到的价格将据此进行调整)。即使正确地记录下了

价格,但已采价的数量记录有误 (或者记录正确,
但在随后的处理过中产生误差),致使参考数量的

调整价格 (即已审核的价格)出错,从而产生价

格误差4。
针对规格品误差和价格误差进行的编辑涉及

到有极值价格的识别,即,根据采用的标准,通

过与平均价格相比较,确采价格的值是过高还是

过低。该价格可得到一个针对给定检验的值 (该
值超过预先决定的临界值,或者其值可能不属于

预先设定的可接受值范围之内)。两者皆为检测调

查数据错误的标准方法,皆被ICP所采用。含极

值的价格并非为错误价格。但其值为极值这一事

实则表明此等价格可能是错误价格,即,可能是

潜在误差,需要进行调查。通常来说,ICP并不会

直接否定含极值的价格,相反地,ICP将首先确定

此类价格是否为真实的观察值。然后决定如何处

理此等价格。若含极值的价格被认定为错误的价

格,则该价格即为错误价格,应纠正或弃用该价

格。若含极值的价格被证明是正确的观察值,则

此等价格为 “异常值”5,如果此等价格属于余下价

格观察值确定的组群的一部分,则应保留此等价

格。实际上,通常异常值并不符合须 “纠正”的

标准。“纠正”指的是弃用或者用测算值取代此等

异常值,目的旨在消除此类异常值为数据组带来

的 “干扰”。

内点和偏差

正如检验得分在临界值以上或值不属于可接

受值范围内的价格并未全是错误价格一样,检验

得分在临界值以下或属于可接受值范围内的价格

也并非不存在规格品误差或价格误差。在对极值

进行编辑期间不会采用此等价格 (有时被称作

“内点”),至少不会首先采用此等价格。但是因

审核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所以可能在随后的阶段

检测出此类价格。除了对所有价格进行编辑外,
在进行国内审核时,另外一个更加可靠的找到内

点的方法是根据采价点类型和位置进行分组,对

各组进行单独编辑。通过此种方法,在对全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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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进行统一编辑的过程中尚不能被审核为极值的

极值和潜在内点将出现。
在国家间审核中,无法选择根据采价点类型

和位置进行编辑,这是因为国际间未就采价点类

型或城乡的定义而达成一致。此外,并非所有的

国家皆在农村地区收集价格数据,相反地,它们

采用空间系数,调整城市价格以适应国家价格。
即使如此,如允许将采价点和位置结合起来 (在
各采价点和地点采集各规格品的价格用于分析),
那么在国内审核期间根据采价点类型和位置对价

格进行编辑将有助于国家间审核。该分析与国家

间审核期间发现的含极值的规格品有特殊的联系。
此类平均价格可能为极值,这并非是因为基础价

格观察值中存在异常值或者未检测到的内点,而

是因为存在偏差。这是因为选择的采价点和位置

与分布情况不符,根据此类采价点和位置分布观

察价格时,导致偏差。6

为价格调查选取采价点时,应反映出各采价

点类型处消费者的购买方式。例如,如果消费者

购买的服装和鞋类中60%来自超市,20%来自百

货商场,20%来自专卖店,则针对服装与鞋调查

的10家采价点样本中,应包括6家超市、2家百

货采价点和2家专卖店。如果70%的此等购货来

自于城区,30%来自于农村地区,则选定的采价

点中应有七家位于城区,三家位于农村地区。通

过这种方式选择采价点将引入隐含权重,考虑到

采价点不同的服务元素及其对价格的影响7,从而

得出无偏差的平均价格8。
一般来说,国家协调机构应尽可能根据自己

所了解的信息,并结合调查规格品的分布情况来

选择采价点。此类选择并非针对被调查的规格品

的各种类型,而是整个规格品组。因此,虽然此

类选择将反映该规格品组的分布情况,但未必反

映组内所有规格品的分布情况,且采价点位置组

合与之不匹配的规格品的平均价格过高或者过低。
例如,80%的内衣所购物来自于超市,10%来自

于百货采价点,10%来自于专卖店,则此前针对

服装与鞋描述的60/20/20的选择方案则将系统性

地夸大内衣的平均价格,这是因为百货采价点和

专卖店的服务元素通常大于超市的服务元素,相

应地,其价格会更高些。

因价格收集的资源有限,所以无法解决这一问

题。适用于一组涵盖较广的规格品的采价点选择必

然不适合该组中的某一类规格品。无法设计出适用

于每一个采价规格品的采价点样本。收集到价格后

须解决该问题。根据采价点类型和位置实施平均价

格的国内审核可有助于确定采价点位置组合不能代

表的规格品。详细地说,可采用该方式确定因某一

特定采价点类型占优势而导致平均价格出现偏差的

规格品。通过控制来自于占比偏大的采价点类型处

的观察值,或者将占比偏小的采价点类型处收集的

观察值加倍,从而更正此等规格品的平均价格。
不管是随机还是有目的性地选择采价点,都能

导致选择的采价点自身为异常值或者不能代表普通

消费者的购买方式。随机选择采价点的,须保留异

常值采价点,这是因为如果弃用此等异常值采价点,
则可能有损随机选择的理论正当性。但如果是有目

的性的选择,则结果尚不清楚。有目的性抽样旨在

选择居民最常光顾的一组采价点。如果选定的采价

点处的价格与同种类型的其他采价点的价格水平不

符,一直居高不下或者偏低,则该采价点为异常值,
应选用价格与平均价格相近的采价点取代该采价点。
根据采价点类型和位置实施平均价格的国内审核有

助于确定异常值采价点。

审核步骤

审核包括两个不同的步骤:国内审核和国家

间审核。国内审核应比国家间审核先开展。旨在

确定同一国家的采价员已经采集了符合规格品规

格的规格品的价格,且上报的价格是正确的。开

展国内编辑的工作人员首先在规格品价格间寻找

极值,此等规格品价格是国家为选定用于调查的

各规格品所收集的价格,然后工作人员再在此类

规格品的平均价格间寻找出极值。国家协调机构

负责编辑以及后续的审核步骤。无需参考其他国

家的价格数据即可实施。9国家协调机构完成国内

审核后,向区域协调机构提供已采集规格品经审

核的平均价格以及变异系数、最大最小值比、上

报的各平均价格的价格观察值的数量。区域协调

机构在开始进行国家间审核前,将审核此类数据。
国家间审核旨在确定不同国家的采价员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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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了国家间可比规格品的价格,换而言之,他

们已经以相同的方式解读了规格品规格,并且上

报的价格是正确的。实施国家间编辑的工作人员

针对基本分类下的同一规格品在本地区的国家协

调机构向区域协调机构上报的平均价格间查找极

值。在执行该任务时,工作人员将以本国货币表

示的平均价格转换为以统一货币表示的价格。该

步骤将使用到汇率和购买力平价,稍后将对此作

出说明。转换完成后,根据该地区其他国家协调

机构的平均价格再次核对国家协调机构的平均价

格。如果无区域协调机构的领导和积极参与,国

家协调机构不同意相互分享各自的平均价格,则

无法有效地执行此任务。
国内编辑通常包括两轮的编辑和核实,需花

费两个月或以上的时间。国家间审核平均需要进

行四轮的编辑和核实,耗时四个月左右。国家间

审核花费的时间较长,这是由于审核期间不同国

家的数据组交互所致。某个国家协调机构进行的

修订可能改变其他国家协调机构针对价格所做的

编辑的结果。处理此等修订可能需花费大量时间,
这是因为并非所有参与比较的国家都参与了首轮审

核,部分国家在随后几轮才获得可用的平均价格从

而参与其中。由于这个原因,国家间审核可能花费

四个多月的时间10。本地区所有国家皆被纳入国家

间诊断表,且国家协调机构针对审核签字并正式批

准经修订的价格数据后,该程序方才完结。
国家间审核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过程的重复

性,国家诊断表在区域协调机构和本地区的国家

协调机构间来回传递。首先由国家协调机构将其

平均价格递交给区域协调机构。然后由区域协调

机构编制检查表格,识别可能不真实的价格,再

将此等表格连同其问题一起发送给国家协调机构。
国家协调机构调查完区域协调机构的问题后,国

家协调机构更正不正确的价格,将其返回给区域

协调机构。在数据库输入更正后的数据后,区域

协调机构重新计算并审核诊断表,随后将诊断表

以及与特采价格的可靠性相关的更多问题发送给

国家协调机构。区域协调机构和国家协调机构皆

认为经修订的价格为最终价格后,该步骤终止。
国家间诊断表在下文中被称作 “Quaranta表”

和 “Dikhanov表”。针对这两种表的说明和比较参

见附件。

国内审核

国内审核的重心是审核与求平均值模块。国

家协调机构编辑观察到的规格品价格以及规格品

价格得出的平均价格,该模块生成两个适合国家

协调机构使用的诊断表。此等诊断表为价格调查

表以及平均价格表 (参见表9.1a和表9.2a)。价

格调查表适用于基本分类下的各已采价的规格品。
纵列列出了观察到的规格品价格、规格品的其他

特点以及诊断检验的结果。诊断检验旨在确定潜

在误差。平均价格表包括基本分类中各规格品的

价格和诊断操作。虽然国家协调机构对这两张表

皆进行审核,但区域协调机构仅审核平均价格表。
价格调查表确定针对特定规格品收集的规格品价

格间的极值,而平均价格表则标记出已采价规格

品的平均价格间的极值。两张表的01至04行相

同,确定了规格品、规定了参考量 (在规格品规

格指定了须采价的量的范围后,价格观察值将根

据参考量进行调整)。审核适用于参考量的规格品

价格和平均价格11。
在整个审核过程中,首先在模块中 (表9.1a

的第05行至第15行)输入规格品价格和相关的信

息。一旦收集到价格后就应立即输入数据,以便

采价员和采价点人员能够清楚地回忆起收集价格

时的情况。理论上,应在收集到价格后的当天输

入规格品价格并对其进行筛选,以便使现场监督

员能够从一开始就可找到并纠正采价员犯下的

错误。
接下来,在输入各价格观察值的详细信息后,

核实输入的信息,确保规格品代码正确且规格品

代码和相应的价格观察值已按照一定的顺序录入。
应有仅针对参考量、观察到的量以及观察到的价

格的数值输入值。观察到的量的单位应与参考量

一致。应输入重要性规格品的所有价格观察值的

重要性指数12。
国内编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到识别

价格观察表中列示的规格品价格间的极值。第二个

阶段包括识别平均价格表中规格品的平均价格间的

极值。如果规格品价格或平均价格在指定的检验中

得到的值不属于预定的临界值,则被确定为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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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以统计理论为依据的诊断检验皆涉及到

离散程度。如果价格呈正态分布的,则价格主要

集中于平均值,标准差提供了衡量平均偏差的方

法。95%的观察值在平均值正负两个标准差范围

内,99%的观察值在正负三个标准差范围内。然

而在多数情况下,价格呈直角三角形分布 (大多

数为低价,高价呈递减趋势)。平均值和标准差皆

为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函数。价格确定所采用的诊

断操作须同时考虑两种类型的分布:
• 通过以下两种检验方法确采价格调查表中价

格观察值间的极值:平均价格比率检验和T值检验。
平均价格比率检验。平均价格比率为价格观

察值的参考量价格与规格品的平均参考量价格的

比率。比率在0.5至0.15之间,则通过检验。换

而言之,预计规格品价格不低于平均价格的一半,
但最多为平均价格的两倍。比率不属于该范围的

价格观察值无法通过检验,将在价格调查表中被

标记出来,这是因为存在极值,需要进行核查。
因不必依靠标准差,所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初步

检验,该检验亦受到极值的影响。
根据统计理论和此前开展的数据收集所得出的

经验,选择0.5至1.5这个范围作为临界取值范围。
如果规格品规定采价正确,则尽可能精确的规格品

规格可带来小于平均价格正负一半的价格观察值。
T值检验。T值为价格观察值的参考量价格与

规格品平均参考量价格的偏差与规格品标准差的

比率。为通过检验,比率不得高于2.0(任何大于

2.0的值皆可疑,因为此类值不属于95%的置信区

间)。比率大于2.0的价格观察值无法通过检验,
将在价格调查表中被标记出来,这是因为存在极

值,需要进行调查。
• 通过以下两种检验识别平均价格表中列出

的平均价格间的极值:最高-最低比率检验和变

异系数检验。
最高-最低比率检验。最高-最低比率是规

格品观察到的最高参考量价格与规格品的最低参

考量价格的比率。比率超过2.0的平均价格无法通

过检验,将在平均价格中被标记出来,这是因为

存在极值,需要进行核实。2.0的比率意味着变异

系数 (标准差/平均值)为10%-15%或95%的置

信区间为20%至30%。

变异系数检验。变异系数系以规格品平均价

格的百分比表示的规格品标准差。变异系数不超

过20%视为通过检验。变异系数超过20%的平均

价格无法通过检验,将在平均价格中被标记出来,
这是因为存在极值,需要进行核实。

与平均价格比率检验一样,临界值以受规格

品规格的精确性左右的期望值为依据。这两种检

验得出相似的结果。某一价格观察值与余下的观

察值差别较大时,最高-最低比率检验最为有用。
变异系数检验出现较大的值时,这可能表明规格

品规格过于宽泛。
审核和求平均值模块用于标记出检验值不属于

临界值的价格观察值和平均价格。须确定标示出的

价格观察值的规格品价格的可靠性以及标示出的平

均价格的可靠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国家协调机构

须调查标示出的价格观察值的可靠性以及以标示出

的平均价格为基础的价格观察值的可靠性。13

国家协调机构首先应审核录入价格的准确性,
换言之,应核实调查表的价格与上报表中的价格是

否具有一致性。如果不一致,则应纠正表中的价格,
并在第20行注明所做的修改。如果一致,则输入的

价格正确。国家协调机构须对收集价格的采价点进

行再确认,确定规格品价格是否与规格品规格相匹

配、上报的价格是否正确。如果规格品与规格品规

格相匹配,上报的价格亦正确,则审核程序完整。
被确定为精确观察值和异常值的极值应在表格的第

19行予以注明。如果采价规格品与规格品规格不匹

配,或者上报的价格不正确,则应在采价点中寻找

到与规格品规格相匹配的规格品,并采集规格品的

价格,或者,如果仍使用此前被采价的规格品,则

应确定其正确的价格,从而修正该状况。
国家协调机构可采取以下行动:
• 用正确的观察值控制或者取代被标示出及

发现的误差价格观察值。
• 被标记为未通过平均价格比率检验 (非T

值检验)但被认为是正确值的价格观察值为异常

值。如果异常值为有效观察值,且属于余下价格

观察值确定的组群的一部分,则应保留异常值。
在不涉及异常值的情况下,重新计算平均价格和

标准偏差,采用平均价格和标准差得出异常值的T
值,从而确定异常值。如果T值大于2.0,即使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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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值准确,但仍是无效的,应予以控制。如果T
值仍属于临界值范围内,则观察值有效,至少应

首先保留观察值。随后,在国家审核期间,可决

定是否需要采用插补法予以控制或取代之。
• 被标记为未通过T值检验但是被发现是正

确值的价格观察值亦属于异常值。即使如此,因

为此等观察值即使是被纳入平均价格和标准差计

算的范围之内,也不像其他价格观察值一样属于

同种组群内,因此应控制此等观察值。
在所有情况下,任何控制或更正操作都应在

价格调查表的第20行予以注明。
表9.1a说明了价格调查表在生成之初以及经

过国家协调机构首轮审核后的式样:极值为粗体,
国家协调机构的注释参见第19行。虽然仅有第16
行第8列被标记为未通过T值检验,但A类大米

的所有价格观察值皆显示为未通过平均价格比率

检验。似乎需要核实A类大米的所有观察值,但

确实是如此吗? 详细的检查表明仅有一个观察值

需要首先进行调查,该观察值为499.00,T值较

高。该观察值高是其他观察值的十倍有余,超过

平均价格和标准差,这也解释了其他观察值在平

均价格比率检验中占比较小的原因。
表9.1b为审核后的价格调查表格。经调查,

499.00的价格被证实为价格误差。在输入数据时,
该价格的记录有误。已用第20行中注明的正确价

格取代了该价格。因此,该观察值通过T值检验,
其余的观察值通过平均价格比率检验。

在表9.1b中,有阴影列的两个观察值与规格

品规格不符。在街角商店 (采价点19)里,已采

价大米是散装出售,未按照规定论包出售。

表9.1a 审核程序:国家协调机构已进行首轮编辑但尚未予以审核的价格调查表

类型 首轮编辑核后审核前

01 规格品代码 1101111.0111

02 简要规格品说明 A类大米,每包400-600克

03 参考量 500

04 参考量单位 克

05 观察日期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06 采价员识别码 A A B B C C C D D

07 采价点识别码 001 009 015 019 025 036 037 048 051

08 采价点位置 农村 农村 农村 农村 城市 城市 城市 城市 城市

09 采价点类型 集市 集市 集市 街角小店 超市 集市 街角小店 报刊亭 超市

10 观察到的量 400 400 400 500 1,000 400 600 450 400

11 观察到的量的单位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12 观察到的价格 28.72 31.92 31.92 50.00 80.00 34.32 59.88 449.10 44.00

13 重要性指标 * * * * * *

14 价格类型 议价 议价 议价 常规价格 打折 议价 常规价格 常规价格 常规价格

15 其他信息 散装出售
仅可买到
袋装大米

16 参考量价格 35.90 39.90 39.90 50.00 40.00 42.90 49.90 499.00 55.00

17 平均价格比率 0.38 0.42 0.42 0.53 0.42 0.45 0.53 5.27 0.58

18 T值 -0.39 -0.36 -0.36 -0.29 -0.36 -0.34 -0.30 2.66 -0.26

19 国家协调机构注释 不符合 不符合 真实

20 价格观察值状态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纵列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注:若大量出售,则该规格品为重要性规格品。用星号 (*)标示出重要性规格品,常以 “星号规格品”指代此类重要性规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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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b 审核程序:审核后的价格调查表

类型 审核后

01 规格品代码 1101111.0111

02 简要规格品说明 A类大米,每包400-600克

03 参考量 500

04 参考量单位 克

05 观察日期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06 采价员识别码 A A B B C C C D D

07 采价点识别码 001 009 015 019 025 036 037 048 051

08 采价点位置 农村 农村 农村 农村 城市 城市 城市 城市 城市

09 采价点类型 集市 集市 集市 街角小店 超市 集市 街角小店 报刊亭 超市

10 观察到的量 400 400 400 500 1000 400 600 450 400

11 观察到的量的单位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12 观察到的价格 28.72 31.92 31.92 50.00 80.00 34.32 59.88 44.91 44.00

13 重要性指标 * * * * * * * *

14 价格类型 常规价格 常规价格 常规价格 议价 打折 常规价格 常规价格 常规价格 常规价格

15 其他信息 散装出售
仅可买到
袋装大米

添加星号 添加星号

16 参考量价格 35.90 39.90 39.90 50.00 40.00 42.90 49.90 49.90 55.00

17 平均价格比率 0.82 0.91 0.91 0.98 1.14 1.14 1.25

18 T值 -1.12 -0.56 -0.56 -0.14 0.84 0.84 1.55

19 国家协调机构注释 不符合 不符合 价格误差

20 价格观察值状态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予以控制 予以控制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更正为49.90原始数据

纵列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而在超市 (采价点25),已采价大米的包装规

格超过规定的范围。因街角采价点的A类大米并

非按包出售,或超市出售的A类大米的包装较小,
所以采价员采集替代规格品的价格。因不能使用

替代规格品的价格,所以已予以控制,参见第20
行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因采价员标注出了替

代操作 (参见第15行),所以此等观察值为不匹配

数据,非规格品误差。未标示出来的,则为规格

品误差。因其值尚未被检测到是极值,所以此等

观察值亦可能是内点。这说明了对价格观察者提

供的附加信息以及规格品价格进行审核以及不单

靠机械识别极值的重要性。
如下面例子所示,控制或更正价格观察值间

的极值将引起变化,此等变化将影响到平均价格

的潜在误差状态,尤其是最高-最低比率较大的。
另一方面,变异系数较大可能是由其他原因导致

的,而非直接的规格品误差或者价格误差。不同

采价点类型间的规格品价格差别较大,或者各采

价点间的规格品采价不一致,这是因为规格品规

格太宽泛或者不同的采价员理解不同所致。
假如价格观察值正确,且在不同的采价点间

采集了某一可比规格品的价格,那么因采价点类

型不同而带来的价格差异则属于实际生活中的经

济事实。应保留该平均价格并向区域协调机构说

明差异存在的原因。为研究选定的采价点类型的

组合可能不能反映存疑规格品的分布情况。如果

是这样,则应予以调查,必要时,可通过控制从

比例偏大的采价点类型处收集的价格或者将比例

偏小的采价点类型处收集的价格翻倍的方式对该

组合进行适当调整。
除非平均价格因规格品规格过于宽泛或采价

点间采价不一致而出现差异的规格品为重要性规

格品,且基本分类无足够的规格品,则应剔除此

等规格品。在这种情况下,应临时保留此等规格

661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品及其平均价格,且应在平均价格表第30行中

予以说明。随后,可同区域协调机构根据该地区

国家协调机构上报的内容确定是舍弃、保留还是

隔离出此等规格品。
表9.2a说明了在对基础价格调查表 (表

9.1a)作出更正前首次生成的平均价格表的式样。
A类大米的平均价格显示为未通过最高最低比率

检验以及变异系数检验。为了找到原因,须返回

查看价格调查表及第8列中的价格误差。更准确地

说,表9.2b为对价格调查表进行审核并修正第8
列中的误差后的平均价格表。由于作出此等更正,
平均价格通过最高-最低比率检验和变异系数

测算。
单一价格与平均价格的审核将按照基本分类

来进行。在完成第二轮审核后,将完成针对大多

数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已识别极值的调查。价

格观察值和平均价格间可能还存在极值,但如有

必要,将在国家间审核期间记录下这些极值,随

后可剔除此等极值。一旦完成国内审核,国家协

调机构将平均价格表发送给区域协调机构。区域

协调机构在将平均价格输入到平均价格诊断模块

用于国家间审核前,将对平均价格表进行审查。
审查可能导致区域协调机构在标出平均价格间的

异常之处 (需对其作进一步解释)后将表格返回

给国家协调机构。国家协调机构在解决了区域协

调机构提出的问题并按照要求更正平均价格后,
将此表返回给区域协调机构。

表9.2a 国家协调机构已进行首轮编辑但尚未予以审核的平均价格表

类别 首轮编辑后审核前

01 规格品代码 1101111.0111 1101111.0112 1101111.0113

02 简要规格品说明 A类大米,每包400-600克 B类大米,每包250-500克 C类大米,散装出售

03 参考量 500 500 1000

04 参考量单位 克 克 克

21 参考期 年/月 年/月 年/月

22 观察值数量 9 5 10

23 无重要性指数的数量 5 5 10

24 规格品平均价格 94.72 46.75 45.46

25 规格品最高价格 499.00 69.00 59.90

26 规格品最低价格 35.90 39.90 32.90

27 最高-最低比率 13.9 1.7 1.8

28 标准差 151.7 12.63 8.8

29 变异系数 160.2 27.0 19.4

30 国家协调机构注释 核实 核实 通过

31 平均价格状态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表9.2b 审核后的平均价格表

类别 审核后

01 规格品代码 1101111.0111 1101111.0112 1101111.0113

02 简要规格品说明 A类大米,每包400-600克 B类大米,每包250-500克 C类大米,散装出售

03 参考量 500 500 1000

04 参考量单位 克 克 克

21 参考期 年/月 年/月 年/月

22 观察值数量 7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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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审核后

23 无重要性指标的数量 7 4 10

24 规格品平均价格 43.92 41.19 45.46

25 规格品最高价格 55.00 45.00 59.90

26 规格品最低价格 35.90 39.90 32.90

27 最高-最低比率 1.5 1.1 1.8

28 标准差 7.2 2.5 8.8

29 变异系数 16.3 6.2 19.4

30 国家协调机构注释 已审核 已审核 通过

31 平均价格状态 已更正 已更正 原始数据

国家间审核

国家间审核旨在针对潜在误差筛选国家协调

机构所上报的平均价格,并评估国家协调机构测

算PPP的可靠性。目的是审核各国可比规格品的

平均价格,以及所采规格品是否正确。换句话说,
是为了确定国家协调机构是否以相同的方式解读

了规格品规格并且采集了正确的价格。操作方式

为:将各国间同一种规格品的平均价格进行比较,
分析各规格品和各国间平均价格在两国间造成的

价格比率分散程度。简而言之,国家间编辑涉及

通过相应的价格比率检测平均价格间的极值。在

这一过程中,选择最终计算中将涉及到的规格品。
国家协调机构以本国货币报告价格,因此只有

使用统一货币表示平均价格,才能进行比较。一旦

转换为统一货币,可根据预先确定的标准相互比较

不同国家提供的同一种规格品的平均价格,并将此

等价格与识别的极值进行比较。但即使以统一货币

表示价格,也不能直接在规格品间进行比较。另一

方面,可将采集某一规格品价格的国家的价格比率

与其他规格品的等量价格比率进行比较,但前提是

已经按照标准校准了此等价格比率。规格品的标准

价格比率即:在以统一货币表示平均价格时,采集

规格品价格的国家的规格品平均价格与所有采集规

格品价格的国家的平均价格的几何平均值之间的比

率14。此等比率的计算和表达方法请参见表9.3a和

表9.3b的数字示例。采用Quaranta表和Dikhanov
表进行检查的数据见本章附件。此类表格中的数据

反映了多项数据审核的结果,目的旨在解释数据审

核的概念。

表9.3a 使用汇率对四个国家三类规格品进行数据审核 (示例)

使用汇率转换的各国大米基本分类的情况

A国 B国 C国 D国 几何平均值

1 NC-价格1 5770 2.11 1.82 1.98

2 NC-价格2 21757 7.87 4.66 7.60

3 NC-价格3 7075 3.10 2.59 3.09

4 XR 3830 1.84 0.759 1.00

5 XR
 

P 1.51 1.15 2.40 1.98 1.69

6 XR
 

P
 

2 5.68 4.27 6.14 7.60 5.80

7 XR
 

P
 

3 1.85 1.68 3.40 3.09 2.39

8 XR-比率1 89 68 142 117

9 XR-比率2 98 74 106 131

10 XR-比率3 77 70 142 129

  注:NC=本国货币;XR=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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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3b 采用PPP对四个国家三类规格品进行数据审核 (示例)

各国大米基本分类的详细情况

A国 B国 C国 D国 几何平均值 变异系数

1 NC-价格1 5770 2.11 1.82 1.98

2 NC-价格2 21757 7.87 4.66 7.60

3 NC-价格3 7075 3.10 2.59 3.09

4 PPP-大米1 2914 1.07 0.92 1.00

5 PPP-大米2 2662 1.04 0.61 1.00

6 PPP-大米3 2230 1.00 0.84 1.00

7 PPP-大米 2673 1.04 0.779 1.00

8 PPP-价格1 2.16 2.04 2.34 1.98 2.13

9 PPP-价格2 8.14 7.60 5.98 7.60 7.28

10 PPP-价格3 2.65 3.00 3.32 3.09 3.00

11 PPP-比率1 102 96 110 93 7.5

12 PPP-比率2 112 104 82 104 12.7

13 PPP-比率3 88 100 111 103 9.3

14

15 变异系数 11.8 4.2 16.1 6.1 9.75

  注:NC=本国货币。

  国家间审核采用汇率和PPP,以便将平均价

格转换为以统一货币表示的价格,使用按汇率兑

换后的平均价格和按PPP兑换后的平均价格得出

标准价格比率。以按汇率兑换后的价格为依据的

标准价格比率被称为汇率比率,以根据PPP进行

兑换后的价格为依据的标准价格比率被称作PPP
比率15。编辑和审核汇率比率和PPP比率。但只

使用PPP比率生成曾简要提及的分散指标。
由各国平均价格所计算出的PPP用于将平均

价格转换为统一货币表示。这意味着,根据仍需

予以审核的价格,采用PPP开始进行编辑。初次

计算的PPP可能不太可靠,标示出的PPP比率间

的极值也可能不太可靠。另一方面,汇率不是由

平均价格决定的,亦不受其影响。因此,在审核

的初期阶段将采用汇率比率。因按汇率转换后的

价格不反映国家的物价水平,所以计算出PPP,
鉴于此事实,使用汇率比率编辑推导出PPP的价

格看似是矛盾的。但经验表明,在审核初期,汇

率为判断上报的价格的可靠性提供了直观感受。
经验亦表明,大多数最初被确定为汇率比率极值

的汇率比率被发现是错误的。

使用汇率对国家间价格进行审核的示例请参

见表9.3a。该示例的对象为四个国家大米基本分

类下的三种规格品。第1至3行为各规格品以本国

货币表示的本国年均价格,第4行是以D国汇率

(1.00)为基础各国的汇率。问题是,各国是否是

针对同种或类似规格品采集价格,记录下的价格

的单位是否一致? 是否应将此等规格品纳入其中?
因此,下一步是使用各自的汇率将各规格品价格

转换为以D国货币表示的价格,以便获得各国家

的平均规格品价格。此等规格品价格 (汇率价格

或XR-价格)以及各自的几何平均值参见第5-7
行。即使以统一货币表示价格,但显而易见,各

国及规格品间的物价水平是不同的。规格品2比其

他规格品昂贵几倍,B国所有规格品的价格相对便

宜些。为了更加详细地检查国家和规格品间的关

系,在第8-10行中列出了标准汇率比率或汇率比

率。此类比率仅为各国规格品的汇率比率除以规

格品价格的几何平均值。C国的差异度最大,表明

须审查规格品1和规格品3的平均价格。规格品3
的差异性最大,表明应审查各国用于定义特性的

规格。

961

第9章 国际比较项目区域价格和基本分类PPP的审核



数据审核的下一步是:重复上面的步骤,但

不利用PPP来对国家规格品价格的货币单位进行

转换。第一步是计算规格品PPP,将其汇总到表

9.3b所示的国家PPP。出于简便之目的,再度在

第1-3行中填入以本国货币表示的价格。第4-6行

为规格品PPP,即以各国货币表示的价格除以以D
国货币表示的价格。得出以D国为基准的规格品

PPP。正如上述几章讨论的一样,任何国家都可以

被选定作为基准国。第7行为各国大米的汇总或平

均PPP,可采用上述几章说明的任何方法确定此

等PPP。各国的平均规格品价格除以各自的PPP
时,平均规格品价格被换算为各规格品的PPP价

格及其平均值 (如第4-6行所示)。因PPP剔除了

各国间的物价水平差异,我们可以预计各规格品

的PPP规格品价格类似,而几何平均值略有差异。
第11-13行中的PPP比率 (PPP价格除以平

均规格品价格)表明了各国间和各规格品间的差

异度。第15行中的变异系数为各国规格品PPP差

异度的一个指标 (国家变异系数)。此外,C国的

差异度最高,为B国和D国的两倍。实际上,这

可能意味着C国用于采价的规格品数量不够充足,
或者规格品2的价格可能存在问题,较C国的其

他规格品相比,该价格的价格水平有所差异。
第11-13行中的规格品变异系数表示了各规格

品PPP比率间的离散程度。理论上来说,此等标

准PPP价格应一致。应再次对C国的规格品2进

行检查。表明规格品间和各国间差异度的变异系

数参见第15行。在比较基本分类间的PPP时,这

一系数最为有用,我们将详细地讨论该系数。
国家间审核为重复程序,在终止前,可能涉及

到多次迭代反复或多轮审核。每轮后,因剔除或更

正了不正确的价格,PPP将变得更加可靠,同样的,
PPP间极值的标示亦更加可靠。因此,随着审核程

序的进行,工作重心从在汇率比率间寻找极值转移

到在PPP间寻找极值。该操作的目的旨在剔除,或

者至少减少PPP比率间的极值。如果能达成该目

的,则可以忽略汇率比率中余下的极值。不属于80-
125这个范围内的汇率比率和PPP比率作为有极值

的比率被标记出来,须审核是否存在极值。
值超过33%的变异系数为极值,需要国家协

调机构调查系数包含的PPP比率中被标示出来的

PPP比率。除了作为编辑工具外,在审核期间,
系数还提供了对进展进行监督的手段,最终评估

整个编辑和审核程序在降低价格数据中出现非抽

样误差的发生率方面是否有效。在审核过程后期,
系数应远远小于其在审核初期的大小。

异常值

对有Quaranta表格的基本分类或者有Dikhanov
表的总类进行编辑时,须确定含极值的平均价格,
更准确地说,须确定含极值的PPP比率。平均价格

表明被标示为极值的PPP比率是唯一的潜在误差。
无论用于识别PPP比率的标准是如何的完善,这仍

然不是因定义而引起的错误。不能自动剔除此等错

误。须将其返回给上报的国家协调机构进行审核。
国家协调机构须调查作为潜在误差返回给他们的平

均价格,并审核它们是错是对。如果价格被发现是

错误的,则国家协调机构将纠正此等错误;否则将

对其予以控制。但是如果发现此等价格是正确的,
则它们为异常值,须决定是否该保留此等价格、用

测算值取代此等价格还是舍弃此等价格,而这并非

是个轻易的决定。一种折中的方法是:对重要性类

别进行审查,以确保重要性规格品的分类正确。即

使部分偏差过大,但都可能是合理的。各经济体可

能有特殊的采价政策,如某些产油国的低油价。此

等价格可能被标记为极值,但却不一定是错误的。
尽管此等价格可能对数据组带来干扰,但剔除此

等价格则可能是错误之举。
然而,如非情况特殊,异常值带来的干扰不

仅可能对上报异常值的国家的PPP产生影响,还

能够在区域比较中对其他国家的PPP产生影响。
在此等情况下,可考虑用测算值替代异常值或者

对其进行控制。如果在基本分类下,无关的平均

价格涉及到某个对报告国来说至关重要的规格品,
那么可能不适宜删除此等平均价格,但却可以输

入一个值。但如果平均价格所涉及的规格品不太

重要或者不重要,则可允许剔除该平均价格。无

论采取何种措施,应由本国的国家协调机构以及

区域协调机构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
采用为数据审核特别设计的 Quaranta表和

Dikhanov表,对审核程序进行更加详细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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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参见本章附件。下节将概括介绍用于审

查基本分类间PPP的程序。不了解Quaranta表和

Dikhanov表的读者在继续阅读下一节前可能需要

先了解本章附件。

审核基本分类PPP

Dikhanov表是为了将基本分类汇总至更高层

级而编制的。通过在总量层面实施审核,可以将

平均价格的编辑和审核置于一个更广的范畴下。
换句话说,平均价格是否不仅在基本分类下保持

一致,在范围更广的规格品集中 (此等规格品来

自不同的基本分类)是否仍然保持一致呢? 在总

类层面进行编辑能够确定无法通过基本分类法编

辑找出的不一致。例如,假设某国在采集所有酒

精饮料规格品的价格时以 “夸脱”为计量单位,
而非规定的 “升”。基本分类下的价格比率一致,
但此等价格比率可能与其他基本分类中的价格比

率不一致。通过在基本分类间进行编辑识别此类

错误。就这一点来说,编制不同归总层面的Dikh-
anov表是有用的。例如,可首先在覆盖食品和非

酒精饮料的Dikhanov表中对囊括食品的基本分类

进行核查,随后在覆盖了所有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HFCE)的Dikhanov表中再度进行核查。
包含了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总类Dikhanov表

参见表9.4a。修改版参见表9.4b,在此表中,
CPD残差被转换为PPP比率,标准差表示为变异

系数。两表皆不完整。CPD残差 (PPP比率)仅

针对864个采价规格品中的22个规格品以及比较

中涉及的18个国家中的9个国家。请注意,总类

和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PPP未进行加权。在不考

虑基本分类支出的情况下,CPD使用整组规格品

及其价格计算出PPP。
表9.4a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按国家列出

了总类的简要信息 (PPP、标准差和物价水平)。
第二部分包括构成总类的基本分类。各基本分类

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按国家分类的基本分类的

简要信息,一部分是基本分类下采价规格品的

CPD残差和规格品变异系数。表9.4a以对数的形

式列示了残差。为了帮助确定CPD残差中的极值,
按下列方式编辑残差。

值在下列区间的CPD残差 字体 PPP比率当量

-0.25至0.25之间 无需突出显示 78至128之间

-0.75至-0.25之间,或者0.25至0.75之间 斜体 47至78之间,或者128至212之间

-2.0至-0.75之间,或者0.75至2.0之间 黑体 14至47之间,或者212至739之间

小于-2.0,或大于2.0 黑体、斜体 小于14,或大于739

  应调查所有以字体区分的残差。严格检查所

有的残差,黑体残差和黑体粗体残差尤其如此。
表9.4b以百分比列示了残差,这样更易于理解。

表9.4a的第一部分有助于比较基本分类间的

PPP(或者物价水平指数)。可以预料到,PPP将

随基本分类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在同种特性的地

区亦是如此。此外,还须审查并审核基本分类

PPP间的差异度,确保PPP可能是合理的。例如,
D国、G国和I国的水果的PPP比其蔬菜的PPP
高出40%左右,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水果和蔬

菜的PPP的数量级则类似。该情况可能反映出了

现实水平,或者可能是规格品清单选用的水果对

于此类国家来说不具备代表性,须对此种可能性

进行审核。在I国的案例中,绿色甜柿子椒和茄子

的平均价格似乎存在问题。如果经审核平均价格

是正确的,则可以剔除其中两个,这是因为柿子

椒的规格品标准差和基本分类的国家标准差超过

0.30的临界值。如果表明F国上报的大蒜的平均

价格是正确的,则可能出现类似争议。
根据表格,我们可得知,有区别的字体有助

于鉴别出需审核平均价格的规格品。然而更重要

的是,它们使潜在问题国家的鉴别变得更加容易,
例如表中的A国、C国和D国。

在这个阶段,重要性分类应予以审核。换句

话说,人们都不希望一个重要规格品的价格是一

个异常值。这也可能表明可能的规格品选择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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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4a A国至I国的总量Dikhanov表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代码 规格品名称
A B C D E F G H I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STD

 

1
STD

 

3
规格品/国家

1100000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PPP 4.052 16.02 0.739 75.69 43.7 7.879 96.76 1.000 5,227

标准差2 0.291 0.221 0.297 0.258 0.240 0.279 0.249 0.271 0.276 0.510

已采价规格品数量 567 608 450 566 525 420 481 611 457 864

汇率(本国货币单
位/美元) 5.779 13.01 0.709 75.55 51.88 6.359 102.3 0.571 4,464

重定汇率 10.12 22.78 1.242 132.3 90.87 11.14 179.2 1.000 7,817

价格水平指数 0.400 0.703 0.595 0.572 0.481 0.707 0.540 1.000 0.669

1101161 新鲜水果或冷藏水果

PPP 1.900 15.65 0.423 57.09 48.31 6.580 99.68 1.000 6,074

STD 0.326 0.189 0.353 0.395 0.260 0.164 0.364 0.204 0.126

价格水平指数 0.188 0.687 0.341 0.431 0.532 0.591 0.556 1.000 0.777

1101161.01 苹果:金冠 -0.0800.177 -0.0500.002 0.105 -0.2900.092 0.145 12

1101161.02 苹果:蛇果 -0.1400.189 -0.1800.039 0.273 -0.3000.079 0.194 13

1101161.03 苹果:本地品种 -0.050-0.3200.258 0.271 -0.030 0.248 9

1101161.04 香蕉 0.285 0.457 0.581 -0.330-0.3900.050 -0.1500.184 0.223 0.287 18

1101161.05 红葡萄 -0.510-0.010-0.2500.482 0.174 0.055 0.038 -0.140 0.265 15

1101161.06 青葡萄 -0.610-0.120-0.3000.414 0.292 -0.1000.484 -0.130-0.070 0.285 16

1101161.07 葡萄柚 0.184 0.099 -0.5500.501 -0.120-0.160-0.020 0.246 14

1101161.08 柠檬 0.363 0.030 -0.120-0.420 0.027 -0.6400.447 0.361 14

1101161.09 橘子 0.157 -0.380-0.2000.345 -0.000-0.0900.234 0.243 13

1101161.10 橙子 0.024 -0.0600.397 -0.5100.187 -0.1100.451 -0.050-0.040 0.234 16

1101161.11 梨 0.260 -0.010 -0.390-0.3800.245 -0.120-0.190 0.268 14

1101161.12 西瓜 0.051 0.072 0.012 0.258 -0.5300.036 0.040 0.228 13

1101171 新鲜或冷冻蔬菜

PPP 1.557 14.29 0.370 32.00 44.66 5.708 63.49 1.000 3,425

标准差 0.292 0.503 0.321 0.254 0.239 0.383 0.255 0.337 0.608

价格水平指数 0.154 0.627 0.298 0.242 0.492 0.513 0.354 1.000 0.438

1101171.01 黄瓜 0.066 0.124 -0.170-0.2300.009 -0.290 0.220 0.272 13

1101171.02 大蒜 0.227 0.354 -0.0900.290 -0.300-0.9300.137 0.027 0.448 17

1101171.03 圆番茄 -0.3900.391 -0.400-0.1200.045 0.408 -0.1300.221 0.145 0.250 16

1101171.04 青甜柿子椒 -0.4100.479 0.256 -0.000-0.1400.226 0.587 -1.100 0.400 16

1101171.05 青卷心菜 0.444 -0.4800.475 -0.3100.515 0.256 0.105 -0.700 0.325 17

1101171.06 胡萝卜 -0.030-0.6400.367 -0.000-0.1400.138 0.525 -0.440 0.295 17

1101171.07 花椰菜 0.286 0.503 -0.4400.351 -0.060-0.070 -0.110 0.272 16

1101171.08 洋葱 0.118 -0.6100.059 0.394 0.302 -0.0300.049 -0.2800.266 0.295 18

1101171.09 玉米 -0.340-0.0500.122 -0.070 0.424 0.203 10

1101171.10 茄子 -0.300 -0.370-0.120 -0.320 0.748 0.31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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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4b A国至I国的经修订的总量Dikhanov表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代码 规格品名称
A B C D E F G H I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STD

 

1
STD

 

3
规格品/国家

1100000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PPP 4.052 16.02 0.739 75.69 43.7 7.879 96.76 1.000 5,227

变异系数2 29.1 22.1 29.7 25.8 24.0 27.9 24.9 27.1 27.6 51.0

已采价规格品数量 567 608 450 566 525 420 481 611 457 864

汇率(本国货币单
位/美元) 5.779 13.01 0.709 75.55 51.88 6.359 102.3 0.571 4,464

重定汇率 10.12 22.78 1.242 132.3 90.87 11.14 179.2 1.000 7,817

价格水平指数 40.0 70.3 59.5 57.2 48.1 70.7 54.0 100.0 66.9

1101161
新鲜 水 果 或 冷 藏
水果

PPP 1.900 15.65 0.423 57.09 48.31 6.580 99.68 1.000 6,074

Var.co.2 32.6 18.9 35.3 39.5 26.0 16.4 36.4 20.4 12.6

价格水平指数 18.8 68.7 34.1 43.1 53.2 59.1 55.6 100.0 77.7

1101161.01 苹果:金冠 92.3 119.4 95.1 100.2 111.1 74.8 109.6 14.5 12

1101161.02 苹果:蛇果 86.9 120.8 83.5 104.0 131.4 74.1 108.2 19.4 13

1101161.03 苹果:本地品种 95.1 72.6 129.4 131.1 97.0 24.8 9

1101161.04 香蕉 133.0 157.9 178.8 71.9 67.7 105.1 86.1 120.2 125.0 28.7 18

1101161.05 红葡萄 60.0 99.0 77.9 161.9 119.0 105.7 103.9 86.9 26.5 15

1101161.06 青葡萄 54.3 88.7 74.1 151.3 133.9 90.5 162.3 87.8 93.2 28.5 16

1101161.07 葡萄柚 120.2 110.4 57.7 165.0 88.7 85.2 98.0 24.6 14

1101161.08 柠檬 143.8 103.0 88.7 65.7 102.7 52.7 156.4 36.1 14

1101161.09 橘子 117.0 68.4 81.9 141.2 100.0 91.4 126.4 24.3 13

1101161.10 橙子 102.4 94.2 148.7 60.0 120.6 89.6 157.0 95.1 96.1 23.4 16

1101161.11 梨 126.7 99.0 67.7 68.4 127.8 88.7 82.7 26.8 14

1101161.12 西瓜 105.2 107.5 101.2 129.4 58.9 103.7 104.1 22.8 13

1101171 新鲜或冷冻蔬菜

PPP 1.557 14.29 0.370 32.00 44.66 5.708 63.49 1.000 3,425

变异系数2 29.2 50.3 32.1 25.4 23.9 38.3 25.5 33.7 60.8

价格水平指数 15.4 62.7 29.8 24.2 49.2 51.3 35.4 100.0 43.8

1101171.01 黄瓜 106.8 113.2 84.4 79.5 100.9 74.8 124.6 27.2 13

1101171.02 大蒜 125.5 142.5 91.4 133.6 74.1 39.5 114.7 102.7 44.8 17

1101171.03 圆番茄 67.7 147.8 67.0 88.7 104.6 150.4 87.8 124.7 115.6 25.0 16

1101171.04 青甜柿子椒 66.4 161.4 129.2 100.0 86.9 125.4 179.9 33.3 40.0 16

1101171.05 青卷心菜 155.9 61.9 160.8 73.3 167.4 129.2 111.1 49.7 32.5 17

1101171.06 胡萝卜 97.0 52.7 144.3 100.0 86.9 114.8 169.0 64.4 29.5 17

1101171.07 花椰菜 133.1 165.4 64.4 142.0 94.2 93.2 89.6 27.2 16

1101171.08 洋葱 112.5 54.3 106.1 148.3 135.3 97.0 105.0 75.6 130.5 29
 

5 18

1101171.09 玉米 71.2 95.1 113.0 93.2 153.8 20.3 10

1101171.10 茄子 74.1 69.1 88.7 72.6 211.3 31.7 13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STD=标准差;XR=汇率;LCU=本国货币单位;PLI=价格水平指数;var.CO.=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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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国家间审核为一个需要多次重复进行的过程。
在各比较国提供平均价格前,就可开始进行审核。
每轮迭代或审核程序完成后,区域协调机构将根

据本轮参与国的国家协调机构所上报的调查结果

对本区域的价格数据库作出更改,并将参与审核

步骤的国家的价格添加到数据库中,再次启动平

均价格诊断程序,以生成全新的 Quaranta表和

Dikhanov表。此等表格将得到由于区域协调机构

更改而产生新的极值,国家协调机构须对这些新

极值进行调查。经历多轮审核且参与比较的所有

国家提供的价格皆已纳入数据库后,将会出现收

敛,国家协调机构和区域协调机构将认为后续多

轮审核的返回值为临界值,无需再进行更多轮审

核,国家间审核即完成。一旦审核程序签字结束,
国家协调机构就开始对其平均价格承担责任。当

国家协调机构对已审核的价格数据予以正式批准,
审核步骤即结束。

附件

Quaranta表和Dikhanov表

  Quaranta表和Dikhanov表针对采用基本分类

PPP单独编辑基本分类或者采用总类基本分类在

构成总类16的基本分类间进行编辑的规格品和国

家,提供了相似的价格差异度指标。Dikhanov表

针对用于计算PPP的国家产品虚拟法 (CPD)或

国家代表产品虚拟法 (CPRD),而Quaranta表的

适用范围则更广,包括Gini-Elteto-Koves-Szulc法

(GEKS)和GEKS*法以及国家产品虚拟法和国家

代表性规格品虚拟法17。在2005年轮ICP中,各

ICP地区采用国家产品虚拟法。
采用Quaranta表编辑基本分类下的价格,使

用Dikhanov表编辑由多个基本分类构成的总类下

的价格。Quaranta表的初衷是对基本分类下的价

格进行编辑。Quaranta表提供了大量与规格品价

格相关的信息,但表的格式过时,在将其应用到

大量规格品 (如为总类而采集价格的规格品)上

时,会很复杂18。Dikhanov表中的信息大部分与

Quaranta表一致19,但为了仅显示关键级数可能

隐藏某些规格品,如有需要,可调用被隐藏的规

格品。Dikhanov表的格式越紧凑,用于确定极值

不同等级的颜色组合越多样,则该表格更适合用

于编辑基本分类间的价格以及构成总类的规格品。
平均价格诊断模块生成多张Quaranta表 (其

中一张适用于正在被审核的各基本分类),并生成

一张适用于相应总量的Dikhanov表。同时,区域

协调机构向国家协调机构提供 Quaranta表和

Dikhanov表。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国家间

审核开始之初,是应该采用 Quaranta表还是

Dikhanov表? 部分分析家偏向于采用 Quaranta
表,在进行多轮审核后,PPP更可信时,方才查

阅Dikhanov表。其他人倾向于使用Dikhanov表,
使用它确定需要被调查以及随后需要针对Quaran-
ta表展开调查的国家和规格品。支持第一种方法

的论点认为与比较相关的大部分 (如非全部)步

骤是围绕基本分类而进行的。尤其是,PPP首先

是在基本分类层面计算得出并取其平均值的,在

汇总期间,使基本分类PPP加权。因此,采用

Quaranta表在基本分类层面启动审核程序似乎是

合乎逻辑的。另一个争论则是,Dikhanov表并不

像Quaranta表一样强调汇率比率,而在国家间审

核的初期阶段则须突出汇率比率。在Dikhanov表

中,汇率比率为拉动项,极值将不会被标示出来。
Quaranta表对于汇率比率和PPP比率给予同等的

重视程度,两者间的极值将被标示出来。
Quaranta表参见表9A.1。解释性注释参见表

后。该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列出了表格的

一般信息,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计算方法 [6]、汇

率比率和PPP比率的可接受值取值范围 [7]以及

货币兑换率计价标准 [8]。第二部分提供了基本分

类的摘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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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A.1 Quaranta表

Quaranta表的详细信息

[1]地区:亚洲 [2]调查对象:食品和饮料 [3]周期:2011年第一季度 [4]版本:终版 [5]日期:2011年6月30日

[6]计算方法:CPD [7]汇率比率和PPP比率的范围:80%,125% [8]货币兑换率计价标准:D国的本国货币 [9]页数:1

基本分类和国家详情

[10]1101111大米 [11]Av.权数:45.1 [12]规格品编号:3 [13]变异系数1:9.5

[14]国家 [15]
 

汇率 [16]
 

PPP
[17]价格水平

指数 (%)
[18]权数 [19]

 

规格品编号 [20]变异系数2

A 3,830.9492 2,673.8500 69.8 23.8 3:*1 11.8

B 1.8439 1.0353 56.1 34.6 3:*3 4.2

C 0.7594 0.7791 102.6 58.3 3:*1 16.1

D 1.0000 1.0000 100.0 63.9 3:*2 6.1

按国家分类的规格品详情

1 [21]1101111
 

1.0111长粒型大米,每包500-1000克                [22]变异系数3:7.5

[23]国家 [24]
 

NC-价格
[25]
星号

[26]
采价笔数

 

[27]
变异系数4

[28]
汇率价格

[30]
汇率比率

 

[31]
PPP价格

[33]
PPP比率

A 5,770.58 * 15 5.1 1.51 89 2.16 102

B 2.11 * 13 4.4 1.15 68 2.04 96

C 1.82 9 21.2 2.40 142 2.34 110

D 1.98 5 16.8 1.98 117 1.98 93

[29]GM=1.69 [32]GM=2.13

2 [21]
 

1101111.0112短粒型大米,每包500-1000克                        [22]
 

变异系数3:12.7

[23]国家 [24]
 

NC-价格
[25]
星号

[26]
采价笔数

 

[27]
变异系数4

[28]
汇率价格

[30]
汇率比率

 

[31]
PPP价格

[33]
PPP比率

A 21,757.60 9 14.2 5.68 98 8.14 112

B 7.87 * 10 7.7 4.27 74 7.60 104

C 4.66 * 15 9.1 6.14 106 5.98 82

D 7.60 * 8 8.9 7.60 131 7.60 104

[29]GM=5.80 [32]GM=7.28

3 [21]1101111.0113香米,每包500-1000克                    [22]
 

变异系数3:9.3

[23]国家 [24]
 

NC-价格
[25]
星号

[26]
采价笔数

 

[27]
变异系数4

[28]
汇率价格

[30]
汇率比率

 

[31]
PPP价格

[33]
PPP比率

A 7,075.88 6 15.3 1.85 77 2.65 88

B 3.10 * 14 10.4 1.68 70 3.00 100

C 2.59 7 24.7 3.40 142 3.32 111

D 3.09 * 10 10.2 3.09 129 3.09 103

[29]GM=2.39 [32]GM=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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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A.1 的注释

Quaranta表的详细信息

[1] 地区 表中包括的地区

[2] 调查 表中规格品的种类

[3] 周期 采集表中规格品的价格所花费的时间

[4] 版本 表格版本:初版、第二版、第三版、……、终版

[5] 日期 指表格计算的数据

[6] 计算方法
用于计算第 [16]行中基本分类PPP的方法。目前采用国家产品虚拟法,但亦有可能采

用国家代表产品虚拟法 (CPRD)、价格指数的多变扩张法 (GEKS)或者GEKS*法。

[7] 汇率比率和PPP比率的范围
如果第 [30]行中的汇率比率和第 [33]行中的PPP比率未被标示为极值,则汇率比率
和PPP比率应属于该范围内。目前的范围为80-125,也可使用65-155这一范围。范围
区间为正在被测算的几何平均值的相对偏差,所以各范围区间并不相等。

[8] 货币兑换率计价标准
被选为货币兑换率计价标准的货币。区域协调机构可选择本地区任何国家的货币作为货
币兑换率计价标准。

[9] 页数
页数。页数取决于已采价规格品的数量以及收集规格品价格的国家的数量,适用于基本
分类的Quaranta表可有很多页。

基本分类和国家详情

[10] 表中基本分类的代码和名称

[11] 平均支出权数
适用于基本分类中国家集团的平均支出权数。第 [18]行中国家权重未加权的算术平均
值。像国家权数一样,平均支出权数上限为100000。

[12] 规格品编号 基本分类规定的以及为此采价的规格品的数量

[13] 变异系数1

总体变异系数,或者更精确地说是,针对基本分类而采价的规格品的平均规格品变异系
数。按第 [22]行中的规格品变异系数的未加权计算平均值计算。变异系数1测算基本
分类下所有已采价规格品的PPP (见第 [33]行)的平均差异度。变异系数1超过33%
时,将予以标记出来。

[14] 国家 表中国家的简称。

[15] 汇率
各国的市场汇率表示为:以第 [8]行中规定的计价单位货币为单位时,本国货币的单
位数。

[16] PPP

基本分类PPP按第 [6]行中规定的方式计算,表示为以第 [8]行中规定的拟定计价单
位货币为单位时本国货币的单位数。用于计算PPP的价格为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平均价
格,此等平均价格是各国为基本分类而采集价格的规格品所上报的价格,即第 [24]行
中的NC-价格。

[17] 价格水平指数 价格水平指数。第 [16]行中的PPP表示为第 [15]行中相应汇率的百分比。

[18] 权重
国家支出权重比例缩放至100000。在支出以本国货币表示且按照国家物价水平予以估价
的时候,国家支出权重为某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花费在基本分类上的那部分支出。

[19] 规格品数量
各国针对基本分类采集价格的规格品的数量以及各国采集价格的重要规格品的数量,
即,指定为星级 (*)规格品的数量。

[20] 变异系数2
国家变异系数。国家为基本分类采集价格的所有规格品的国家PPP比率 (见第 [33]
行)的标准差,表示为国家为基本分类采集价格的所有规格品的国家PPP比率 (见第
[33]行)的算术平均值的百分比。变异系数2超过33%时,将予以标记出来。

按国家分类的规格品详情

[21] 后续规格品部分中的规格品代码、名称和摘要定义。

[22] 变异系数3
规格品变异系数。规格品的PPP比率 (见第 [33]行)的标准差,表示为规格品的PPP
比率 (见第 [33]行)的算术平均值的百分比。变异系数3超过33%时,将予以标记
出来。

[23] 国家 表中国家的简称。

按国家分类的规格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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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4] NC-价格 以本国货币 (NC)表示的平均价格。

[25] 星号 重要性指标。一般来说,重要性规格品以星号 (*)标示出来。

[26] 采价笔数 价格观察值的数量,第 [24]行中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平均价格以此为依据。

[27] 变异系数4
价格观察值变异系数。第 [24]行中规格品平均价格下的价格观察值的标准差,表示为
第 [24]行中规格品平均价格下的价格观察值的算术平均值的百分比。变异系数4超过

20%时,将予以标记出来。

[28] 汇率价格
按照第 [15]行中的汇率将第 [24]行中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平均价格转换为计价标准
货币。

[29] GM
第 [28]行中按汇率兑换后的价格的几何平均值。此处使用算术平均值以及第 [32]行
中使用的算术平均值确保了与货币兑换率计价标准之选择相关的不变性。

[30] 汇率比率
以第 [28]行中按照汇率兑换后的价格为基础的标准价格比率。汇率价格表示为第
[29]行中算术平均值的百分比。

[31] PPP价格
按照第 [16]行中的PPP将第 [24]行中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平均价格转换为计价标准
货币。

[32] GM 第 [31]行中按PPP兑换后价格的几何平均值。

[33] PPP-比率
以第 [31]行中按照PPP兑换后的价格为基础的标准价格比率。PPP价格表示为第
[32]行中算术平均值的百分比。

  该信息总体上来说与基本分类相关,或者与

基本分类中的各国家相关。本部分包括适用于基

本分类的所有变异系数 [13]、PPP [16]、支出权

重 [18]以及国家变异系数 [20]。第三部分包括

为基本分类采集价格的规格品。各规格品皆有自

己的分区,此等分区列示了规格品变异系数

[22];以本国货币上报的平均价格 [24](此类平

均价格为正在被审核的价格,通过采用此等平均

价格计算表中所示的PPP);根据汇率转换为统一

货币的平均价格 [28]及其几何平均值 [29]和

汇率比率 [30];根据基本分类的PPP转换为同种

货币的平均价格 [31]及其几何平均值 [32]和

PPP比率 [33]。
Dikhanov表的示例请参见表9A.2、表9A.3

和表9A.4。增加了斜体基准数字,相关说明请参

见表后的注释。虽然通常针对总类生成Dikhanov
表,但为了起到说明作用,此等表格与Quaranta
表一样包含相同的基本分类。将 Quaranta表和

Dikhanov表中相同的基本分类进行比较,有助于

了解两种表格的相似性和差异之处,但前提是使

用国家产品虚拟法计算两种表格的PPP。表9A.2
是Dikhanov表的扩展版本,含有扰动项 (该项通

常不明显)。该项包括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平均价格

[16]、平均价格所依据的价格观察值的数量

[17]、价格观察值变异系数 [18]和汇率比率

[19]。表9A.3展示了在隐藏了拉动项后Dikhanov
表的式样,Dikhanov表通常表现为此种式样。该

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提供基本分类和国家的

信息,包括PPP [4]、国家标准差 [5]和整体标

准差 [6]。
另外一部分包括由国家采集价格的规格品的

国家产品虚拟法残差 [13]及其标准差 [14]。表

9A.2、表9A.3和表9A.4所附的注释对国家产品

虚拟法残差及其偏差作出了解释。通过检查Quar-
anta表和Dikhanov表,表明Dikhanov表中的国

家产品虚拟法残差等于Quaranta表中的PPP比率

的对数。在表9A.2和表9A.3中,A国长粒型大

米的国家产品虚拟法残差为0.01505,等于1.015
的对数,而表9A.1中相应的PPP比率为101.5。
请注意,只要在使用国家产品虚拟法计算两种表

中的PPP且将规格品作为单独组别纳入计算中

(即,为基本分类或者总量)时该同一性才存在。
如果Dikhanov表采用国家产品虚拟法而Quaranta
表采用GEKS法,则不存在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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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A.2 适用于某一基本分类的Dikhanov表 (扩展版本)

代码 名称

[1]
 

A [1]
 

B [1]
 

C [1]
 

D
标准差1
标准差3

规格品/国家

[2]2011年
第一季度

[2]2011年
第一季度

[2]2011年
第一季度

[2]2011年
第一季度

[3]1101111 [3]大米

[4]PPP 2673.85 1.0353 0.7791 1.0000

[5]标准差2 0.0974 0.0341 0.1391 0.0505 [6]
 

0.0902

[7]已采价规格品的
数量 3 3 3 3 [8]

 

3

[9]汇率 (本国货币
单位/美元) 1473 0.709 0.292 0.3845

[10]重定汇率 3830.94 1.8439 0.7594 1.000

[11]价格水平指数 0.698 0.561 1.026 1.000

[12]
1101111.0111

[12]长粒型大米
[13]

0.01505
[13]

-0.04068
[13]

0.09660
[13]

-0.07097
[14]
0.0637

[15]4

[16]平均价格 5770.58 2.11 1.82 1.98

[17]观察值编号 15 13 9 5

[18]变异系数 5.1 4.4 21.2 16.8

[19]汇率比率 89.0 67.7 141.9 117.0

[12]
1101111.0112

[12]短粒型大米
[13]

0.11105
[13]

0.04284
[13]

-0.19665
[13]

0.04277
[14]
0.1169

[15]4

[16]平均价格 21757.60 7.87 4.66 7.60

[17]观察值编号 9 10 15 8

[18]变异系数 14.2 7.7 9.1 8.9

[19]汇率比率 97.9 73.6 105.8 131.1

[12]
1101111.0113

[12]香米
[13]

-0.12610
[13]

-0.00216
[13]

0.10005
[13]

0.02820
[14]
0.0817

[15]4

[16]平均价格 7075.88 3.10 2.59 3.09

[17]观察值编号 6 14 7 10

[18]变异系数 15.3 10.4 24.7 10.2

[19]汇率比率 77.3 70.4 142.4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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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A.3 适用于某一基本分类的Dikhanov表 (压缩版本)

代码 名称

[1]
 

A [1]
 

B [1]
 

C [1]
 

D
标准差1
标准差2

规格品/国家

[2]2011年
第一季度

[2]2011年
第一季度

[2]2011年
第一季度

[2]2011年
第一季度

[3]
 

1101111 [3]
 

大米

[4]PPP 2673.85 1.0353 0.7791 1.0000

[5]标准差2 0.0974 0.0341 0.1391 0.0505 [6]
 

0.0902

[7]已采价规格品的
数量 3 3 3 3 [8]

 

3

[9]汇率 (本国货币
单位/美元) 1,473 0.709 0.292 0.3845

[10]重定汇率 3,830.94 1.8439 0.7594 1.000

[11]价格水平指数 0.698 0.561 1.026 1.000

[12]
1101111.0111

[12]长粒大米 [13]0.01505
[13]

-0.04068
[13]0.09660

[13]
-0.07097

[14]0.0637 [15]4

[12]
1101111.0112

[12]短粒大米
[13]

0.11105
[13]0.04284

[13]
-0.19665

[13]
0.04277

[14]0.1169 [15]4

[12]
1101111.0113

[12]香米
[13]

-0.12610
[13]

-0.00216
[13]0.10005 [13]0.02820 [14]0.0817 [15]

 

4

  如果Dikhanov表中基本分类下规格品的国家产

品虚拟法残差以总类PPP为基础,并且Quaranta表

中的PPP比率是通过基本分类PPP推导出来的,则

也不存在同一性。表9A.4列出了按PPP比率表示

的表9A.2和表9A.3的CPD残差。

Dikhanov表中的CPD残差的标准差实际上为变

异系数,这是因为残差的平均值为1。表示为表

9A.4中的变异系数 (即乘以100),有利于比较表

9A.1中Quaranta表中的变异系数。因测算中存在

差异,所以这两套系数不是同种系数。
表9A.4 适用于某一基本分类的Dikhanov表 (压缩版本)

代码 名称
A B C D

变异系数1
变异系数2

规格品/国家

2011 2011 2011 2011

1101111 大米

PPP 2,673.85 1.0353 0.7791 1.0000

变异系数2 9.7 3.4 13.9 5.1 9.0

已采价规格品数量 3 3 3 3 3

汇率 (本国货币单位
/美元) 1,473 0.709 0.292 0.3845

重定汇率 3,830.94 1.8439 0.7594 1.000

价格水平指数 69.8 56.1 102.6 100.0

1101111.0111 长粒大米 101.5 96.0 110.1 93.1 6.4 4

1101111.0112 短粒大米 111.7 104.4 82.1 104.4 11.7 4

1101111.0113 香米 88.2 99.8 110.6 102.9 8.2 4

  资料来源 (所有表格):2005年轮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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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A.2、表9A.3和表9A.4之注释

[1] 表中国家的简称。

[2] 采集表中规格品的价格所花费的时间。

[3] 表中基本分类或总量的代码和名称。

[4]
表中基本分类或总量的PPP。表示为每单位选定的计价标准货币的本地货币数量。用于计算PPP的价格为以本国货币
表示的平均价格,此等平均价格是各国为基本分类或总类而采集价格的规格品所上报的价格,即第 [16]行中的平均
价格。

[5]
标准差2:各国适用于基本分类或总量的国家产品虚拟法或者国家代表CPPD残差的标准差。乘以100后可转换为国家变
异系数。各国家残差的平均值为1。

[6]
标准差1:为基本分类或者总量采集价格的所有规格品的国家产品虚拟法或者国家代表性规格品虚拟法残差的标准差。乘
以100后可转换为规格品的总体变异系数。所有规格品残差的平均值为1.

[7] 国家采价规格品的数量。

[8] 基本分类或总量规定的规格品的数量。

[9] 市场汇率,表示为每单位美元的本地货币的数量。

[10] 依据计价标准货币重新设定的汇率 [9]。每单位计价标准货币的本地货币单位数量。

[11] 物价水平指数。第 [4]行中PPP表示为第 [10]行中相应的重新调整汇率的比率。

[12] 所含规格品的代码和名称。

[13] 按规格品和国家分类的CPD或者CPRD残差。

[14] 标准差3:规格品的CPD或CPRD残差的标准差。乘以100后可转换为规格品变异系数。规格品残差的平均值为1。

[15] 采集规格品价格的国家的数量。

[16] 以本地货币单位表示的平均价格。

[17] 价格观察值的数量,[16]行中的平均价格以价格观察值为基础。

[18] 价格观察值变异系数。

[19] 以按照汇率转换后的价格为基础的价格比率。将转换后的价格表示为其几何平均值的百分比。

  Quaranta表中的总体变异系数为基本分类规

格品价格变异系数的平均数,而Dikhanov表中的

变异系数则是通过表中规格品部分的所有CPD残

差计算得出,从而确保了总体变异系数、规格品

变异系数和国家变异系数间的一致性。此外,理

论上讲,应采用对数法计算Quaranta表中的规格

品变异系数,这是因为PPP比率是基于PPP价格

的几何平均而计算的。但由于某些特殊原因,采

用PPP比率的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计算此等规格

品变异系数。而Dikhanov表中的规格品变异系数

则不存在此种情况。此等规格品变异系数以国家

产品虚拟法残差为基础,正如刚才提到的,国家

产品虚拟法残差为PPP比率的对数。尽管计算方

法不同,但这两组变异系数具有相似的数量级,
在确定极值的时候同样可靠。

较表9A.3中的版本相比,表9A.4中列示的

Dikhanov表的版本更加容易使用,这是由于该版

本采用与Quaranta表一致的术语和概念。因此,

在审核时,更容易在两表间来回转换。仍须在平

均价格诊断模块中加入Dikhanov表,此等表格中

的国家虚拟规格品法残差表示为PPP比率,其标

准差表示为变异系数。
Quaranta表及其对应的Dikhanov表的对比表

明它们拥有下列共同的极值指标:
• 总体变异系数测算了某一基本分类所有

PPP比率的离散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总体变异

系数可以显示出各国所采集的规格品的同质性以

及基本分类PPP的可靠性。系数值越高,则价格

结构的同质性越差,PPP的可靠性也就越小,我

们将超过33%的值归为极值。
在对极值进行审核时,应优先考虑变异系数

超过33%的基本分类,尤其是在此类基本分类的

支出权重较大时。与支出权重较小的基本分类相

比,支出权重较大的基本分类将对总体PPP产生

更大的影响。只有Quaranta表列示出支出权重。
随着审核程序的进行,系数值应降低,从而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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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了评估审核程序有效性的方法。
• 国家变异系数测算了某一基本分类的国家

PPP比率的离散程度。换言之,国家变异系数衡

量了某国针对基本分类采集价格的规格品间的物

价水平的离散程度以及基本分类PPP的可靠性。
系数值越高,则该国的物价水平越不均匀,PPP
的可靠性越小,我们将超过33%的值为极值。

在审核期间,国家协调机构应优先考虑国家

变异系数的值超过33%的基本分类,尤其是当基

本分类的支出权重较大时。
随着审核程序的进行,系数值将减小。这使

国家协调机构能够评估审核的有效性。国家变异

系数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去考虑同组数据,
补全了规格品变异系数 (下一项)。关注国家而非

规格品有助于发现有可疑数据的国家。就这一点

来说,最好采用规格品范围较广的Dikhanov表检

测出现偏差的国家。
• 规格品变异系数是审核用变异系数中最重

要的一种变异系数,它测算了规格品PPP比率间

的离散度。规格品变异系数是可比性和精确度的

指标,并为这两个问题提供了答案:采集规格品

价格的国家协调机构是针对同一规格品还是同等

规格品采价? 采价过程是否正确? 系数值越高,
则规格品的物价水平越欠均匀,规格品的可比性

以及规格品的国家间采价越可疑。可选择拆分或

删除此等规格品。区域协调机构应确保国家协调

机构已对此等规格品做了详细的调查。在审核期

间,应重点关注变异系数超过33%的规格品。
• 汇率比率为以按照汇率转换后的平均价格

为基础的标准价格比率。该替代类指标实现了规

格品平均价格的国家间比较。在PPP和PPP比率

可能不可靠的情况下 (这是因为PPP和PPP比率

以正在被审核的平均价格为基础),汇率比率有助

于在审核初期对规格品价格比率的极值进行审核。
首先,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审核时,应调查不属于

80-125这一范围的汇率比率。在随后的几轮中,
PPP比率变得更加可靠时,可忽略汇率比率间的

极值。对于这一指标而言,最好查阅Quaranta表,
这是因为显示的级数通常含被标记的极值。

• PPP比率是基于PPP转换的平均价格而计

算的一种标准化价格比率。该指标适用于比较各

国间某一规格品的平均价格以及某一国家规格品

间的平均价格。它是某一规格品的价格比率间的

极值,国家间审核试图审核PPP比率。如果比率

在80-125之间,则应予以进一步审核。
• 价格观察值变异系数衡量了价格观察值的

变异性,国家就某一规格品上报的平均价格以之

为基础。直接从平均价格表中提取价格观察值变

异系数。若变异系数超过20%的平均价格被认为

是极值,则在国家审核期间将使用它审核平均价

格间的极值。如果在国家审核后变异系数仍超过

20%,则国家协调机构可能需要重新编制基本价

格观察值,前提是规格品的PPP比率间存在极值

或者规格品变异系数超过33%。
• 物价水平指数衡量了国家间物价水平的差

异性,有助于比较基本分类间物价水平的一致性。

尾注

1.如果规格品规格过于宽泛,则问题不在于已采价

规格品与规定的规格品不匹配 (这是因为可能不匹配),
而是已采价规格品无法与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所采集到

的规格品相比较。在开始采集价格前,某一国家内的国

家协调机构和采价员通过研究规格品规格的方式来对采

价规格品的种类达成一致,从而解决此类问题。这将无

法避免国家间在解读上的差异性,只有在审核时,差异

性才会变得明显。

2.当规格品规格涉及到某一特殊模式 (在部分国家该

模式正在被后一种模式所取代),可发生此种情况,而涉及

到居民耐用消耗品时则极少发生此种情况。

3.此种情况强调在前期观察时采价员应接受良好的培

训并得到明确的指示,易于使用的价格报告表亦如是。此

外,应严密监督现场工作,确保价格采集者记录下价格、
数量和其他规定的数据。培训和现场监督并不能消除规格

品误差,但可以降低其发生率。

4.即使正确记录价格和规定的数量,如果未按照参考

量正确调整价格,仍能引起价格误差。

5.术语 “极值”和 “异常值”通常为同义词。在本文

中,经审核后无误的极值将予以保留。在鉴定时,极值为

潜在误差;审核完后,极值或是错误或是异常值。

6.不同的规格品分布情况不同。某些规格品主要在超

市出售,其他规格品则主要在专卖店出售。

7.因规格品销售条件和/或环境不同,所以同一规格

品的价格可能随采价点类型的变化而变化。销售条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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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构成服务要素。如果服务要素随采价点类型的变化

而变化,则即使从物质上来说正在采购的规格品为同种

规格品,但在两处采价点内购买的此等规格品也不是同

种规格品。实际上你正在购买的是合成规格品,即规格

品自身加上服务要素。服务要素的差异为质量差异,从

而导致价格差异。如果在计算收集的规格品价格的平均

值时,相关人士未考虑到被观察采价点的不同服务要

素,那么平均价格可能过高或者过低。

8.平均价格是否带来公正的价比取决于被调查的规格

品在其他参加比较规格品的国家的分布情况是否类似、所

有国家选定的采价点是否具备相同的服务要素。

9.最初拟定让区域协调机构参与国内审核,以确保本

地区的严格程度保持一致。在某些地区,区域协调机构参

与其中,但在其他地区,因该地区对保密性的要求较为严

格,所以区域协调机构未参与进来。在区域协调机构参与

国内审核的地区,一个国家的价格观察值只能经由其国家

协调机构和区域协调机构审查,不能提供给本区域内或区

域以外的其他人士。经验表明,区域协调机构参与国内审

核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区域协调机构参与国内审核时,
国家协调机构可能不再像要求的一样积极主动,相反,它

们变得被动,希望区域协调机构采取主动。

10.不能夸大按时完成审核程序的重要性。通常按月

收集消费品价格,按季度执行编辑和审核。因此,须处理

大量的价格观察值。应尽量避免事情积压起来,这样可能

推迟区域比较 (以及全球比较)的时间,还可能对质量产

生影响。审核价格数据的时间越长,越不容易纠正审核期

间确定的错误。此外,为了减少积压的事情、弥补浪费掉

的时间,区域协调机构和国家协调机构可能倾向于在编辑

和审核价格时放宽力度,走捷径。

11.例如,在表9.1a中的参考量为500克 (第03行和

第04行),但采价员可能针对400克至600克 (第02行)
这一范围内重量的规格品采集价格。随后根据500克这一

标准 (16行)调整采价量的价格 (第10行、第11行、第

12行)。审核第16行中经调整的价格,求其平均值,得出

表9.3a中的平均价格 (第24行)。

12.在计算基本分类的PPP时,区别对待重要规格品

和非重要规格品。因此,各国须指明哪种针对基本分类采

价的规格品对于它们来说是重要规格品。若大量出售,则

该规格品为重要规格品。用星号 (*)标示出重要规格品,

常以 “星号规格品”指代此类重要规格品。

13.价格调查表和平均价格表相关。平均价格表中的

平均价格来自于价格调查表中的规格品价格。修改规格品

价格将自动改变相应的平均价格。各平均价格可被 “展开”
以显示其所依据的规格品价格。因此,如果某一平均价格

被标示为极值,则可调用基本价格观察值以了解是否有基

本价格观察值被标示为极值以及平均价格被标示出来的原

因。所以可以反向执行国内审核的两个阶段,即,在最初

采用平均值而非价格观察值。该方法的缺点是,可能忽略

采价员提供的附加信息。

14.标准价格比率等于

CC-Price1A
[CC-Price1A*CC-Price1B*

…CC-Price1N]
1
N  100,

其中CC-Price1A为A国的规格品1的平均价格 (以统一货

币表示)。

CC-Price1A等于
NC-Price1A
CC1A

,其中NC-Price1A 是A国

的规格品1的平均价格 (以本国货币表示),CC1A 为A国

的本国货币与统一货币间的货币兑换率。货币兑换率或为

汇率或为PPP:CC1A=XR1A 或PPP1A。

15.亦被称作CUP比率。CUP指用于表示平价的常规

单位。CUP通常为人造货币单位,如欧盟统计局采用的购

买力标准 (PPS)。

16.即支出分类的汇总层级中的总量,例如食物和饮

料、服装与鞋、居民最终消费或者GDP。

17.只有当规格品的重要性信息可靠时,才能采用国

家代表产品虚拟法计算Quaranta表和Dikhanov表的PPP。
经验表明通常情况并非如此。鉴于此,建议首先采用国家

产品虚拟法导出Quaranta表和Dikhanov表,保留国家产

品虚拟法,用于最终迭代和规格品重要性审核。CPD和国

家CPRD虚拟法残差,以及标准差间明显的差异可能表明

存在数据问题,尤其是重要性规格品选择上的问题。

EKS*法亦如是。如果重要性规格品的分配存在争议,则

不得使用本方法计算Quaranta表的PPP。而至少应在审核

的早期阶段采用GEKS法。

18.Quaranta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该表格式

的设计为将其打印在A4纸张上提供了便利。

19.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例如,早期的Dikhanov表未

包含汇率比率 (国家间审核首先关注此汇率比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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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基本分类与汇总类PPP的审核:
审核何时结束, 测算何时开始?

Frederic
 

A.Vogel

  上一章讲述了国际比较项目 (ICP)为了对超

过一千种规格品的价格进行审核而作出的巨大努

力和复杂工作。这些审核首先要在各国内部进行,
其次还要在国家间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仅

要确保采价规格品是可比的,还要确保这些可比

较规格品的价格是该国的全国年度平均值。尽管

前面章节中不乏对GDP中基本分类PPP的后续汇

总步骤的介绍,但却极少涉及这些步骤中的数据

审核环节。因此,本章将通过检视汇总步骤以及

PPP和支出数据的校验,进一步推动数据审核

工作。1

首先,本章的开始部分是对汇总步骤的综述,
并以此作为将要介绍的各个层级上所要进行的数

据审核的基础。其次,使用来自2005年轮ICP的

相关数据结果,我们将对不同的数据审核方法进

行回顾。这些数据审核工具包括简单的数据图、
聚类分析以及用来解释双边PPP内在变异性的模

型。最后,本章以数据审核应于何时结束,而测

算又应于何时开始的总结来收尾。数据分析有两

方面的作用:其一,指出哪里需要更多的数据审

核;其二,指出即使在使用有保证的数据进行数

据分析时,一些国家的价格和支出模型也会出现

异常值。这样一来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数据

审核应于何时结束,而测算又应于何时开始?

从基本分类PPP到GDP:步骤概述

数据审核和测算过程是以146个国家的129个

基本分类PPP矩阵为开端的,这个过程需要在六

个ICP地区2的所有国家都已通过全球通用货币链

接起来之后进行。获得这些基本分类PPP的测算

过程已在第4章介绍过。所得到的PPP具有可传

递性和基国不变性。第9章讨论的是国际比较项目

为了校验基本分类PPP下的价格数据而付出的巨

大努力。一国内部的PPP随基本分类的变化而不

同,但其中会存在某些内部一致性。一般来说,
贫穷国家的物价水平要低于相对富裕的国家,而

且即使基本分类不同,物价水平应该也会呈现相

似的格局。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如何检查一国的

基本分类PPP和如何按照基本分类检查各个国家

的PPP。因此,有必要对基本分类和国家中的基

础价格进行第二次审核。
假设一个矩阵 (129×146)包含了以各国货

币表示的基本分类支出。第6章说明了如何使用多

步法计算全球PPP。多步法的计算以一个地区内

的基本分类PPP的测算作为开端。之后利用地区

间的链接因子将基本分类PPP调整为使用全球通

用货币表示。最后,将基本分类PPP汇总得到

GDP层级的PPP。我们将要呈现的分析是基于第

6章中已经介绍的汇总方法,也即将129个基本分

类PPPs通过直接汇总来获取GDP层级PPP。本

章给出上述汇总方法的目的主要是用以解释下面

将要涉及的数据验证步骤。
全球汇总过程的第一步是利用支出权重来计

算基本分类PPP的加权平均值,再以两个国家为

一组,算出GDP层级的PPP。由于每个国家支出

份额的分布并不相同,因此要考虑如何将权重应

用到汇总中去。第5章说明了怎样在国家j和国家

k之间利用支出权重把基本分类PPP汇总到GDP
层级。以下所示分别为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

拉氏指数是

PPPj,k
L =∑

N

n=1
wj

nPPPj,k
n (10.1)

该指数将j,k两国间的基本分类PPPs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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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权,权重为国家j在各基本分类上的支出份

额。上述两个国家之间的帕氏指数的计算使用国

家k作为权重。

PPPj,k
p = 1

∑
N

n=1

wk
n

PPPj,k
n

(10.2)

通过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所测算的各国GDP层

级PPP结果并不相同。正如本书第1章所述,国际比

较项目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所有国家都应该被平等的

对待。根据这一原则,将每两个国家作为一组,取拉

氏指数和帕氏指数的几何平均值作为其费雪指数,即

PPP
 

j,k
F 。每组国家的计算结果是一个146×146的费

雪指数矩阵。因为这些指数不具有传递性,需要利用

GEKS法将其变得可传递,这一点在第1章和第5章

有说明。如本章的表10.4和表10.5所示,费雪矩

阵可被用来为每列中的国家计算出2个直接PPP
和144个间接PPP。国家j和国家k 的直接PPP
和间接PPP的几何平均值即为GEKS法PPP,这

时的PPP具有可传递性,同时也具备了基国不变

性。同样地,在计算几何平均值时,直接PPP和

间接PPP也处于同等的位置。
下一节我们回顾了基本分类PPP和支出权重,

其目的是对其中所涉及的数据审核步骤进行更好

的说明。接着将介绍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以及

这两个指数与费雪指数的偏离程度。本章倒数第

二节将概述如何利用GEKS法使得直接PPP和间

接PPP具备可传递性。最后,本章以对 “数据审

核何时结束,测算何时开始”的思考结尾。

基本分类PPP的审核

关于数据审核,首先要审查的是各个国家的

基本分类PPP的离散程度,以找出其中存在的异

常值。数据集为一个矩阵,即129个基本分类乘以

146个国家的矩阵。分析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

国家内的基本分类的物价水平具有一致性,贫穷

国家的物价水平通常要低于相对富裕的国家。需

要重申的是:基本分类PPP的测算并不涉及支出

权重或物量权重。
在分析之前,首先将以美元为单位的基本分

类PPP作为世界价格水平指数 (PLI)3 的标准,

其值设为100,因此,可以直接比较各个国家的相

对物价水平。按国家/经济体列出的基本分类物价

指数分布情况如图10.1所示。该图为箱线图,由

Tukey(1977)首先引入。箱线图不需要参数,从

图可以看出数据的分散和偏斜程度以及异常值。
箱线图在绘制过程中首先要对每个国家的基本分

类物价指数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简单整理。
在本案例中,图中的每个箱形都包含了任一国家

80%的基本分类物价指数。另外,有10%的基本

分类物价指数要高于图中箱形的上限,还有10%
的基本分类物价指数要低于图中箱形的下限。图

中的每个箱形均包含一条线,这条线指示的是基

本分类物价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图中有一条

线横穿所有的箱形,该线为PPP的中位数点,每

个国家中的基本分类物价指数有半数比较高,另

外半数则比较低。需要注意的是,箱线图中的中

位数并非总是位于中间的位置,高于或者低于中

点的位置表示有所偏斜。
图10.1首先按地区对国家进行分组,其次,

在每个地区将各个国家的中位数按照从大到小的

顺序进行排列。对数标尺中列示了物价指数,将

世界的值设为100 (ln100=4.6)。图10.2为129
种基本分类的箱线图,在该图中物价指数中位数

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尽管图10.1和图10.2
中的箱线图在各基本分类和各国家的箱的大小上

显示出了相当的一致性,但仍然需要检查一些异

常值。
图10.1中,每个地区按照中位数对国家进行

排列的情况显示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的物价

水平在所有国家中是最高的。但是,像安哥拉和

赤道几内亚这样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其中位数

分别排在第19位和第21位,这表明以上两个国家

的数据经过比较详尽的检查。这两个国家的物价

指数中,数值最大的基本分类都是 “航空客运”。
如图10.2所示,“航空客运”这个基本分类的中位

数是最大的,同时它也是拥有最高的最大值的基

本分类之一,这是由于安哥拉紧跟赤道几内亚之

后。在对数据进行更仔细的检查之后发现,相比

其他基本分类,航空客运的物价指数在大多数国

家都是最大的。这个现象提示应对 “航空客运”
的采价参数进行检查。

481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同样地,对最小值进行审核,结果显示:相

对于最大值,最小值偏离中位数的程度更大。其

中,有七个国家存在最小值,这需要额外的数据

检验。而且很多最小值都是来自于 “医疗服务”
这个基本分类。由于并非所有的地区都进行了生

产率调整,所以不同地区间的PPP难以进行比较。

绘制这两幅图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即使规格品

价格的校验工作做得非常充足,对物价指数进行

的PPP分布情况的检验 (按国家和按基本分类)
仍旧会发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六个国家

的最大和最小物价指数的差异超过100倍。

图10.1按地区和国家/经济体计算的物价指数箱线图 (世界=100)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和ICP全球办公室Min

 

Ji
 

Lee计算。
注:参见本章附件中的国家/经济体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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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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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按基本分类计算的物价指数箱线图 (世界=100)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和ICP全球办公室Min

 

Ji
 

Lee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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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分类支出权重的校验

上一章未使用Quaranta表和Dikhanov表校验基

本分类支出的权重,这是数据审核方法的一个缺陷。

数据审核始于按国家和按基本分类分布的国家支出

矩阵。《ICP操作指南》(世界银行,2011)对数据

审核的步骤进行了一系列说明,数据审核的说明首

先始于一国范围,进而扩展到地区内的所有国家,
最后针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国家。

针对每个国家内部的基本分类支出和比例,有以

下三点需要审核:
• 完整性,除了少数例外,每一个基本分类

的支出都应有相应的记录。
• 合理性,在比较基本分类的人均值和支出

比例时,数据应具有合理性。
• 一致性,与其他年限的分布情况具有时间

上的一致性。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形,都需要额外

检验异常值。
地区内部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数据审核需要在

具有相似结构的国家中进行比较,比较内容包括

支出比例、人均名义支出和人均指数,其中异常

值要另行标记。一旦得出初步的PPP,就可以在

具有相似结构的国家之间比较人均实际支出额。
此外,平减后的基本分类支出还可用来校验相应

的价格和物量之间的关系,这点会在下一节中

讨论。
本节的主要内容是:基本分类支出、支出比

例中的潜在异常值及辨认异常值的诊断程序。校

验数据的一个简单步骤是将基本分类支出值转化

  为审核支出比例,再将各个国家按基本分类

来分类进行检查,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将它们

与中位数作比较,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人均实际

支出上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表10.1展示了支出比例高出GDP10%国家的

基本分类的最大值、中位数和最小值。单元格中

的数值分别代表不同国家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第

一列代表的基本分类则是相同的。在所有的基本

分类之中,最大的支出比例 (21%)出现在摩尔

多瓦的 “住房建筑”这个基本分类下。 “住房建

筑”最小的比例为0.04%,出现在科威特。“其他

谷类和面粉”基本分类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出现

在埃塞俄比亚和日本,分别为19.6%和0.01%。
尽管一些基本分类的支出比例是合理的,如 “实
际和虚拟的住房租金”和 “市政工程”的最大值,
但还是有一些基本分类的值是不合理的,如有些

国家的鲜奶、土豆和啤酒的支出比例等于,甚至

超过了GDP的10%。此外,一些支出比例的最小

值也是不合理的,尤其是有些国家报告的值竟然

为零。

表10.1 支出比例的最大值高出GDP10%的国家的基本分类最大值、中位数和最小值

以及最大值与中位数、中位数与最小值的比率

基本分类 最大值 (%) 中位数 (%) 最小值 (%) 最大值/中位数 中位数/最小值

住房建筑 21.0 4.19 0.04 5.0 105

其他谷类及面粉 19.6 0.63 0.01 30.8 63

金属制品和设备 19.1 5.92 0.52 3.2 11

大米 17.4 0.48 0.003 36.3 160

实际和虚拟的住房租金 17.0 6.10 0.066 2.78 92

非住房建筑 15.5 3.32 0 4.67 —

教育 15.1 1.65 0.10 9.16 16.5

雇员报酬 14.7 4.40 1.17 3.34 3.8

市政工程 14.6 3.01 0 4.86 —

鲜奶 11.6 0.40 0 29.2 —

运输设备 11.4 2.27 0.08 5.0 28

新鲜或冷藏的土豆 11.4 0.44 0.004 25.8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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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本分类 最大值 (%) 中位数 (%) 最小值 (%) 最大值/中位数 中位数/最小值

餐饮服务 10.0 1.94 0 5.14 —

啤酒 10.0 0.34 0 29.6 —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粗体显示的数字表示需要进一步审核。

  审核数据的另一个有用的工具是检查最大值

与中位数和中位数与最小值之间的比率。因为中

位数是分布图的中点,所以该值并不会受最大值

和最小值的影响。但是,应该对最大值、最小值

和中位数之间的比率的极端差异进行检查。如果

本组中的基本分类支出的最大值超过中位数25倍,
就需要对报告的支出数据进行校验。表10.1只显

示了比例值最大的国家中的最大值与中位数的比

率。对于所有最大值与中位数的比率超过25的基

本分类都要进行相应的数据审核。
中位数与最小值的比率远远超过最大值与中

位数的比率。超过78种基本分类的最小值为零,
至少有一个国家出现这种现象。相对于以该基本分

类 “无消费”来说明零值,“无测算”这种说法可能

更加合理。从数据审核的角度来看,支出比例存在

的主要问题在于那些数值比较小的基本分类。表中

用粗体表示的基本分类支出数据应给予校验。
总的来说,基本分类支出校验应对按国家分

类和按基本分类来分类的数据最大值和最小值进

行检查。对于一些国家,还应对其最大值与中位

数、中位数与最小值的比率进行检查,以发现基

本分类支出中的潜在问题。
到目前为止,校验基本分类PPP和基本分类支

出的方法是分开的,未关联起来。下一节将检验以

支出值作为权重,将基本分类PPP平均到GDP中

得到的结果。在此及以后的过程中,由于需同时考

虑PPP和权重,数据审核的工作将更加困难。

费雪矩阵的评估

全球129种基本分类PPP的汇总至GDP的工

作以方程式 (10.1)和方程式 (10.2)中每组国

家 (两个国家)的拉氏和帕氏指数的测算为开端。

PPPj,k
F ≡(PPPj,k

L PPPj,k
P )

1
2 (10.3)

每两两国家所生成的费雪指数,最终可得到

一个146×146的矩阵,即为GDP层级的PPP。每

一个双边PPP的稳健性都基于两国间价格和支出

结构的相似性。若两国的价格和支出结构是相似

的,则其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计算出来的双边

PPP也将是相似的。相似的程度可以通过它们之

间的差异进行简单衡量,参见下列Hill(2011)给

出的帕氏和拉氏指数值之差,该式是衡量的基础:

PLSs
jk=

MAX(Pp
jk,P

L
jk)

MIN(Pp
jk,P

L
jk)

(10.4)

由于价格和支出结构之间的极端差异,部分双边

比较中的分布值变大的现象不足为奇。该问题已在

Diewert(2001,2009)、Aten和 Heston(2009年)、
Hill(1999,2011)的努力下得到了解决,他们通过

在从双边比较转为多边比较的测算过程中结合结构差

异,来解决这些差异。后续章节会对他们采用的方法

有更详细的说明。此处,对拉氏与帕氏指数的分布值

的校验首先作为数据审核的步骤。
在图10.3的箱线图中,首先对国家按照其所在

的区域进行分组,其次按照拉氏与帕氏指数之差的

中位数进行分组。每个国家的配图显示其拉氏与帕

氏指数值的分布与其他145个国家的拉氏与帕氏指

数值的分布相关。图中的箱涵盖了80%的值,图中

的线表示每个国家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中最小值

为1.00。因此,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最大值上面。卢

森堡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国家属于拥有最大值的国

家中的较大的一部分 (拉氏与帕氏指数值之差=
16.23),所以这两个国家在所有的146个国家中拥

有最大的双边拉氏与帕氏指数分布值。本案例从这

146个国家中选取三个国家的最大值作为代表:塔

吉克斯坦,与所有的146个国家中相比,该国家的

最大值为104;卡塔尔和卢森堡,与11个国家相比,
这两个国家的最大值为31。此外,地区内部国家也

有其特定关系,例如,若仔细查看独立国家联合体

国家的拉氏与帕氏指数的最大分布值,可以发现卡

塔尔的分布值是最大的。

981

第10章 基本分类与汇总类PPP的审核: 审核何时结束, 测算何时开始?



图10.3 按地区和国家/经济体列出的帕氏和拉氏指数分布值的箱线图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和ICP全球办公室Min

 

Ji
 

Lee的计算。
注:参见本章附件中的国家/经济体代码。

数据检查结果显示:塔吉克斯坦、卡塔尔、吉尔

吉斯斯坦和卢森堡这四个国家的双边拉氏与帕氏

指数分布值都大于2.00,其中塔吉克斯坦与135
个国家相关,卡塔尔与112个国家相关,吉尔吉斯

斯坦与89个国家相关,卢森堡与84个国家相关。
表10.2列出了双边拉氏与帕氏指数分布值大于

2.00的10个国家。美国作为基准国也被列在该

表中。
到目前为止,分析结果显示表10.2中的国家

的基本分类的价格 (PPP)和数量彼此之间并不一

致,同时,这些国家与很多其他国家的基本分类

的价格和数量也不一致。现阶段PPP和支出数据

是否存在问题尚属未知,即更充分的数据审核有

待进行;或者数据是否有效,数据测算又被摆在

台面上。以下的探讨将提供其他可在评估费雪
 

PPP时用到的校验步骤。
《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 (世界银行,2007

年)一书在其第12章中将拉氏数量指数定义如下:

Qj,k
L =
∑
n

i=1
pj

iqk
i

∑
n

i=1
pj

iqj
i

(10.5)

该式表示以j国价格计算两国的物量时,两国

GDP实际支出的比率。帕氏数量指数定义如下:

Qj,k
P =
∑
n

i=1
pk

iqk
i

∑
n

i=1
pk

iqj
i

(10.6)

该式表示以k 国的价格计算两国的物量时,
两国GDP实际支出的比率。

至于PPP的费雪物量指数,则是拉氏数量指

数和帕氏数量指数的几何平均值。Hill(2011)提

议对价格和物量比值的低值和高值进行计算,以

确定拉氏与帕氏指数之差中的较大值是否是由

PPP或支出的异常值造成的。同时,应进一步校

验物量或价格比值的高值和低值都比较大的基本

分类。Hill对2005年轮ICP中非洲数据的分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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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与物量比值相比,对价格进行广泛的校验之后,
PPP比值中出现较大值的频率要少一些。他的另

外一个发现是:物量比值的高值要比物量比值的

低值小得多。对2005年轮ICP中亚洲的数据的分

析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参见表10.3中的总结。

表10.2 双边拉氏与帕氏指数分布值大于2.0的国家列表

国家编号
(PLS>2.0)

编号乘以
最大值

卢森堡 挪威 瑞士
吉尔吉
斯斯坦

摩尔
多瓦

塔吉克
斯坦

巴林 科威特 卡塔尔 冈比亚 美国

卢森堡 84 11 1.00 1.10 1.00 8.53 5.44 16.23 1.64 1.42 1.74 9.80 1.12
挪威 67 — 1.00 1.04 5.80 3.94 10.48 1.55 1.55 2.07 6.29 1.23
瑞士 54 — — 1.00 5.30 3.94 9.09 1.46 1.46 1.98 5.81 1.11

吉尔吉斯斯坦 89 — — — 1.00 1.08 1.18 5.71 6.39 9.36 1.87 5.54
摩尔多瓦 77 — — — — 1.00 1.69 4.88 5.27 8.24 1.86 3.65

塔吉克斯坦 135 104 — — — — — 1.00 8.51 10.50 12.30 2.75 10.53
巴林 58 — — — — — — 1.00 1.04 1.30 5.03 1.49

科威特 66 — — — — — — — 1.00 1.04 5.97 1.42
卡塔尔 112 31 — — — — — — — — 1.00 7.21 1.98
冈比亚 79 — — — — — — — — — 1.00 7.21
美国 41 1.00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参见本章附件中的国家/经济体代码。

表10.3 极值比最大的25个物量:亚太地区 (2005年轮ICP)

物量比值高值 物量比值低值

96.7 蒙古 羔羊肉、绵羊肉和山羊肉 2,556.9 不丹 餐饮服务

64.8 斯里兰卡 其他购买的运输服务 1,200.9 泰国 黄油和人造奶油

52.7 斐济 居民服务 1,056.3 斯里兰卡 个人交通工具的维护和维修

35.5 不丹 奶酪 731.5 柬埔寨 电话及传真服务

33.3 不丹 医疗器具及设备 681.1 老挝 冷冻水果、加工水果或蜜饯

32.0 巴基斯坦 衣物清洗及修补 525.4 中国澳门 居民服务

27.8 不丹 黄油和人造奶油 402.9 斐济 摩托车

25.9 伊朗 电话及传真服务 277.1 斯里兰卡 家用电器维修

25.7 尼泊尔 鲜奶 233.5 不丹 糕点、巧克力和冰激凌

25.1 伊朗 天然气 225.6 文莱 其他燃料

22.6 尼泊尔 其他谷类及面粉 216.5 不丹 其他娱乐用品和设备

22.6 尼泊尔 黄油和人造奶油 186.7 柬埔寨 保险

22.5 巴基斯坦 邮寄服务 168.3 不丹 羔羊肉、绵羊肉和山羊肉

21.6 斯里兰卡 兽医和其他宠物服务 142.6 泰国 羔羊肉、绵羊肉和山羊肉

20.9 斯里兰卡 主要工具和设备 139.0 尼泊尔 其他与个人交通工具相关的服务

20.8 巴基斯坦 鞋类规格品维修及租用 132.8 中国香港 其他燃料

20.7 不丹 主要工具和设备 117.2 新加坡 其他燃料

20.1 巴基斯坦 兽医和其他宠物服务 90.3 中国香港 家具、装饰材料及地板覆盖物的维修

19.1 巴基斯坦 鲜奶 84.7 柬埔寨 电话及传真设备

18.4 中国香港 电话及传真设备 77.0 老挝 治疗器具及设备

18.2 尼泊尔 羔羊肉、绵羊肉和山羊肉 73.2 孟加拉国 冷冻水果、加工水果或蜜饯

17.8 孟加拉国 新鲜或冷藏的土豆 68.3 蒙古 新鲜或冷冻的鱼类和海鲜

17.7 伊朗 其他燃料 67.0 中国台湾 其他燃料

17.3 印度 鲜奶 65.9 马尔代夫 个人交通工具的维护和维修

16.5 斯里兰卡 冷冻水果、加工水果或蜜饯 64.7 不丹 自行车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和ICP全球办公室Min
 

Ji
 

Lee计算。
注:参见本章附件中的国家/经济体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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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4 146个国家/经济体物量比值 (2005年轮ICP)的树状图

聚合 (*,“平均值”)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和ICP全球办公室Min
 

Ji
 

Lee计算。

  当考虑经济体的规模时,物量比值的高值显

示的是与所有国家的基本分类的平均值相比之后,
每个国家的任一基本分类的相对规模。蒙古国的

物量比值的高值为96.7,这意味着该国在羔羊肉、
绵羊肉和山羊肉上的支出是亚太地区的所有其他

国家平均值的96倍。不丹的物量比值的低值为

2556.9,与上个例子中的蒙古国相反,这意味着

该国在餐饮服务上的支出只有平均值的 1
2556.9

。

这些基本分类的数据可能并没有错误,但由于各

国差距太大,有必要对其进行校验。需要强调的

是物量比值的高值实际上要比物量比值的低值小

的多。最终结论是:需要进一步校验数值很小的

基本分类支出。
前文中的帕氏和拉氏指数差、价格和物量的

比值可被放在一个146×146的相异度矩阵中。
Hill(2011)建议使用聚类分析,该方法使用最小

的相异指标来获取一组受观测的国家并将其分组,
然后再获取下一组相似的指标。这种方法将价格

结构和物量结构相似的国家聚在一起,将超出相

似性期望值的国家排除在外,其实质就是对数据

进行了第二次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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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 (*,“平均值”)

  图10.4中的树状图是根据物量比值建立的,
该图显示各国家如何被聚在一起,它以基本分类

为基础,涵盖了所有的146个国家。尽管出现不同

的国家并不少,但是通常它们正是上述诊断方法

所描述的那些国家。树状图并不能显示某些基本

分类的数据是否有误,或者与其他国家相比,一

些国家是否在经济结构上存在不一样之处。对于

出现异常值的国家,需要对其的PPP、支出权重、
帕氏指数与拉氏指数之差进行基本分析,关于这

三种分析的方法,可参见前面的章节。
数据审核进行到这个阶段,面临的问题似乎

并不再是数据审核的问题,而是某些国家在价格

和支出结构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一简单问题。接

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国家对最后的测算步骤的影

响,即如何使用GEKS法获取可传递性。

从双边PPP到多边PPP

GEKS法以费雪
 

PPP的146×146矩阵为开

端,该矩阵包含了受比较的每组国家的PPP。表

10.4是一个只包含了9个国家的子矩阵。每一行

和每一列共同表示一个国家,以中国澳门为例,
行表示其PPP,列则表示它与其他国家的比值。
这些PPP不具有可传递性,例如,中国香港与中

国澳 门 的 直 接 PPP 之 比 为 1.03,通 过 印 度

(1.141)得出的中国香港与中国澳门的间接PPP
比,为中国香港与印度的PPP比 (0.38)除以中

国澳门与印度的PPP比 (0.33),得出的结果不同

于直接PPP。因此,这些PPP并不具有可传递性。
如本书第1章、第4章以及第5章所述,使用

GEKS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任何两个国家的PPP
既可以直接得到,又可以通过其他任何国家间接

得到相同的结果。得到这个结果的计算方法是首

先计算每行中国家的直接PPP和间接PPP,其中

美国=1,然后用表10.4中每行的数据除以美国的

数据,如此一来,每行中就有两个直接PPP数据,
即每个国家自身的PPP和美国=1、(n

 

-2)得出的

直接PPP或者144个间接PPP。GEKS法PPP是

上述直接PPP和间接PPP的几何平均值。这些

PPP是具有可传递性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两个国

家之间的PPP与通过第三方国家得到的PPP是相

等的。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平衡的要求,直接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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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间接PPP得到了相同的对待。得出的结果,将

在下节讨论。
表10.5中列出了表10.4中国家的直接PPP

和间接PPP (美国=1.00)例如,中国香港这一

行的数据即是与美国相关的中国香港的直接PPP
和间接PPP。香港/香港与香港/美国表示的是直

接PPP,其余列表示的则是国家的间接PPP。通

过取每行的几何平均值来得出各个国家与美国

(美国=1.00)相比的最终的多边PPP,这实际上

也使每个国家的权重相同。表10.5显示直接PPP
和间接PPP并不相同,例如,将新加坡作为中间

的联接国时,文莱与美国相比的PPP为1.08,但

是将不丹作为中间国时,该值则为0.76,两个值

差了1.44倍。
数据审核的最后一步是检查每个国家直接

PPP和间接PPP的离散程度。表10.6列出了间

接PPP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比率最大的国家。从表

中可以看出该值在坦桑尼亚最大,卡塔尔和塔吉

克斯坦紧接其后。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

离散程度要比帕氏指数和拉氏指数之差的离散程

度小得多,帕氏指数和拉氏指数之差的最大值

可能会高于16,相比之下,直接PPP和间接

PPP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率最大仅为3.59。通

常,在这两种情形中,很多同样的国家会出现

异常值。
表10.6中的第 (2)列为直接PPP和间接

PPP的相对标准误差,使用中位数除以标准误差

的形式来表示。数值下降得越快,表明这些国家

的出现异常值的频率越小。

表10.4 部分国家/经济体的费雪
 

PPP子矩阵

国家/经济体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新加坡 中国台湾 文莱 孟加拉国 不丹 印度 美国

中国香港 1.00 1.03 4.97 0.31 5.77 0.26 0.36 0.38 5.87

中国澳门 0.97 1.00 4.91 0.29 5.70 0.23 0.34 0.33 5.61

新加坡 0.20 0.20 1.00 0.06 1.14 0.05 0.07 0.07 1.23

中国台湾 3.25 3.50 16.57 1.00 20.07 0.92 1.26 1.32 17.62

文莱 0.17 0.18 0.88 0.05 1.00 0.04 0.06 0.06 0.92

孟加拉国 3.91 4.35 20.52 1.09
 

25.78 1.00 1.46 1.59 20.52

不丹 2.79 2.90 15.36 0.79
 

17.57 0.68 1.00 1.05 13.34

印度 2.62 2.99 14.32 0.76
 

17.03 0.63 0.95 1.00 14.01

美国 0.17 0.18 0.81 0.06 1.08 0.05 0.07 0.07 1.00

  资料来源: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注:参见本章附件中的国家/经济体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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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5 部分国家/经济体的直接PPP和间接PPP (美国=1.00)

国家/经济体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新加坡 中国台湾 文莱 孟加拉国 不丹 印度 美国

中国香港 5.87 5.79 6.13 5.41 5.32 5.25 4.77 5.34 5.87

中国澳门 5.70 5.61 6.06 5.04 5.26 4.72 4.59 4.69 5.61

新加坡 1.18 1.14 1.23 1.06 1.05 1.00 0.87 0.98 1.23

中国台湾 19.11 19.63 20.46 17.62 18.51 18.82 16.81 18.43 17.62

文莱 1.02 0.98 1.08 0.88 0.92 0.80 0.76 0.82 0.92

孟加拉国 22.97 24.42 25.33 19.21 23.77 20.52 19.53 22.29 20.52

不丹 16.41 16.30 18.95 13.98 16.21 14.02 13.34 14.69 13.34

印度 15.41 16.79 17.67 13.40 15.70 12.90 12.72 14.01 14.01

美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注:参见本章附件中的国家/经济体代码。

表10.6 极值比最大的国家的直接PPP和间接PPP (美国=1.00)的离散程度

国家 间接PPP的极值比 (1)
直接PPP和间接PPP的

相对标准误差 (2)
直接PPP/GEKS(3) GEKS(PLI加权)

PLS/GEKS(4)

坦桑尼亚 3.59 0.18 1.19 1.01

卡塔尔 2.78 0.15 1.18 1.05

塔吉克斯坦 2.76 0.15 0.83 1.09

老挝 2.63 0.14 0.93 1.00

越南 2.56 0.14 0.99 1.04

柬埔寨 2.56 0.13 0.94 1.00

赤道几内亚 2.50 0.15 1.16 0.99

吉尔吉斯斯坦 2.41 0.14 0.88 1.00

冈比亚 2.28 0.16 0.72 0.98

摩尔多瓦 2.11 0.13 0.98 1.00

巴林 1.72 0.11 1.11 0.96

卢森堡 1.66 0.09 1.10 1.00

科威特 1.63 0.11 1.13 1.00

挪威 1.50 0.08 1.12 1.02

瑞士 1.36 0.06 1.09 0.97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及Aten-Heston的加权PLS与GEKS的比率。
注:参见本章附件中的国家/经济体代码。PLI指价格水平指数;PLS指拉氏与帕氏指数值之差;GEKS指Gini、Éteto、Koves、Szulc

发明的GEKS法。

  第 (3)列为各个国家与美国相比的直接PPP
与GEKS法PPP的相对偏差,即直接PPP与间接

PPP的几何平均值。如果此处使用直接PPP,则

坦桑尼亚的实际GDP将是现在的值的1.19倍。不

管比率是大于1.00还是小于1.00,这都是实际

GDP在GEKS汇总过程中增减的结果。
第 (4)列来自于Aten和Heston(2009年),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测算各国的离散程度时,比较过程包括所有

其他国家的间接PPP,在这种情况下,是146个国

家。对于离散程度最大的国家的数据,尽管需要

对其进行再一次的校验,但是现阶段这些偏差更

可能是由各个经济体在经济结构上的极大不同造

成的。下一节将探讨在GEKS汇总过程中,是否

591

第10章 基本分类与汇总类PPP的审核: 审核何时结束, 测算何时开始?



所有的间接PPP都应使用相同权重。

审核何时结束测算何时开始?

  在本章的分析中显示为异常的国家,或许其

数据并没有问题,只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结构不同

于其他国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它们比其他

国家在测算中出错的几率要大,这表明在测算过

程中,应区别对待它们。Hill(1999年,2011
年)、Aten和 Heston (2009年)、Diewert(2009
年)以及其他学者都对GEKS法进行过这方面的

考虑。Hill曾提议使用最小间隔树法,这种方法首

先对比较相似国家的PPP进行计算,再以类似的

流程计算相似性差一些国家的PPP。问题是如何

确定国家分组的标准,最终结果对每一步选择国

家的方法都非常敏感。另一个问题是循环性的问

题,因为需要最终结果来建立生成树的路径。
Aten和Heston(2009年)曾经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即是否所有的费雪指数都是相等的。换句

话说,在 GEKS汇总过程中,直接PPP和间接

PPP是否应使用相等的权重。Aten和 Heston举

了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他们将帕氏指数和拉

氏指数之差作为一个变量运用在了最终PPP测算

中,具体来说,他们将GEKS汇总表示为最小二

乘估计,帕氏指数和拉氏指数之差作为一个变量

加入其中。表10.6中的第 (4)列为GEKS/PLS
与GEKS的比率。需要注意的是,像卡塔尔和塔

吉克斯坦这样帕氏指数和拉氏指数之差也是最大

的国家,对其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这个方法在

测算过程中使用了离散程度的概念,基于该方法

和其他类似的方法,Aten和Heston给出了结果。
他们最后总结道出,对于各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巨

大差异,有必要引入其他的变量或者权重。

结论

本章主要介绍了几种数据审核的方法。首先

介绍的是基本分类PPP和支出权重的数据审核步

骤。分析结果显示,在使用 Hill(2011年)建议

的方法时,需格外注意支出权重的审核。同时,
也应检查和审核由费雪表示的

 

PPP矩阵。在对

2005年和2011年的基准数据进行分析时,对于因

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同而产生的离散程度问题,应

继续寻找更好的可应对测算方法。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各个国家在经济结构上

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物价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与

物价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大不相同。通

常,发展中国家在食物上的消费比例比较大,在

服务上的消费比例则比较小。有146个国家和经济

体参与到了200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中,相比之下,
参与到2011年轮ICP中的国家将达到180个。随

着国家数量的增多,离散程度也将增大。作为回

应,Aten和Heston(2009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在GEKS汇总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放弃使用

平等的,或者说是相等的权重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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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经济体三字母缩写代码

国际标准化组织

ABW 阿鲁巴岛 CHL 智利 GIB 直布罗陀

AFG 阿富汗 CHN 中国 GIN 几内亚

AGO 安哥拉 CIV 科特迪瓦 GLP 瓜德鲁普岛

ALB 阿尔巴尼亚 CMR 喀麦隆 GMB 冈比亚

AND 安道尔 COD 刚果民主共和国 GNB 几内亚比绍

AR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COG 刚果共和国 GNQ 赤道几内亚

ARG 阿根廷 COL 哥伦比亚 GRC 希腊

ARM 亚美尼亚 COM 科摩罗 GRD 格林纳达

ATA 南极洲 CPV 佛得角 GRL 格陵兰岛

ATG 安提瓜和巴布达 CRI 哥斯达黎加 GTM 危地马拉

AUS 澳大利亚 CUB 古巴 GUF 法属圭亚那

AUT 奥地利 CYM 开曼群岛 GUM 关岛 (美国)

AZE 阿塞拜疆 CYP 塞浦路斯 GUY 圭亚那

BDI 布隆迪 CZE 捷克 HKG 中国香港

BEL 比利时 DEU 德国 HND 洪都拉斯

BEN 贝宁 DJI 吉布提 HRV 克罗地亚

BFA 布基纳法索 DMA 多米尼克 HTI 海地

BGD 孟加拉国 DNK 丹麦 HUN 匈牙利

BGR 保加利亚 DOM 多米尼亚 IDN 印度尼西亚

BHR 巴林 DZA 阿尔及利亚 IND 印度

BHS 巴哈马 ECU 厄瓜多尔 IRL 爱尔兰

BIH 波黑 EGY 埃及 IRN 伊朗

BLR 白俄罗斯 ERI 厄立特里亚 IRQ 伊拉克

BLZ 伯利兹 ESP 西班牙 ISL 冰岛

BMU 百慕大 EST 爱沙尼亚 ISR 以色列

BOL 玻利维亚 ETH 埃塞俄比亚 ITA 意大利

BRA 巴西 FIN 芬兰 JAM 牙买加

BRB 巴巴多斯 FJI 斐济 JOR 约旦

BRN 文莱 FRA 法国 JPN 日本

BTN 不丹 FSM 密克罗尼西亚 KAZ 哈萨克斯坦

BWA 博茨瓦纳 GAB 加蓬 KEN 肯尼亚

CAF 中非共和国 GBR 英国 KGZ 吉尔吉斯斯坦

CAN 加拿大 GEO 格鲁吉亚 KHM 柬埔寨

CHE 瑞士 GHA 加纳 KIR 基里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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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NA 圣基茨和尼维斯 NGA 尼日利亚 SUR 苏里南

KOR 韩国 NIC 尼加拉瓜 SVK 斯洛伐克

KWT 科威特 NLD 荷兰 SVN 斯洛文尼亚

LAO 老挝 NOR 挪威 SWE 瑞典

LBN 黎巴嫩 NPL 尼泊尔 SWZ 斯威士兰

LBR 利比里亚 NRU 瑙鲁 SYC 塞舌尔

LBY 利比亚 NZL 新西兰 SYR 叙利亚

LIE 列支敦斯登 OMN 阿曼 TCD 乍得

LKA 斯里兰卡 PAK 巴基斯坦 TGO 多哥

LSO 莱索托 PAN 巴拿马 THA 泰国

LTU 立陶宛 PCN 皮特克恩岛 TJK 塔吉克斯坦

LUX 卢森堡 PER 秘鲁 TKM 土库曼斯坦

LVA 拉脱维亚 PHL 菲律宾 TLS 东帝汶

MAC 中国澳门 PLW 帕劳 TON 汤加

MAR 摩洛哥 PNG 巴布亚新几内亚 TTO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MCO 摩纳哥 POL 波兰 TUN 突尼斯

MDA 摩尔多瓦 PRI 波多黎各 TUR 土耳其

MDG 马达加斯加岛 PRK 朝鲜 TUV 图瓦卢

MDV 马尔代夫 PRT 葡萄牙 TWN 中国台湾

MEX 墨西哥 PRY 巴拉圭 TZA 坦桑尼亚

MHL 马绍尔群岛 PYF 法属玻里尼西亚 UGA 乌干达

MKD 北马其顿共和国 QAT 卡塔尔 UKR 乌克兰

MLI 马里 ROU 罗马尼亚 URY 乌拉圭

MLT 马耳他 RUS 俄罗斯 USA 美国

MMR 缅甸 RWA 卢旺达 UZB 乌兹别克斯坦

MNE 黑山共和国 SAU 沙特阿拉伯 VEN 委内瑞拉

MNG 蒙古国 SDN 苏丹 VGB 英属维尔京群岛

MOZ 莫桑比克 SEN 塞内加尔 VIR 美属维尔京群岛

MRT 毛里塔尼亚 SGP 新加坡 VNM 越南

MSR 蒙特色拉特岛 SLB 所罗门群岛 VUT 瓦努阿图

MTQ 马提尼克岛 SLE 塞拉利昂 WSM 萨摩亚

MUS 毛里求斯 SLV 萨尔瓦多 YEM 也门

MWI 马拉维 SMR 圣马力诺 ZAF 南非

MYS 马来西亚 SOM 索马里 ZMB 赞比亚

NAM 纳米比亚 SRB 塞尔维亚 ZWE 津巴布韦

NCL 新喀里多尼亚 SSD 南苏丹

NER 尼日尔 STP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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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上述计算和数据由世界银行ICP全球办公室的Min
 

Ji
 

Lee提供,特此提出感谢。

2.2005年轮ICP涉及了非洲、亚太地区、独立国家联

合体、南美洲和西亚等五大地理区域,同时,欧盟统计局

—OECD国家被作为第六个地区包含在了本章的分析中。

3.由于2005年津巴布韦的对外汇率波动太大,官方

不能提供准确的汇率数据以致于无法计算相应的物价指数,
所以津巴布韦不在图10.1和图10.2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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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医疗卫生与教育
DEREK

 

BLADES

  本章将介绍计算医疗卫生与教育类PPP所需

的各种数据,包括计算基本分类PPP所需要的价

格数据,以及为汇总计算更高层级的PPP而对基

本分类PPP进行加权所需的政府和居民消费支出

数据。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将介绍2005年轮ICP的开

展情况,最后一节将介绍2011年根据以往经验所

做出的一些调整。
在本书中,第15章 “政府服务 (雇员报酬)”

将阐述政府服务在国际比较项目中的一般处理方

法,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政府在医疗

卫生与教育方面的支出。由于本章只介绍政府在

医疗卫生与教育方面的支出,所以本章的内容涵

盖面要比第15章的窄一些;同时又由于本章还介

绍居民在医疗卫生与教育方面的支出,所以本章

的涵盖面又比第15章的宽泛一些。

医疗卫生与教育的独特特点

各国在为公民提供医疗卫生与教育的规格品

及服务方面皆有不同的安排。在一些国家,居民

必须去私立学校、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等地方才

能得到相关规格品和服务,且完全需要自费。而

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

医疗卫生与教育的产品及服务。然而,在绝大多

数国家,公立与私立学校、诊所和医院等机构并

存,共同提供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由于提供医

疗卫生与教育服务的方式不同,国际比较项目尝

试测算居民实际消费的总量,不管是居民自己支

付的还是由政府支付的。本章将对该测算方法进

行说明。在本章其余部分中,凡与此项说明相关

的服务一词通常包括了规格品与福利。
本章还将介绍如何比较由不同国家的政府提

供的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的实际产出。由政府提

供的服务并不按市场价格进行销售,在国民经济

核算中一般假定此类服务的产值等于所投入的成

本。按传统习惯来说,政府 (以及与此相关的为

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总产值和增值在国民

经济核算中是如何测算的,那么在国际比较项目

中也采用同样的做法。
然而,医疗卫生与教育领域内的许多最新进

展表明,在过去几年里,产值并不等于生产投入

的价值。例如,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诊断设备

已有显著改进,癌症和艾滋病患者的治疗有了新

的方法,显微外科手术大大缩短了康复的时间,
从而使患者出院的时间比以前提前许多。与此同

时,若只专注提供教育与医疗卫生服务所花费的

成本,就会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一些国家较好

地利用了技术的新发展,在投入利用效率上要比

另一些国家高。为充分体现在提供医疗卫生与教

育服务方面的生产率差异,2011年轮ICP将对此

作出调整,这将于本章最后一节加以阐述。

本章结构

在第一节 “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中将阐述:
“实际消费”概念是指各个居民与政府在医疗卫生

服务方面的支出总和。因为实际消费涵盖了居民

和政府部门,所以PPP的估值需要两方面的信息,
一是居民购买医疗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二是政府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生产成本。第二节将采用同

样的方式对教育服务进行叙述。
雇员报酬是政府提供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的

成本的主要部分。对于2005年轮ICP,各个国家

必须提供50个标准政府职务的雇员报酬信息,而

这些信息亦必须符合 《国民核算体系》(SNA)中

雇员报酬的定义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等,1993
年)。第三节将对如何执行此要求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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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参与国际比较项目的地区,即非洲,亚

太地区和西亚地区通过比较雇员报酬从而计算出

的PPP出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因为这些地

区的国家之间的政府工资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结果表明:按实际指标计算,与那些政府工资高

得多且较富有的国家相比,一些工资待遇很低的

贫困国家的公务员可能提供的服务更多。基于此,
所有的政府服务都进行了调整,包括医疗卫生与

教育的服务。本章第四节将对以每位员工固定资

产测算比率为依据的调整进行说明。但仅作简略

说明,因为第16章政府服务 (生产率调整)将对

此做详细的介绍。
本章最后一节将介绍2011年轮ICP打算根据

2005年及以前各轮的经验教训进行的调整。
如前所述,第15章政府服务 (雇员报酬)将

对用于计算所有政府服务 (包括公共和个人)PPP
的数据要求和方法做相关说明。因此,为了避免

内容重复起见,本章仅建议读者参见第15章的相

关内容。

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

本章节将举例说明如何将居民医疗支出与政

府医疗支出相结合,以便对政府投入水平与居民

实际消费水平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

医疗卫生的实际消费

在一些国家,政府会向居民提供他们所需的

大部分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而在其他国家,居

民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大部分的医疗卫生产品和服

务。若想使比较存在意义,唯一方法就是比较医

疗卫生产品和服务的实际消费,不论这些支出实

际上是由政府产生的还是由居民个人承担的。结

合居民和政府购买的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并以

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进行计算,
从而获得实际消费。

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的基本分类

附表11.1列出了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的最终

支出的基本分类。这些基本分类分为两大类:产

品和服务与生产成本。产品和服务的基本分类

(110611.1到130212.4)是指居民和政府从市场生

产商处购买的医疗卫生规格品和服务。例如:药

品、绷带、牙科治疗以及保健按摩。采集医药规

格品、其他医疗产品、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的价

格时使用的明细单相同,包括居民购买与政府

购买。
生产成本的基本分类 (130221.1到130225.1)

是指政府出资、医生及其他医疗卫生工作者、诊

所、医院、疗养所等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因为

这些服务并不在市场上出售,所以也就没有可以

用来对它们进行估价的市场价格了。作为替代品,
这些服务的价值被当作生产成本。雇员报酬和中

间消耗是主要的生产成本。营业盈余总额通常只

包括固定资本消耗,不包括营业盈余净额。然而,
在某些国家由政府提供的某些类型的医疗卫生服

务可以以市场价格进行出售,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还存在营业盈余净额。许多国家的生产税净额

(税款减去补贴金)很小或者为零。销售收入 (若
有)扣除后便可得出医疗卫生服务的生产成本净

额。进行扣除是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因为居民支

付政府医疗卫生服务的款项已经作为居民支出纳

入了 “医疗卫生”下的基本分类 (国际比较项目

支出分类中1106组)。

附表11.1基本分类:医疗卫生规格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

居民和政府在下列基本分类上的支出总额构成了医疗卫生规格
品和服务方面的个人实际消费支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
医疗规格品、器械和设备

110611.1 医药产品

110612.1 其他医疗产品

110613.1 医疗器械和设备
门诊服务

110621.1 门诊医疗服务

110622.1 门诊牙科服务

110623.1 门诊辅助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

110631.1 医疗服务

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
医疗卫生福利和补偿

130211.1 医药产品

130211.2 其他医疗产品

130211.3 医疗器械和设备

130212.1 门诊医疗服务

130212.2 门诊牙科服务

130212.3 门诊辅助医疗服务

130212.4 医疗服务
医疗卫生服务产值

130221.1 雇员报酬

130222.1 中间消耗

130223.1 营业盈余总额

130224.1 生产税净额

130225.1 销售收入 (负)

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支出

如附表11.1所示,各国必须用本国货币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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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所有基本分类。
对于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支出额应为居民

为购买医疗卫生规格品和服务而实际支付的总额。
在某些国家,居民只需支付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

的部分费用,剩下的费用由政府支付。政府可以

直接向供应商如药房、医生或者医院支付其费用

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居民支出额就只是居

民自己支付的那部分金额。或者,居民可以向供

应商直接支付所有费用,然后向政府报销。在此

情况下,得出的支出额是购买者支付的费用减去

报销费后的金额。
只要是来自政府的报销费都要扣除。如果私

人医疗保险公司赔偿了居民,则不再扣除此项费

用。而记录的居民支出就是全部费用,没有扣除

保险公司给予的任何赔偿。(向个人医疗保险公司

支付的保费减去赔偿费后剩余的金额记录在基本

分类111251.1下,并视为保险服务的购买款项而

不是医疗卫生服务的。)
对于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列在医疗卫生福利和

补偿下的基本分类支出又指以下的实际支付款项:
• 由政府支付并免费提供给居民的医疗卫生

规格品和服务的总费用

• 在政府直接向供应商支付部分费用的情况

下总费用中政府的份额

• 在居民先支付全部费用然后由政府报销部

分或所有费用的情况下支付给居民的总额

列在 “医疗卫生服务产值”下的基本分类支出等

于政府账户中记录的医疗卫生工作者薪酬、在经营性

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中作为中间消耗的商品及服务的

购买费用、生产税净额以及营业盈余总额四者的总额

减去所有销售收入。
全部或大部分营业盈余总额是由固定资本消

耗 (CFC)构成的。 《国民核算体系》 (1993年)
一书指出固定资本消耗应采用医院建筑、医疗设

备、救护车等有关资产的现时重置成本来进行计

算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等,1993年,第6.179~
6.200部分)。但有些国家还未按照 《国民核算体

系》法则来计算固定资本消耗的估值。所以这些

国家不得不采用政府账户中的折旧额估值。由于

这些估值通常基于原始成本,所以 “折旧额”几

乎总是低于固定资本消耗,在高通胀率的国家甚

至会低很多。该因素不仅会影响支出权数的可比

性,还会影响 GDP整体的可比性。因此,参与

2011年轮ICP的国家应尝试按 《国民核算体系》
的推荐法则来测算政府资产的固定资本消耗。

如前所述,营业盈余净额和生产税净额通常

为零。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由居民支付给政府、
医院和诊所的医疗服务费。因为这些支出已经纳

入了居民支出,所以此处这些支出必须扣除,以

免重复计算。

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的采价

除提供支出权数之外,还需对各国基本分类

所属的规格品和服务进行采价,以此作为PPP计

算的基础。表11.1列出了针对居民在医药、其他

医疗产品、医疗器械以及医疗服务方面的支出而

选择的规格品实例。
如前所述,不论是居民购买还是政府购买,

医药产品、其他医疗产品、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

均采用相同的规格说明。此外,居民和政府的支

出类PPP的测算使用同一组全国平均价格,因为

居民所购买的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未对照政府购

买的那些清单进行单独采价。“医疗卫生福利和补

偿”下的所有居民支出基本分类和政府基本分类

所选择的产品与服务,它们的价格必须是完全市

场价格。因为重要的是:即使费用可以由政府和

居民分摊,以便于购买者买药或者看医生时不用

付全价,但报告的价格也一定总是全价。所以,
采价员常常汇报的价格并不是实际支付的价格,
但该价格却反映了规格品的总体价值。

事实上,一般来说此种问题并不是由采价员

所引起的。通常,药剂师、医生和牙医都能够汇

报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完全市场价格。当不

是这种情况时,在一些国家,产品和服务的全价

只能通过咨询负责提供并监管医疗卫生的政府部

门的账单记录来获取。
“医疗服务”(基本分类110631.1和130212.4)涵

盖了提供给患者的医疗服务、药物、食物和住宿,其

中的患者是指在其治疗期间在医院留宿的患者。各个

国家在这些服务的质量及其供应的方式上有很大的差

别。事实上,在过去人们就已经证明了要在国际上

采集医疗服务的比较价格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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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用于说明居民支出的医疗卫生

规格品、器械和服务实例

规格品、器械或
服务的类型

说明

医药规格品

对乙酰氨基酚/扑热
息痛 (国际品牌)

规格:500毫克;数量:10;包装:药
片;药物种类:消炎药;目的:保养;
商标名:泰诺 (Tylenol);制药厂:麦
克尼尔制药厂

复方新诺明 (国内
品牌)

规格:(8+40)毫克/毫升;数量:100
毫升;包装:少儿口服溶液;药物种类:
抗菌药;目的:中耳炎 (耳部感染);商
标名:杀百敌灵 (Septrin);制药厂:英
国葛兰素史克公司

 

雷尼替丁 (普通品
牌)

规格:150毫克;数量:10;包装:药
片;药物种类:抗酸药;目的:缓解胃
酸过多;商标名:善胃得 (Zantac);制
药厂:英国葛兰素威康公司

 

沙丁胺醇 (国际品
牌)

规格:每剂0.1毫克;数量小:1;包
装:吸入器;药物种类:平喘药;目的:
缓解哮喘;商标名:喘乐宁 (Ventolin);
制药厂: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

 

其他医疗规格品

橡皮杀菌膏

采价单位:1片;类型:杀菌;品牌:
知名的;预期用途:针对伤口;尺寸:
1.9

 

x
 

7.2厘米;包装:10片;建议:指
定品牌

 

测孕套装
采价单位:1套;品牌:知名的;类型:
验孕棒;预期用途:针对怀孕早期检测的
尿检;包装:塑料封装;建议:指定品牌

医疗器械和设备

无机玻璃眼镜片

采价单位:2片;类型:校正曲线;品
牌:知名的;材料:普通无机玻璃镜片;
特征:球状的、无色、没有散光;聚焦:
点焦;球镜度数:±2屈光度;价格不
包括:额外的配件和特殊加工装配;备
注:指定品牌并且采价单位为2块镜片

 

测量动脉压的成套
装置

采价单位:1件;品牌:知名的;整套:
扩音听诊器、膜式气体张力计、增压器、
加压血压袖套;备注:指定品牌并且采
价单位为1套

 

医疗服务

一般执业医师咨询
服务 (公立的)

采价单位:1次;持续时间:±15~20
分钟;时间:正常工作时间;标准检查:
是的;配给:药方;服务类型:公共医
疗卫生服务

一般执业医师咨询
服务 (私立的)

采价单位:1次;持续时间:±15~20
分钟;时间:正常工作时间;标准检查:
是的;配给:药方;服务类型:私人医
疗卫生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两个基本分类采用的是参考PPP。
关于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各国公布了雇员

报酬上的成本,如本章后面部分所述。基本分类

中其他所有基本分类的价格并非必需,因为采用

的是参考PPP。表11.2列出了用于医疗卫生服务

的参考PPP。

表11.2 医疗卫生服务的基准PPP

基本分类 基准PPP

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

110631.1医疗服务
政府医疗卫生服务PPP (扣除销售收入
之前)

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

130212.4医疗服务
政府医疗卫生服务PPP (扣除销售收入
之前)

130322.1中间消耗
居民在国内市场的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采用参考PPP的所有基本分类)

130223.1营业盈余
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PPP

130224.1 生 产 税
净额

政府医疗卫生服务PPP (不包括生产税
净额,且是扣除销售收入之前)

130225.1销售收入
政府医疗卫生服务PPP (扣除销售收入
之前)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图11.1列出了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所需的支出

和价格,从而总结了这部分关于医疗卫生产品和

服务的内容。

教育服务

许多围绕教育PPP测算的问题都与上文所述

的医疗卫生问题相似,因此有许多共同适用的

概念。

教育服务的实际消费

与医疗卫生服务一样,教育服务也包括由

政府提供给居民以及由居民直接支付。教育的

居民实际消费是居民和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的

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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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所需的支出和价格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教育服务包括成人教育课程、语言学校和学前幼

稚园以及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但是,
驾驶课程和休闲课程如桥牌课和书法课除外。教

育服务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以及传统的

课堂教育被提供。

教育的基本分类

附表11.2列出了与教育服务支出有关的基本分类。
和医疗卫生的分类一样,教育基本分类分为两大

类:由居民和政府支付的中小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服

务 (111011.1和130411.1),以及由政府直接提供教

育服务的生产成本 (130421.1到130425.1)。然而,
与医疗卫生不同的是,教育服务基本分类只指服务,
不涉及规格品。由居民购买的校服、课本、练习本和

其他用品并没有纳入教育支出。
这些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教育服务的生产成本

组成如雇员报酬、中间消耗和营业盈余总额都与

前文所述的医疗卫生服务费用完全相同。

教育服务的支出

各国需要对附表11.2中全部基本分类的支出

进行测算。就居民而言,支出将涵盖私人教育费

用与公立中小学和高等院校可能会收取的任何部

分费用。在一些国家,政府会给予助学金或者其

他奖学金奖励,从而抵消居民的全部或部分教育

费用。居民的教育支出是指扣除上述收入之后记

录的支出;与医疗卫生服务一样,此处记录的支

出是指居民实际支付的金额。

附表11.2 基本分类:教育服务的支出

居民和政府在下列基本分类上的支出总额构成了教育服务方面
的个人实际消费支出。

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

111011.1教育
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
教育福利和补偿

130411.1教育福利和补偿
教育服务产值

130421.1雇员报酬

130422.1中间消耗

130423.1营业盈余总额

130424.1生产税净额

130425.1销售收入 (负)

就政府而言,支出划分为 “教育福利和补偿”
与 “教育服务生产”。在大多数国家,支出的第一

部分 (教育福利和补偿)通常都很少。由专门用

于奖励孩子或者资助来自低收入居民的孩子的助

学金或奖学金等付款组成。该基本分类亦涵盖了

为满足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教育要求而支付的费

用。相比之下,在很多国家,教育服务生产是一

笔不菲的款项,即公立中小学校和大专院校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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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费用。这些费用主要由雇员报酬和中间消耗组

成。营业盈余总额通常只指固定资本消耗;并不

存在营业盈余净额。如医疗卫生服务的论述所述,
固定资本消耗应采用现时重置成本来进行计算。
记入政府账户的折旧额通常都基于原始成本,可

能会大大低估根据 《国民核算体系》推荐方法而

得出的固定资本消耗。
在许多国家,公办学校的收费都是相当高的。

因为这些费用早已纳入了居民在教育方面的支出

(111011.1),所以在计算政府经营中小学和高等

院校的净支出时必须扣除这些费用。

教育服务的价格

该项目只要求居民购买教育服务 (111011.1,
即私立 (非公办)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教育服务)
的价格。此处列举了两个教育服务的采价要求:

• 高中教育。要求:(1)学生的入学年龄为

15岁;(2)能够获取进入大学教育所需的普通中

学毕业证书; (3)就读于走读学校 (不是寄宿学

校);(4)本国公民; (5)只缴纳每年的教育费,
不包括餐费和附加服务费。

• 其他教育项目 (外语课程)。要求: (1)
小组学习; (2)英语或者法语; (3)中级水平;
(4)每次一小时课;(5)上一次课费用。

各国必须公布教育服务的全部购买价格。如

果居民只支付部分费用,剩下的费用由政府支付,
则公布的价格为这两部分费用的总额。一般来说,

私立 (非公办)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可以提供所开

设课程的全部价格,这些费用都是一部分由学生

支付,剩余部分 (若有)由政府支付。
至于政府的教育服务产值,各国公布了花在

雇员报酬上的成本,如本章后面部分所述。本分

类中其他所有基本分类的价格并非必需,因为采

用的是参考PPP。表11.3列出来用于其他费用部

分以及基本分类教育福利和补偿 (130411.1)的

参考PPP。
图11.2总结了关于教育服务的内容,并对教

育基本分类所需的支出和价格进行了图解。

表11.3 参考PPP:教育服务

基本分类 参考PPP

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

教育福利和补偿

130411.1 教 育 福 利 和
补偿

政府教育服务产值的PPP (扣除销
售收入之前)

教育服务产值                      

130422.1中间消耗
居民在国内市场的个人消费支出的

PPP (不包括采用基准PPP的所有
基本分类)

130423.1营业盈余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PPP

130424.1生产税净额
政府教育服务产值的PPP (无生产
税净额,且在扣除销售收入之前)

130425.1销售收入
政府教育服务产值的PPP (扣除销
售收入之前)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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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教育基本分类所需的支出和价格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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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报酬

雇员报酬是医疗卫生服务与教育服务中最重

要的基本分类。其他政府服务的基本分类也包括

了雇员报酬,并且收集可比较的政府职务报酬数

据是国际比较项目的一个重要环节。针对2005年

轮ICP,各国被要求收集50个不同政府职务的工

作人员的薪酬信息。这些职业包括13个医疗卫生

职业和5个教育职业。
表11.4列出了2005年轮ICP要求的这些职业

及其他职业。表11.4中的多个职业都不止与一种

服务有关。例如,护士主要与医疗卫生服务相关,
同时也可能受雇于学校。同样地,秘书、清洁工

和驾驶员也可提供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公

共服务。因此,这些职业及其他职业的雇员报酬

信息可用于计算多个基本分类PPP。
对所有相关职业的相对价格 (严格来说应该

是 “相对薪酬”)进行简单几何平均,从而得出

每项基本分类的PPP。例如,计算表11.4中职业

101到职业113的相对价格,取其平均值,便可得

出基本分类130221.1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雇员

报酬)PPP。就基本分类130421.1 (提供教育服

务的员工的薪酬)而言,PPP是建立在职业301
到305、职业106、职业201到212以及职业216
的基础上的,因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员也受雇于

中小学和高等院校。
职业102和103(拥有20年工龄的医生和拥

有10年工龄的医生)列举了职员在岗时间的长度。
至于其他所有职业,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5年

工龄。
各参与国针对特定职业所上报的雇员报酬将

在第15章政府服务 (报酬)中进行探讨,故在此

不再赘述。政府职务报酬基于政府薪金表中的基

本工资,遵循的步骤会在第15章中介绍。
第15章中关于雇员报酬的重点内容可总结为

以下几点:
• 雇员报酬符合 《国民核算体系》(1993年)

的要求,包括了基本工资、现金津贴、以食物和

住宿的形式获得的实物收入以及雇主实际或虚拟

的社会保障金。

表11.4 2005年轮ICP中的政府职务

医疗卫生服务       公共服务 (续)       

101医生,部门主任 213警察

102医生 (具有20年工作经
验) 214狱警

103医生 (具有10年工作经
验) 215消防员

104护士,部门主任 216社工

105手术室的护士 217城镇规划师

106护士 218市政工程师

107助理护士 219绘图员

108理疗医师 220建筑工人

109实验员 221司机

110医院行政总监 222农业科学家

111秘书 (医院) 223图书管理员

112厨师 (不是厨师长) 224数据库管理员

113社区卫生工作者 225网站管理员

公共服务 226保镖 (保护高级官员)

201财务部经理 教育服务

202行政官员 (技能水平三
级) 301幼儿园教师

203行政官员 (技能水平四
级) 302小学教师

204计算机操作员 303中学教师

205出纳 304大学讲师

206数据录入员 305校长

207秘书 (非医院) 国防服务

208电话接线员 401陆军:步兵团的士兵
 

209收发员 402陆军:步兵团的指挥官

210维修电工 403海军:二等水兵
 

211办公楼看守员 404海军:护卫舰的指挥官

212清洁工 405空军:空军士兵 (地勤人
员)

406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皇家
空军中校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 所选职业的年报酬都必须公布,这一要求

较容易实现。因为薪金表通常会注明年度金额,
以便在参考年限内进行修改。

• 鉴于一个国家不同行业薪酬的差别,雇员

报酬也应为全国均值。在首都或主要商业中心就

职的医疗卫生与教育工作者通常会有生活费津贴,
因为中心城市的物价往往比该国其他城市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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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按上述医疗卫生与教育工作者所占百分比对

这些津贴加权,便可得出该国的整体平均薪酬。
• 为进行国际比较,公布的所选职业的雇员报

酬应针对不同国家的工作时数差异进行调整。除雇

员报酬之外,各国还需要公布扣除年假和法定假日

之后每周的正常工作时数和每年的工作周数。

医疗卫生服务与教育服务的生产率调整

回顾2005年轮ICP中亚太地区政府雇员薪酬

的信息,可以发现,即使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

广泛的审核,但最终似乎并未得到合理的物量测

算结果。尤其是贫困国家,如: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的政府服务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香港或新加

坡的政府服务数量。同样地,在西亚,最终结果

表明也门共和国具有大量不可比的服务,其数量

远远超过了该国石油资源丰富的邻国的服务数量。
在非洲,多个国家也出现了显著差异。

对于200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亚太、西亚和

非洲地区都对政府服务 (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

务和公共服务)的雇员报酬进行了生产率调整。
该调整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每位员工固定资本资

产的估值;二是假定因为贫困国家政府雇员使用

的资本设备存量较小、效率较低,所以其生产率

比富裕国家政府雇员的生产率低。此项采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调整方法会在第16章中介

绍,此处不再赘述。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教育

服务和公共服务也做了相同的调整。

2011年轮ICP的新进展

本部分描述了2011年轮ICP基于2005年及前

几轮ICP的经验教训所做的调整。

产出法的运用

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和欧

盟的成员国一直在寻找能够代替政府服务投入法

的实际产出法。随着医疗卫生服务与教育服务在

国民预算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该议题也显得

越来越重要。投入法无法反映生产率的增长,这

在医疗卫生领域尤为明显。

2009年OECD所作的一项研究涉及由政府提供

的教育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的产出估值 (Schreyer
 

2009年)。1此项研究认为该测度结果不仅可以在一

国之内运用,还可以在国际比较中运用。
OECD研究的第3章介绍了教育服务的国际比

较程序,如下:
以下步骤描述了测算产出法PPP或者与其等

价的直接物量指数的基本步骤:
• 将教育服务的支出分层为同质组;
• 将每一阶层的教育服务的数量测算进行

分类;
• 将每一阶层的教育服务的质量测算进行分

类。再将其与数量指标相结合,从而导出质量调

整物量指数或空间价格指数 (PPP)。
采用的 “同质组”包括5个国际标准教育分类

(ISCED)2层级的教育组:(1)ISCED
 

0,学前教

育;(2)ISCED
 

1,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的第一阶

段;(3)ISCED
 

2,初级中等教育或基础教育的第

二阶段;(4)ISCED
 

3+4,高级中等教育或中等

后非高等教育;以及 (5)ISCED
 

5+6,高等教育

(包括 “未知”种类)。
“数量测度”指每个阶层学生的数量。虽然学

生的学时数可用于比较,但获得的比较信息在许

多国家都不可用。
“质量测度”是以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中的国家分数为依据的。3
 

PISA对15周岁

的学生进行科学、阅读、数学和常识方面的测试,
现已有62个国家参与。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

(IEA)的其他两项研究分别是国际数学与科学研

究趋 势 (TIMSS)和 促 进 国 际 阅 读 素 养 调 查

(PIRL)。OECD的研究认为PISA具有一个重大

优势,即该项目提供的结果对学生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知识起到校正作用 (即所谓的 ESCS调

整)”(Schreyer,2009年)。通过排除经济和社会

状况对国家分数的影响,修正后的PISA结果便是

较好的教学质量指标。然而,对于那些没有参与

PISA的国家,则是通过TIMSS和获得的促进国

际阅读素养研究数据。
OECD使用2005年的数据,在研究中比较了

其30个成员国以及以色列和俄罗斯的产出估值

(不论进行质量调整与否)与投入估值,参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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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比较结果显示大多数国家使用产出估值后

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在一半以上的国家,产出

测算数 (进行了质量调整)与投入估值的悬殊超

过了20%。产出测算数也大大降低了国家之间的

离散程度。根据OECD的研究:
运用投入法,指标的变化范围在43(土耳其)

到189(冰岛)之间;运用产出法,指标变化范围

则在70(俄罗斯)与130 (冰岛)之间。对于冰

岛、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家来说,运用产出法可

以使通过投入法得到的极高物量降低到一个更加

合理的水平。通过PISA引入的质量调整对结果的

影响似乎相当有限。波兰的调整最大,指标上升

了8% (从101到110)(Schreyer,2009年)。

表11.5 人均教育最终实际支出指数 (OECD=100)

产出法

经质量调整 排名 未经质量调整 排名
投入法 排名

伴随着质量调整的投入和
产出之间的变化 (%)

冰岛 130 -1 133 -2 189 -1 45.5
以色列 125 -2 134 -1 159 -3 -27.0
墨西哥 124 -3 128 -3 92 -24 25.4
新西兰 123 -4 119 -4 103 -17 16.4
韩国 120 -5 116 -5 99 -21 17.7
英国 116 -6 111 -7 91 -25 21.6
比利时 112 -7 112 -6 128 -8 13.7
波兰 110 -8 101 -16 87 -27 21.2
澳大利亚 109 -9 106 -11 159 -2 -45.8
丹麦 107 -10 108 -9 133 -5 -24.1
芬兰 106 -11 101 -17 105 -16 1.1
美国 106 -12 108 -10 127 -9 -20.4
斯洛伐克 105 -13 103 -15 85 -28 18.6
法国 104 -14 104 -12 115 -13 -10.2
挪威 102 -15 109 -8 129 -6 -26.3
荷兰 102 -16 98 -19 117 -12 -15.4
瑞典 101 -17 103 -13 148 -4 -46.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00 -18 100 -18 100 -20 0.0
捷克 97 -19 95 -20 98 -22 -1.3
土耳其 96 -20 103 -14 43 -33 55.3
匈牙利 95 -21 90 -21 95 -23 -0.1
加拿大 91 -22 85 -27 128 -7 -41.6
爱尔兰 90 -23 87 -23 118 -11 -31.5
葡萄牙 88 -24 88 -22 77 -31 12.5
奥地利 87 -25 87 -24 114 -14 -30.3
西班牙 87 -26 86 -26 100 -19 -15.9
希腊 86 -27 86 -25 101 -18 -17.0
卢森堡 86 -28 83 -29 124 -10 -45.5
瑞士 81 -29 82 -30 106 -15 -30.0
意大利 81 -30 83 -28 87 -26 -8.1
德国 80 -31 78 -31 58 -32 27.4
日本 79 -32 77 -32 83 -29 -5.1
俄罗斯 70 -33 69 -33 80 -30 -14.1
  资料来源:Schrey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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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疗卫生而言,产出估值至今只在医疗服

务中得到推广。产出PPP将基于约20次手术治疗

和10次非手术治疗的相对成本。尽管已考虑质量

调整的多种选择,但结果证明要找到可比较的数

据很难,而且2011年轮ICP并没有调整计划。目

前,我们正与十多个国家进行实验,尚未确定用

于2011年轮ICP的确切程序。
同时也尚未决定是否对其他地区使用类似的

产出估值。但无论最终是否决定使用生产率调整,
都可能会因数据限制而必须再次使用2005年轮所

应用的投入法。

政府职务

表11.4列出了2005年轮ICP使用的50个政

府职务。2011年轮ICP,我们将使用列有38个职

业的更新目录,其中18个职业与医疗卫生服务有

关,16个职业与教育有关,参见表11.6。该表还

列出了国际比较项目和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ISCO)
的代码和职业名称,是我们咨询了非洲、西亚和

亚太地区的小样本国家的地区协调人及代表之后

完成的。除欧盟统计局-OECD的成员国之外,
其他所有国家都将使用此表。

除欧盟统计局-OECD的成员国之外,各国

将继续用政府薪酬等级表来计算职务报酬,但各

国需要提供每个职业的员工在四个工作时间点的

数据:入职、就职5年后、就职10年后以及就职

20年后的数据。四组数据的简单平均用于计

算PPP。
欧盟统计局-OECD小组将使用仅列有26个

职业的目录,但这些职业大部分都与表11.6中的

职业类似。此外,欧盟统计局-OECD将不再用

政府薪酬等级表来计算雇员报酬,因为现在这两

个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国,政府雇员可依据过去的

业绩与政府协商他们的薪水。各国将依据所有工

资清单和雇员数量的数据来计算平均薪酬。我们

也会要求欧盟统计局-OECD的一些成员国计算

四个工作时间点的雇员报酬,从而与其他区域的

国家进行链接。

实际工作时数与官方工作时数的比较

在政府薪酬很低的国家,人们可能会接受政

府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时数比官方工作时数 (通
常来说,每周40个小时)少。这样,雇员们才可

以从事第二份职业,贴补他们的政府薪酬。薪酬

比较以每小时的报酬为依据,分母 (工作时数)
应该为实际工作时数而非官方工作时数。若官方

工作时数比实际工作时数多,用官方工作时数做

分母,就会低估每小时的报酬,从而高估政府服

务的数量。在2011年轮ICP中,需要尽力保证各

国报告的是政府雇员实际工作时数的真实估值。
用于2011年轮ICP的雇员报酬表放在第15章。要

求各国报告官方的和实际的工作时数,其中一些

政府雇员工作的小时数系统地少于官方的工作小

时数。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

在2005年轮ICP中,欧盟统计局—OECD成

员国将NPISH的支出分为六大行业类:住房、医

疗卫生、娱乐文化、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服

务。其假设为,许多国家对NPISH了解甚少,而

这些机构的支出又相对不那么重要,所以才未要

求其他区域的国家亦将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分类。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在许

多国家,相当大一部分的学校、医院和诊所都是

由NPISH在经营。例如,在南非,许多学校和医

疗机构都是天主教会在经营,因此,必须对此进

行专项调查,并测算该区域NPISH在提供医疗卫

生与教育服务上的支出。只收集支出数据,很大

程度上使用基于政府医疗卫生工作者与教育工作

者薪酬的参考PPP,从而得出支出的PPP。
2011年轮ICP,将针对NPISH开发三种新的基

本分类,以便对国际比较项目的支出分类进行修改:
•120111.1医疗卫生

•120211.1教育

•120311.1其他服务

所有区域都必须提供这三个基本分类的支出

数据。至于政府服务,可通过将NPISH的成本进

行汇总,扣除它们提供服务的销售收入,从而得

出这些机构的支出。在2011年这一轮中,可能会

再次用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与教育服务的参考PPP
作为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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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6 2011年轮ICP政府职位 (按职能分类)

国际比较项目代码及职位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及职位 医疗卫生 教育 其他

1国会议员 1111立法官 X

2高级政府官员 1112高级政府官员 X X X

3医院院长 1120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 X

4数据处理负责人 1330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管理者 X

5中学校长 1345教育管理者 X

6政府统计师 2120数学家、精算师以及统计学家 X

7医院医生 2211全科医疗从业者 X

8专科医生 2212专科医疗从业者 X

9医院护士 2221护理专业人员 X

10大学教师 2310大学和高等教育教师 X

11职业教育教师 2320职业教育教师 X

12小学教师 2341小学教师 X

13中学教师 2330中等教育教师 X

14政府会计师 2411会计 X

15人力资源专业人员 2423人士及职业专业人员 X

16数据库管理员 2522系统管理员 X

17法官 2612法官 X

18政府经济师 2631经济学家 X

19实验室助理 3212医疗及病理学实验室技师 X

20助理护士 3221护理协助专业人员 X

21医疗记录员 3252医疗记录与医疗卫生信息整理人员 X

22办公室主管 3341办公室主管 X

23医务秘书 (医院) 3344医务秘书 X

24海关检查员 3351海关与边境检查人员 X

25网管 3513计算机网络系统技术人员 X

26秘书 (非医疗部门) 4120秘书 X X X

27会计和出纳 4311会计和出纳 X X X

28薪资办事员 4313薪资办事员 X X X

29厨师 5120厨师 X X X

30办公楼看守员 5153办公楼看守员 X X X

31教师助理 5312教师助理 X

32消防员 5411消防员 X

33警察 5412警官 X

34狱警 5413狱警 X

35司机 (一般义务) 8322汽车、出租车以及货车司机 X X X

36办公室清洁工 9112写字楼、酒店和其他机构的清洁人员 X X X

37厨房帮工 9412厨房帮工 X X X

38收发员 9621收发员 X X X

合计 18 16 24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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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大多数国家,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都是由

市场生产商和非市场生产商提供。因此在国际比

较项目中,会先综合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的支

出,然后再比较各国在这两方面的 “实际消费”。
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的消费对福利以及未来经济

增长都有着重要意义。所以,跨国比较的居民消

费服务总量是国际比较项目中的一项重大产出

项目。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市场医疗卫生与教育服

务的测算方法与其他所有市场服务的测算方法相

同,而在非市场服务的测算中,人们则习惯把提

供这些服务的成本加上。在前几轮国际比较项目

中都采用了这一方法,但在2011年轮ICP中,欧

盟统计局—OECD将使用更好的方法来比较某些

非市场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其成员国将设法测

算政府服务的产出,而不是投入成本。其他区域

的部分国家也可能不用投入法,而用产出法,但

很可能仍以投入而不是产出作为PPP的依据。因

此,得到更加反映现实的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

PPP测算结果仍是国际比较项目所追求的一个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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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住房服务
ALAN

 

HESTON

  居民住房服务支出由按市场价格出租的住房

租金、未按市场价格出租的住房虚拟租金和业主

自用住房的虚拟租金构成。这些支出的测算在第3
章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框架”中已做介绍。本

章和第3章都明确指出,住房支出必须体现一个国

家特定类型的普通住房或住房的平均租金。
由于业主自用住房与租赁住房的构成结构不

断变化并且还可能受到各种补贴形式的影响,所

以很难进行各国住房的比较。同时,在进行国民

经济核算时,测算住房总体支出的方法也有很多

种 (如第3章所述)。然而,PPP的测算方法却有

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中基本支出基本分类的计算方

法。表12.1概述了测算租赁住房和业主自用住房

的支出与PPP的方法。

表12.1 租赁住房和业主自用住房支出与

PPP的数据来源概览表

住房分类 支出 PPP

租赁住房 租金
租金调查 (按住房的

面积和类型)

业主自用住房
等价租金 租金调查

使用者成本 数量法或直接物量法

所有住房 等价租金和使用者成本 消费等效法

  资料来源:摘自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CPINT/
Resources/270056-1255977007108/

 

6483550-1257349667891/6544465-
1272763721734/03.01_ICP-TAG03_DwellingServices-N.pdf.。

本章第一小节将简要介绍用于测算PPP和住

房服务量的租金调查法和数量法 (又称直接物量

法)及其与支出估值的关系。第二小节将对上述

方法以及用于住房服务测算的消费等效法 (CEM)
进行论述,事实上其中的消费等效法已用于2005
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六大区域的住房比较。本章第

三小节将主要探讨众多方法呈现出的一个主要问

题,即区域链接问题。本章将总结从2005年轮国

际比较项目借鉴的经验教训,并讨论2011年轮国

际比较项目的部署。
本章将结合大量相关的文献著作来讨论这些

问题,其 中 涉 及 2011 年 轮ICP 技 术 咨 询 组

(TAG)在2010年2月的会议上讨论的关于该领

域某些权威专家通过时间比较和空间比较对住房

租金进行测算的论文。1

住房类PPP的测算方法

TAG建议各区域采用欧盟统计局-OECD在

其国际比较项目中所采用的方法。欧盟统计局-
OECD最初采用的方法是先按住房的类型、面积、
年限和便利设施调查住房租金;再针对每个国家

完全相同或非常相似的住房平均其相对价格 (在
这种情况下为相对租金),从而得到PPP。这种方

法称为直接租金法 (参见下一小节)。表12.2举例

说明了公寓的分层法 (术语公寓和术语套房在本

章可交换使用)。类似的分层法也可用于独户住

房。租金调查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析,包括

采用特征回归测算PPP,这在下一节直接租金法

中也会有所探讨。下一小节也会论述如何运用使

用者成本 (如第3章所述)来计算特定类型住房的

支出。
随着国际比较项目的开展,欧盟发现在多个

新成员国中,不是其首都城市的租赁市场被限制

了,就是租金的补贴很高,或者二者皆存在。在

这种情况下,欧盟统计局-OECD引入了直接物

量法,即按针对面积和某些便利设施 (包括暖气)
调整后的住房数量对支出进行分类,从而间接测

算出PPP。本章将继续论述:直接租金法是间接

物量法的另一种说法。反之,直接物量法也可以

叫做间接租金法。本部分后文会对这些方法进行

更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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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2002年欧盟统计局—OECD
在2020年比较项目中采用的标准

住房类型 年限 房间数量
住房的总

面积 (m2)
参考面积

(m2)
供暖

公寓 >
 

49 1-2 25-75 50 无

公寓 >
 

49 1-2 25-75 50 有

公寓 >
 

49 3 70-150 110 无

公寓 >
 

49 ≥
 

3 70-150 110 有

公寓 24-49 1-2 25-75 50 无

公寓 24-49 1-2 25-75 50 有

公寓 24-49 ≥
 

3 70-150 110 无

公寓 24-49 ≥
 

3 70-150 110 有

公寓 <
 

24 1-2 25-75 50 无

公寓 <
 

24 1-2 25-75 50 有

公寓 <
 

24 ≥
 

3 70-150 110 无

公寓 <
 

24 ≥
 

3 70-150 110 有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OECD,2006年,第82页。

直接租金法

本部分将简单介绍直接租金法:先按住房类

型进行分层抽样,再运用随机租金调查法,从而

测算单位租金。
按住房类型进行分层抽样的直接租金法

住房租金不同于其他一些服务,因为住房地

点在采价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相比于

业主来说,住房地点对于实际承租人没有那么重

要,因为他们可以更换地点。业主虽然可享受到

一些承租人享受不到的好处,但其享受的住房服

务的价值就不那么容易测算了。《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要求统计机构在做支出测算时,应将承租人

的显性住房服务支出和业主的隐性住房服务支出

(包括场地租金和住房结构租金)均要包括其中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等,2008年)。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成员国的统计机构采用过不同的方法来计

算业主自用住房的有关住房支出 (最常见的方法

为等价租金法)。而该方法则假定出租住房的租金

率 (以年限、面积为依据)和便利设施可应用于

相似类型业主自用住房。Diewert(2009年)对许

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计算方法做过彻底的探

讨,包括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重要的测算

问题。2

欧盟统计局-OECD以住房的地点和特征

(套房或正房、面积、暖气)为依据对各国的出租

住房进行分层抽样,3测算租金PPP;然后比较不

同国家每平方米的租金 (按阶层计算);再以业主

自用单元数量为权重,按层次汇总租金平价,从

而得出非租房者的PPP。这是2005年轮国际比较

项目建议的方法,运用于在国家住房调查中有大

量按市场利率出租的国家。
使用随机租金调查法测算单位租金

欧盟统计局-OECD可对每个出租房屋的平

均租金进行有目的的抽样,从而实现不同阶层住

房的租金比较;或者,对国家调查信息进行足够

的观察,从而计算那些出租房屋的平均租金。另

一种方法是将用特征租金回归得出的系数填入单

位租金中,例如美国就拥有一个常规的全国出租

房屋样本。197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中分61个出租

房屋,2074(34
 

×
 

61)个潜在平均租金,其中

615个平均租金在这34个国家住房普查中租金测

算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这些租金的测

算框架,34个国家中就有21个国家 (10个欧盟成

员国)提供了他们住房普查中重要房屋的平均租

金估值。另外13个国家也提供了能够测算多种住

房特征系数的租金样本,这些住房特征对租金起

决定性作用,它们包括房间数量或面积大小、电

力和抽水马桶。4这些系数可用来测算这13个国家

的相关房屋租金。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直接价格法测算的

总体框架为:测算各国住房建筑中重要房屋的平

均租金。如前文所述,该方法与前几轮国际比较

项目采用的方法类似。然而,欧盟统计局-OECD
效仿197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采用GEKS法 (由
Gini、Elteto、Koves和Szulc开发)对出租房屋租

金信息矩阵进行汇总;但是,也有可能采用加权

的住房数量国家产品虚拟法 (CPD)进行汇总。加

权国家产品虚拟法可用于各国的住房质量测算。
关于住房质量特征的论述可参见直接物量测算

部分。
利用使用者成本法替代直接租金估值

经济学家通常把使用者成本法作为测算所有

耐用资产 (如住房)服务流的首选方法。Diewert
(2009年)对此早已提倡,但也提出了应用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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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测算业主自用住房服务的一些问题,尤其在

使用者成本作为消费价格指数的依据的时候。有

些国家无法用租金平价法测算业主自用住房的支

出,因为他们的租金调查不够充分,即通常所说

的租赁市场缺乏 (排除首都城市或其他大城市的

高收入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2005年和

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参与国采用使用者成本

法来测算业主自用住房的总支出。若使用者成本

是测算住房服务支出的推荐方法,那它是否也是

测算住房服务 (至少是业主自用住房服务)PPP
的依据呢?

在1975年国际比较项目中,针对某些类型的

农村建筑物,使用者成本被用作测算出租房屋租

金的依据,例如一户400平方米的住房不带自来

水、电力或卫浴,土胚或板条式外观,承重屋顶

用当地材料建造。其中关键变量包括当前的建筑

成本、预计的使用年限、每年的维护成本以及投

资资本的机会成本。投资资本的机会成本通常用

作赚取邮政储金等 (非借款成本)的比率,下面

举例中的机会成本假定为5%。例如,假设建造一

栋农村建筑物最少花费1000美元 (包括家庭劳动

力在施工中的投入),预计5年之后完工。假设该

建筑物于2010年1月1日开始施工。该建筑的施

工费在2010年12月31日时还剩800美元,那么

使用者成本为1000-800/1.05=238美元。换言

之,业主为在获取该建筑物的住房服务时花光了

该建筑的折旧额和损失的收入 (机会成本)。5

要将一个国家特殊建筑物的使用者成本以现

行价格转换为所有此类建筑物的平均租赁成本,
就必须对该种存量建筑的平均年限做一些调整。
但是,如果在例子中采用的是直接折旧法,那么

使用者成本将不再取决于建筑物的年限,该建筑

也会变得破旧不堪,无法居住。其中的关键之处

在于使用者成本能够有效地检验租金调查法无法

处理的特殊出租房屋租金。使用者成本也可以检

验直接物量法计算出的各类型住房的间接租金

(这将在下一章节进行讨论)。

直接物量法

本部分将简要介绍用于测算住房PPP的直接

物量法 (或数量法)。

建筑物数量 (按类型和地点分类)
在200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中,一些参与区域

不是没有足够的租赁市场,就是没有足够的住房

租金调查信息可以用直接租金法来开展相关工作。
由于欧盟统计局—OECD的机构适应了其新准成

员的不同经济结构,所以欧盟统计局—OECD的

经历在替代直接物量法的使用上起到了指导作用。
《欧盟统计局—OECD的PPP方法论手册》 (欧盟

统计局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年,第83-84
页),对此进行了简要介绍,而Sergeev(2004年)
也曾向技术咨询组递交过一份对此方法描述更为

详尽的论文,论文内容包括了欧盟统计局-OECD
在2000年的比较经验。但是,这些国家中许多国

家都有着与欧盟统计局—OECD的新成员国迥然

不同的气候以及建筑。因此,2005年的国际比较

项目就必须制定特定的直接物量法问卷,如本章

附件所示。
直接物量法需要普查类的信息,包括建筑物

的数量、地点和类型等。不同国家对城乡区域的

定义不同,但较大国家的城乡地区和政治区域都

存在着非常典型的建筑物。建筑物类型的区别在

于某些重要的细节,比如高层公寓、无电梯公寓

或花园公寓,连排房屋或独户住房,传统建筑或

现代建筑,临时性房屋、房车等等。有时候外墙、
地板或屋顶的类型也会对分层产生部分影响。例

如,印度就根据坚固 (耐用)和不坚固 (不太耐

用)进行分组。
住房的质量指标

欧盟统计局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所调查

的建筑进行调整来满足建筑内的水、电、抽水马

桶以及暖气的可获得性。但是2005年轮国际比较

项目其他区域的调查问卷中却并没有纳入这些内

容,因为有人认为暖气和空调不普遍包含于住房

普查信息。
表12.3用南美地区2005年数据举例说明了数

量法。选择该区域的主要原因是该区域的所有国

家都采用了数量法。第1-3行是2005年推荐的方

法数据。第4行是带水、电和室内水管设施的住房

所占百分比的几何平均数,用质量测算来调整数量。
本章第三小节讨论了三个构成项使用相同权重的优

势所在,而反对给室内卫生间太多的权重。这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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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一些质量指标上也能表现出来。
智利拥有的质量指标最高,约为93%;而玻

利维亚的质量指标最低,不足44%。因此,质量

指标的范围相当大。该质量指标也需要住房数量、
房间数量以及总面积的信息,但南美洲国家一般

只可获得卧室数量来测算住房面积。第5-7行列出

了每套住房的卧室数量、每套住房可住人数以及

每间卧室可住人数,这些信息可用来测算居住密

度。(居住密度和其他质量指标都将纳入2011年轮

的国际比较项目。)第8行列出了来自国民经济核

算的出租房和业主自用住房的家庭人均支出 (按
汇率计算)。这些支出为第9行阿根廷的人均支出

指数等于100提供了依据。
用该数量和支出信息来获取相同结果的方法

有两种。一种是以直接物量指数或单位价值指数

开始,这两种指数都是由基本恒等式EXPDA=
PDA ×QDA得出,其中EXPD为住房租赁的支出,
PD和QD分别为A国住房服务的价格和数量。比

较B国和 A 国,我们可以得出
EXPDB

EXPDA
=
PDB

PDA

×
QDB

QDA
。

观察支出和数量的比率可以发现,用支出比

率除以数量比率等于价格比率。而且若用一套住

房的服务支出除以其服务数量,得到的单位价值

可充当价格比率的分子与分母。这个简单的恒等

式构成了大多计算ICP的基础,也增强了对价格

和数量进行独立观察,以此作为审核的辅助数据。

表12.3直接物量法测算租赁服务:南美洲,2005年
 

阿根廷
玻利
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
比亚

厄瓜
多尔

巴拉圭 秘鲁 乌拉圭 委内瑞拉

1 %电 95.4 64.4 94.5 97.1 95.4 73.4 89.2 72.0 95.9 96.8

2 %自来水 84.1 33.5 73.0 91.0 86.1 56.7 52.6 60.0 87.8 85.5

3 %私人浴室 71.5 38.9 62.7 90.4 87.2 55.3 58.8 56.1 78.7 78.0

4 质量,0-100% 83.1 43.8 75.6 92.8 89.5 61.3 65.1 62.3 87.2 86.4

5 每套住房的卧室数 2.3 1.7 2.0 2.4 2.3 1.6 1.9 1.9 2.2 2.2

6 每套住房可住人数 3.7 4.2 3.8 4.0 4.3 4.4 4.7 4.6 3.4 4.7

7 每间卧室可住人数 1.6 2.5 1.9 1.7 1.9 2.7 2.5 2.4 1.5 2.1

8 住房费用,人均 ($
 

汇率) 341.4 49.8 360.0 445.7 204.1 169.9 108.0 50.5 489.8 244.2

9 人均支出指数 100.0 14.5 105.4 130.6 59.8 49.8 31.6 14.8 143.5 71.5

10 人均卧室数,调整后 0.512 0.176 0.396 0.561 0.480 0.224 0.263 0.259 0.573 0.404

11 物量指数,阿根廷=100 100.0 34.3 77.4 109.5 93.7 43.7 51.3 50.5 111.9 78.9

12 价格水平=住房的PPP/汇率 100.0 42.5 136.3 119.2 63.8 113.8 61.7 29.3 128.2 90.7

13
每间调整卧室的支出,按美元
汇率算

 666.4 283.4 908.3 794.2 425.0 758.1 411.4 195.5 854.1 604.2

  资料来源:摘自加拿大统计局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统计数据。

  表12.3的最后几行举例说明了这两种算法。
首先,第10行提供了质量调整后的人均卧室数;
在阿根廷,平均0.512个人一间卧室。这个数字是

通过取第7行中每间卧室可住人数的倒数,再乘以

质量因素,从而得到一个分数,即0.512= 1
1.622

×0.8309。再将人均调整卧室数乘以阿根廷等于

100的指数,从而得出第11行的物量指数;最后

用第9行的人均支出指数除以第11行的物量指数,
从而得出第12行 (阿根廷=100)的住房价格

水平。
使用第二种方法时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什

么是质量调整后的每间卧室的实际住房支出? 第

13行给出了答案:用第8行的数据 (住房的整体

名义支出)除以第10行的数据 (基于质量调整后

的每间卧室可住人数的直接物量比较的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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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再用第13行的每个元素除以阿根廷的值,
得到一个百分比,从而得出第12行住房价格水平

的另外一种推导方法。从价格水平的角度再次运

用基本国际比较项目恒等式,可以很容易推导出

第11行所列的物量指数 (由第9行的数据除以第

12行的数据得出)。
上面已经分析了直接物量法机制,那么我们

能够说出表12.3中的结果是什么了吗? 一般来说,
南美洲采用直接物量法得出的结果表面看来还是

合理的,尽管我们还可以就此提出若干个问题。
哥伦比亚的住房服务真的比委内瑞拉的住房服务

多吗? 乌拉圭的住房服务比智利的住房服务多吗?
此外,如果出现了误差,那这些误差可能就是由

比如智利和委内瑞拉的支出数据过低或者哥伦比

亚的质量测算值过高等所致。本章后面的部分会

继续讨论如何将上述步骤应用于其他地区。
各个国家和地区数量指标的不均匀性

南美洲的例子例举了住房支出比较中存在的

诸多问题,比如各国住房数据的不均匀性。南美

洲选择卧室数量作为其数量指标,而之前各国是

没有被要求调查该指标的。相反地,ICP手册和

2005年轮ICP的其他资料都将室内面积作为首选

指标。但是,因为多年来气候适宜的国家多使用

阳台、走廊、露天庭院等等,所以这个指标很难

定义。一些富裕的国家如美国只将房间数量而非

面积作为他们的主要测算内容。正如本章后面区

域链接部分所述,所有的国家都只提供数量指标,
其中2005年轮ICP中,向全球办公室提供的是住

房的数量。其次使用的较多的是房间数量,而以

平方米计的面积则是最初要求中使用的最少的一

项。南美洲只提供了卧室数量指标,这种情况在

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他区域正在进行调查问卷反

馈而该区域却在开展自己的比较所致。要对各个

区域进行链接,就必须从南美洲区域以外的一些

国家另外挑选一些卧室数量数据,并添加多个国

家的房间总量的数据。
不仅由于各国缺失的住房普查数据存在不一

致性而导致区域链接时受到影响,而且区域内各

个国家的住房数量在可获得性和质量上也参差不

齐。例如,如果这些数据是各国在其出版物中的

官方数据,那么异常值将如何处理? 当出现许多

缺失值时,这些指标该如何合并?6ICP通常的做法

是采用一种多边方法,诸如国家产品虚拟法或者

GEKS法,事实上这就是为链接各个区域所采取的

措施。但在讨论链接之前,需先探讨一下2005年

轮ICP所采用的方法。

住房服务的比较:2005年轮ICP的经验

表12.3对南美洲地区采用的数量法进行了阐

述,并且将在对亚太地区进行讨论完之后再对表

格进行探讨。亚太地区已经决定不采用直接数量

法和直接租金法,而是采用消费等值法。非洲地

区效仿亚太地区,也采用消费等值法,与南美洲

采用的数量法进行比较。该比较随之引出了关于

采用了直接数量法和直接租金法结合方法的一些

区域讨论:西亚、欧盟统计局-OECD等地区或

组织。

亚太地区与非洲地区的经验

所有区域都面临着采用多种方法测算住房服

务支出总额但却无法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比较的问

题。而且,我们相信在租房比例低而住房比例高

的低收入国家,其住房支出有被低估的趋势,这

些低收入国家的租房比例低、传统住房比例高。
第3章已更详尽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假定直接租金

法和直接数量法都是很容易得出真实结果的方法,
便会对用直接租金法得出的间接物量测算值以及

用直接数量法得出的间接PPP产生影响。
但是,如果直接租金法或直接数量法本身也

存在问题,那么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海上却没有舵,
除非有其他独立的数据可以用来检验。亚太地区

就面临着这个问题。该地区对国民经济核算的修

正导致该地区某些国家的住房服务支出出现了问

题。而且,如前文所述,一些国家的数量信息是

存在问题的,调查问题不够明确,给予国家提供

数据的时间太短,区域办公室确认时间太短,等

因素产生了一些问题。亚太地区所选用的方法恰

恰与那些对不同国家选用不同方法的区域相反,
该地区希望本区域内所有国家都采用同一种方法,
即消费等值法。

消费等值法如何实施呢? 其基本假设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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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济体中,租赁服务量会因私人个体消费

(PIC)额少于租金而有所增加。这样,在一个区

域的所有国家所拥有的私人个体消费租金份额就

会相同。我们也可以把消费等值法看成是一种选

用参考物量来测算租赁服务的方法。住房类PPP
是指按户计算的个人消费支出 (不包括住房支出)
的PPP。这种中立的处理方法意味着住房不会对

个人消费的整体PPP产生影响。但这种方法的使

用却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它没有为使用者提

供任何有关国家实际住房服务量的信息,因此这

种方法无法进行跨区域比较。此外,如果一些国

家的住房服务支出存在问题,那么该住房类间接

PPP的可信度可能就下降了。非洲情况就是如此。
正如Deaton(2010)提出的那样当比较结果未能

正确用于世界贫困的测算时,就会产生理想的

结果。7

对于南美洲国家而言,将消费等值法与表

12.3中的数量结果进行比较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
对比结果如表12.4所示。表12.4的第1行以一个

指数表示了表12.3中第11行的基本物量比较,所

有南美洲国家的平均值为100。第2行显示出2005
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南美洲地区的私人个体消费

指数为100。消费等值法假定第1行的人均租金物

量指数与第2行的私人个体消费指数相同。租金物

量指数除以私人个体消费的标准化值为南美洲=
100,如第3行所示。第3行的指数测算表明10个

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采用了直接物量法进行测算,
测算结果占消费等值法结果的15%,而另有三个

国家则在15%~25%的范围内,其余4个国家用

直接数量法和消费等值法测算的结果偏差都在

25%以上,问题较大。但也并不见得任何类型的

偏差都与人均GDP有关联,因此至少就物量而言,
用消费等值法得到的结果似乎不存在偏差。然而,
第3行100以上的偏差已经大到足以让我们对非洲

和亚太地区国家的住房物量与其他区域国家的住

房物量之间的比较产生质疑。
表12.4的第4行列出了住房服务支出在南美

洲国家消费中所占的百分比。低于5%和高于13%
的区间约为同质区域。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

各国间同质区域的区间为低于2%和高于20%,
因此实际租金和隐形租金都是非常重要的支出

类。由于低收入国家越来越低估住房服务数量,
所以这些国家上报数据方差大于实际方差。

同时,我们可用表12.4对表12.3结果进行对

照审核。该表将间接价格水平与某些可用的直接

价格水平 (已通过审核,但未用于南美洲比较)
进行了比较。间接价格水平与直接价格水平如第5
行和第6行所示,它们的数据比率在第7行以指数

表示。尽管直接数量比率值得信赖,但如果支出

太大或太小,间接物价比率就可能会太高或太低,
诸如巴西、秘鲁和乌拉圭。

使用直接租金法比较的另一种方法是导出间

接物量,如第8行所示。间接物量与直接物量相比

较的指数如第9行所示。第9行的指数表明厄瓜多

尔、秘鲁、巴拉圭和乌拉圭这四国之间的间接物

量与直接物量之比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这可能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不正确的支出所致。当然,如

果必须在直接物量法和直接租金法二者中为南美

洲选一种方法,那直接物量法才是个合适的选择。
但是,若南美洲采用这两种方法的组合又会如何?
如前文所述,乌拉圭采用直接物量法获得的结果

很高,但是若用直接租金法获得的结果会更高,
所以没有得到合适的结果。但是,哥伦比亚使用

间接物量法得出的结果比使用直接物量法得出的

结果看起来更合理一些。此处并不推荐任何特殊

的方法组合,而只是建议更多的区域在2011年轮

国际比较项目中考虑这种方法。

表12.4直接数量法与消费等值法和直接租金法的比较:南美洲,2005年
 

阿根廷
玻利
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
比亚

厄瓜
多尔

巴拉圭 秘鲁 乌拉圭 委内瑞拉

1 直接物量指数,南美洲=100 133.2 45.7 103.0 145.8 124.8 58.2 68.3 67.2 149.0 105.1

2
实际人均私人个体消费,南美
洲=100 94.5 59.8 120.5 128.8 100.8 91.4 97.5 70.2 117.3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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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阿根廷
玻利
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
比亚

厄瓜
多尔

巴拉圭 秘鲁 乌拉圭 委内瑞拉

3
直接物量/私人个体消费,南

美洲=100a
143.2 77.6 86.8 115.1 125.8 64.8 71.1 97.3 129.1 89.5

4 住房支出占消费的% 11.5 7.4 12.4 10.5 11.3 9.3 6.1 4.9 13.3 9.5

5
间接价格水平租金,南美洲

=100 113.0 48.0 154.0 134.7 72.1 128.5 69.7 33.1 144.8 102.4

6
直接价格水平租金,南美洲

=100 96.2 75.3 124.3 128.9 92.1 61.8 163.2 61.6 82.7 114.5

7
直接租金/间接租金,南美洲

=100a
72.0 132.5 68.2 80.9 108.1 40.7 197.8 157.1 48.3 94.5

8 直接物量指数,南美洲=100 111.2 60.4 117.3 98.9 74.0 196.8 40.5 51.0 165.7 84.7

9
间接物量/直接物量,南美洲

=100a
75.1 118.9 102.4 61.0 53.3 303.8 53.3 68.2 100.0 72.5

  资料来源:摘自加拿大统计局在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统计的数据。
a.因为平均比率并不是平均值的比率,所以指数等于比率除以平均比率。

欧盟统计局—OECD和西亚地区的经验

欧盟统计局—OECD
欧盟统计局—OECD实践手册对直接物量法

和间接物量法作了详细的介绍 (参见欧盟统计局

—OECD,2006;Sergeev,2004),因此这里就不

再赘述。重点是,欧盟统计局—OECD的关联成

员国和正式成员国的数量都有所增加;而一些国

家没有足够的租赁市场进行房屋租金调查 (按市

值计价)以提供像表12.2所示的可比的租金分类

数据:在那些似乎不宜开展租金的国家采用了直

接数量方法。再通过两种方法部使用的国家进行

链接。
表12.5中的数据并未显示出该链接,但却阐

明欧盟各国家小组是否开展了租赁调查或者使用

了直接物量法。更有趣的是,表12.5对欧盟33个

国家通过消费等值法得到的PPP估值与南美洲10
个国家进行了相同的比较。8前22个国家用租金调

查法间接测算了物量,其余11个国家则用了直接

物量法测算物量。表12.5列 (1)列出了用消费等

值法得出的物量指数,列 (2)列出了用间接租金

法和直接租金法得出的物量指数,这些指数都基

于欧盟33个成员国=100。列 (3)是以列 (2)为

减数说明了列 (1)和列 (2)的百分比差异。
直接租金法的标准差为27.1,平均值为8.3。

对于使用直接物量法的国家,相应的标准差为

18.8,平均值为-19.4。显然,这些大的标准差

表明了使用消费等值法所表示的各国住房租金较

大的差异,但更有趣的是这些差异的平均方向。
许多欧盟成员国用租金调查法得出:租赁服务的

相对物量比剩余的居民消费支出要少。而那些采

用直接物量法的国家得到的结果则恰恰相反。这

种现象是违背常理的,因为大多数使用直接租金

法的国家的收入比那些使用直接物量法的国家的

收入要高很多。通常,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投入住

房服务的消费份额也较低,但是表12.5所显示的

结果却恰好相反。这一发现说明与收入水平相同

的国家用直接租金法得到的调查结果相比,直接

数量法往往夸大了住房服务物量。造成这种情况

的原因是相比于直接物量法,直接租金调查法更

有利于保持住房质量不变。对该推测更详尽的支

持观点放在了结论部分。
西亚

一些西亚国家对关于住房存储量和住房质量

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并在支出方面还存在疑问,
而还有一些国家是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西亚所

有国家都是从其消费价格指数中获得租金方面的

消费价格信息,因此它们选定了三种类型的租金,
除黎巴嫩之外,所有的国家都进行直接租金的比

较。通过加权和未加权的国家产品虚拟法方程式

测算出租金水平。这两个国家产品虚拟法测算值

非常相似,几何平均数如表12.6列 (2)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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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6列 (1)中的国家是按其人均国内支用

(PCDA)进行排序的。9

它们也测算出了两个间接租金的指数,其中

一个使用的方法与表12.3中南美洲使用的方法相

同。第二个质量测算值赋予了便利设施三分之二

的权重,住房平均面积三分之一的权重。我们将

在下一章节对这种调整做进一步探讨。在西亚所

有国家 (除约旦外),它们的几何平均数如列 (3)
所示。取直接测算值和间接测算值的几何平均数,
从而得出每个国家的市场和业主自用住房的最终测

算价格水平。黎巴嫩的价格水平明显看起来与众不

同,这主要是由住房服务的支出被低估所致。本来

黎巴嫩是可以用直接租金观察法测算出更加合理的

租金估值,但是这需要更加合理的物量测算值。
因为支出、直接租金和间接租金可能存在误差,

所以,与对每个国家提交的数据进行判断相比,西

亚最终选择使用列 (4)中的测算值似乎更客观一

些。而且这可能也会减少各国平均值的误差。
表12.5 直接数量法与消费等值法的比较:欧盟,2005年

 

采用直接租
金法的国家

实际人均个
人消费,欧
盟=100(1)

间接物量
(2)

偏差百分比
(3)(%)

1 德国 126.0 130.6 -3.5

2 比利时 121.9 107.7 13.2

3 丹麦 112.6 125.8 -10.4

4 希腊 119.9 84.8 41.3

5 西班牙 127.1 71.7 77.3

6 法国 125.7 120.2 4.5

7 爱尔兰 116.0 107.1 8.3

8 意大利 123.3 104.0 18.6

9 卢森堡 251.3 191.9 31.0

10 荷兰 126.7 105.0 20.7

11 奥地利 146.7 135.0 8.7

12 葡萄牙 98.6 65.8 49.9

13 芬兰 101.1 122.0 -17.1

14 瑞典 100.9 150.4 -32.9

15 英国 143.8 145.4 -1.1

16 塞浦路斯 136.4 130.4 4.6

17 捷克 70.4 96.9 -27.3

18 匈牙利 63.7 81.6 -22.0

续表

采用直接租
金法的国家

实际人均个
人消费,欧
盟=100(1)

间接物量
(2)

偏差百分比
(3)(%)

19 马耳他 105.3 82.0 28.5

20 冰岛 135.0 128.5 5.0

21 挪威 120.3 170.7 -29.5

22 瑞士 148.5 129.8 14.4

23 爱沙尼亚 58.7 64.5 -8.9

24 拉脱维亚 50.0 59.8 -16.4

25 立陶宛 62.8 60.0 4.6

26 波兰 54.6 65.1 -16.1

27 斯洛伐克 60.7 77.3 -21.5

28 斯洛文尼亚 90.3 82.8 9.0

29 保加利亚 39.8 63.9 -37.8

30 罗马尼亚 38.6 43.9 -12.1

31 土耳其 31.3 65.9 -52.5

32 克罗地亚 60.3 74.7 -19.3

33北马其顿共和国 31.6 54.9 -42.4

2838.7 3019.9

86.0 91.5

表12.6直接物量指数和直接租金指数:
西亚,2005年 (西亚=100)

国家
人均国内吸

收 (1)
直接租金价
格水平 (2)

间接价格水
平 (3)

合计 (4)(%)

也门 11.4 35.2 22.3 28.0

伊拉克 15.9 29.3 27.7 28.5

叙利亚 20.1 46.6 26.5 35.1

约旦 21.3 53.1 84.9 67.1

埃及 25.0 8.5 11.5 9.9

阿曼 101.0 74.1 115.3 92.4

沙 特 阿
拉伯 105.4 65.1 87.6 75.5

巴林 135.4 163.1 162.5 162.8

科威特 223.3 171.6 123.3 145.5

卡塔尔 341.1 349.7 337.8 343.7

黎巴嫩 8.5

  区域链接:2005年轮ICP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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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链接:2005年轮ICP的经验

与许多基本分类消费不同的是,住房的数量

信息被一致认为是国际比较项目全球办公室可以

从所有的国家和环国收集到的信息之一 (参见第8
章)。由于该建议是在区域协议达成之后提出的,
所以最初只有三个区域:非洲、南美洲和西亚向

全球办公室提供了区域内所有国家的资料。而独

联体没有提供数量信息,亚洲只有环国提供了这

些信息。随后,欧盟统计局—OECD向各国提供

了可以使用的数量信息。但如何将区域结果进行

链接仍需解决。
据此本报告共涉及了106个国家,其中103个

国家回答了本章附件的调查表。同时,墨西哥和

美国也回答了该调查问卷。从国家资料库中获得

的数据包括了卧室数量,这部分数据与南美洲相

重叠。因为中国占地面积广阔,因为亚洲提供的

资料不足并且已发布的城乡住房数据皆可用,所

以中国也参与了该问卷调查。各国对住房问卷调

查的反馈有助于根据水、电和室内卫浴在各国住

房建筑套数中的占比,对住房物量测算数据进行

质量调整。然而,提交的数据存在很多差异,比

如基本数量测算值本身就存在差异。尽管各个国

家提供了住房总套数,但提供的其他物量测算结

果却很少。南美洲的情况已经讨论过了。至于其

他的区域,要求各国提供房间数量和房屋面积的

信息,但最后只有大约一半的国家提供了。
显然,若要进行比较,就必须解决数据中的

差异问题。从本质上来说,采用的多边法大体上

可以客观地处理数量数据中的差异。从这方面来

说,用于环国的处理方式与用于其他所有国家的

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这在某些程度上也是由于环

国数据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如前文所述,国家

资料库中可用的数据也可以用来提高国家之间的

重叠性与物量范围。10

表12.7a中列 (1)— (3)列出了前十个国家

提交的数据,其中三个国家提供了表12.3中南美

洲所提交的指标数据。列 (4)是表12.3引入的质

量测算,即列 (1)— (3)的几何平均数,从而

得出质量测算值1(Q1)。如果一个国家提供的任

何便利设施占比都为0,则几何平均数为0,质量

调整数量为0。尽管不太可能发生,但从理论上来

说,这是一种清除测算。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与住

房的房间大小或房屋面积相比,便利设施为住房

增加了双倍的价值。为了大体上实现这种效果,
质量测算值2(Q2)显示的比例是:空间占三分之

一,便利设施占三分之二,如列 (5)所示。11 由

此可知,这两个测算值在不断相互靠近,从Q1的

低测算值移动到高测算值。

表12.7a 区域链接因子中有关质量测算值的说明:
部分国家,2005年

 

水占比
(1)

电占比
(2)

卫浴占比
(3)

质量1
(4)

质量2
(5)

阿根廷 0.841 0.954 0.715 0.831 0.887

巴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孟加拉国 0.311 0.068 0.143 0.145 0.430

贝宁 0.226 0.100 0.028 0.086 0.391

不丹 0.411 0.586 0.143 0.325 0.550

玻利维亚 0.340 0.640 0.389 0.439 0.626

博茨瓦纳 0.226 0.210 0.384 0.263 0.509

巴西 0.730 0.950 0.627 0.758 0.838

文莱 0.935 0.982 0.914 0.943 0.962

中非共和国 0.060 0.603 0.133 0.169 0.446

  资料来源:摘自各国提交给全球办公室的数据。

如前文所述,只有少数国家提供了关于房间

数量或者以平方米计的面积的信息。表12.7b列举

了其他十个国家的住房数据,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性。列 (1)为住房套数,列 (2)和列 (3)分别

为每套住房可住人数和人均住房。但是,每套住

房可住人数的差异并不能看出一些国家的房屋更

大还是仅仅是人均空间更小。例如,阿曼的每套

住房可住人数几乎是新加坡的两倍,7.395比

4.109。这是因为阿曼的住房更拥挤或者更大的缘

故吗? 实际上,只依据便利设施和住房数量还不

能确定原因。列 (4)到列 (6)以 “x”表示了除

住房总数外是否还有物量测算值可供国家使用。
例如,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就只提供了住房的

数量。如前文所述,少数南美洲国家比如秘鲁被

赋予了三个面积测算值,所以可获得房间总数。
表12.7b以及整个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都只有两个

面积测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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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处理不完整的数据,采用了国家产品虚拟法

ln(indicating
 

log)ExpQij  =
α+βiRi+δjVTj+λ(Mk) (12.1)

其中
Exp
Qij

表示每单位j型物量测算的区域i中

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住房质量调整物量。一共有106
个国家,四种住房测算值:单元数量、房间数量、
卧室数量和房屋面积。在此次测算中观察值总数

为230个,比可能的212个 (424个的一半,4×
106)观察值略多一些。

表12.7b每套住房的居住密度和居住面积测度情况:
部分国家,2005年

住房的数量
每套住房
可住人数

人均住房 房间 卧室 面积

尼泊尔 4161000 6.521 0.153 x x

尼日利亚 28000000 4.693 0.213

阿曼 347134 7.395 0.135 x x

巴基斯坦 23000000 6.842 0.146 x

巴拉圭 1098005 5.609 0.178 x

秘鲁 5926821 4.719 0.212 x x

菲律宾 17000000 5.002 0.200 x

卡塔尔 126203 6.441 0.155 x

沙特阿拉伯 3991783 6.156 0.162

新加坡 1059000 4.109 0.243 x

  资料来源:摘自各国提交给国际比较项目全球办公室的数据。

方程式 (12.1)表示对等式右边三种虚拟变

量或三类变量取半对数:R 指五个区域中的任何

一个区域,VT 指物量类型,至于Mk,其中下标

k代表基于综合调查反馈得出的各国住房现代性而

划分的三组国家中任一组国家。方程式的参数和

统计数据如表12.8所示。

表12.8 区域和质量的单位价值的对数值

测算 变量i 参数估值 标准误差 T-值

质量调整单
位价值测算

截距 7.374 0.184 40.02

面积 -4.334 0.171 -25.34

房间 -1.081 0.162 -6.68

卧室 -0.445 0.339 -1.31

住房 0.000

续表

测算 变量i 参数估值 标准误差 T-值

现代性指标

高 1.075 0.166 6.48

中等 0.000

低 -1.115 0.185 -6.04

区域

非洲 -1.579 0.237 -6.67

亚洲 -0.852 0.205 -4.17

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 -1.080 0.272 -3.96

西亚 -0.392 0.240 -1.63

欧 盟 统 计 局
—OECD 0.000

  资料来源:由各国提交给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资料测算
所得。注:RMSE=均方根误差;RMSE=0.977。

当出现截距时,其中一类变量则赋予为0,若

不这样处理,方程式将不成立。单位价值 (每单

位的支出)的差异性解释了因变量存在多个的原

因,其中住房类的单位价值最高,接着依次是每

间卧室的支出、每间房的支出,按这样的顺序算

每平方米的支出最低。因此物量变量使得R2有所

提高。
我们对现代化指标进行了分类,并试着以此

获得若干调查问题的反馈。故我们向各国询问了

现代 (或传统)住房的占比、城乡地区的占比、
租赁占比等等。调查结果的巨大差异表明单独使

用这些变量会大大减少所有回归方程式的观察值

数量。这也就决定了可依据部分反馈 (可测量用

水、电、卫浴这三种便利设施变量无法捕捉的住

房特征)将世界各国分为低、中、高三类;并通

过现代化指标得到显著的系数以及切合实际的标

志。单位价值类的系数也朝着我们预期的方向发

展,每套住房的单位价值最高,而每平方米的单

位价值最低。卧室的统计系数并不显著,也许是

因为观察值较少的缘故。
因为测算出的均方根误差高,为0.977,所以

该方程式的整体显著性偏弱。而恒等式可以用于

国家代替区域的测算,并且其均方根误差为

0.290,R2为0.991,是一个看起来更可取的方程

式。然而,在链接区域时最重要的是区域系数的

标准差要低。事实证明若方程式中的区域 (也包

括各个国家)效应是确定的,则区域系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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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将会比表12.8中所列的要高得多。所以为了

实现链接,我们选用了与表12.8相似的链接因

子。12根据欧盟统计局-OECD链接因子等于100,
得出各区域链接因子:欧洲为20.6,亚太地区为

42.7,南美洲为34.0,西亚为67.6,如个别参数

估值的逆对数 (ex)所示。由此看来亚太地区的指

数比南美洲的指数高。这也许是因为南美洲的物

量测算与其他区域的物量测算重叠的部分少,以

及表12.8中所列的亚太地区国家的指数相对较小

的缘故。
总之,若各国能对本章附件中表格的问题提

供更完整的反馈,则上述各个区域的链接会得到

进一步的加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经验使2005
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参与国和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

目新参与国在提供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

高。以此使得区域间比较同区域内国家间比较一

样可靠,同直接租金法和直接物量法一样可靠。

根据以往经验推动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比较同一国家不同时间的住房服务很难,而

要很好比较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城市或地区的住房

服务则会更困难。所以国际比较项目在比较居民

消费这一最重要的支出类时遇到问题实属正常。
前几轮国际比较项目的经验可总结如下:第一,
当新成员国没有能力开展租金调查时,欧盟统计

局—OECD便会努力将他们的新同盟国和老成员

国联合起来。第二,从其他资料中获得尽可能的

直接租赁信息,采用直接物量法,并做补充调查。

将直接物量法应用于所有国家

作为2011年轮ICP数据收集的一部分,要求

各国提交直接物量调查问卷的计划早已完成。此

外,所有国家的反馈信息将提交给全球办公室,
因为欧盟统计局—OECD在开展调查的安排上至

少比全球比较提前一年,所以无论这两个组织采

用直接物量法对他们的成员国链接结果进行任何

的测算,都会比其他区域先完成。至于其他区域,
全球办公室在2011年年底就已收齐所有的调查反

馈,也就是说,其他消费类价格也在同时被收集。
此外,建议全球办公室在审批程序之初便开始收

集,而不是其他区域都完成之后才开始。
因为这与以前的做法不同,所以需要一个合

理的理由。在2005年轮ICP中,区域确认之后才

开始收集调查问卷。全球办公室曾就各国的问卷

反馈向区域提出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区域协调人

未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许多问题都是由

跨区域比较中产生的反常现象引起的,所以在各

国仍然能接受审核中产生的疑问时将这些问题提

出来是很重要的。该建议也向全球办公室以鼓励

的方式来处理直接物量调查问卷方面施加了压力,
以至于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其他

方法。
前面章节介绍了2005年轮ICP在区域链接方

面做出的尝试。该尝试的一些环节可用于2011年

轮的ICP中。用各国提供的直接物量数据尽可能

地直接测算各国过渡性基本分类平价结果是有可

能实现。该方法会出现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该

方法可直接提供区域链接因子,因为无论是一个

国家还是一个国家的平均数作为一个区域的基准,
链接结果不发生变化。欧盟统计局—OECD将会

保存它们的区域结果,而且这很容易做到。
对于仍未能完成本区域比较的区域,还有第

二种选择:这些区域可以只使用本区域内国家的

一些或全部多边间接租金平价。例如,西亚就采

用了一种可行的方法,即使用一部分直接租金平

价、一部分间接租金平价。如果区域已经完成了

各自的住房服务比较,那么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与欧盟统计局—OECD的这些结果进行链接。
最后,区域便可以对这些多边结果进行审核,并

决定是否开展并使用他们的住房服务比较结果。
总之,如果区域以及全球办公室尽可能早地开展

直接物量的多边比较,那么其收益也就越大。

收集直接租金数据的优势

2005年轮ICP的经验明确了改进测算自有住

房服务支出的好处。即使直接物量测算值是正确

的,但如果支出被低估了,间接法PPP也会非常

小。反过来,如果支出被低估了,即使正确的直

接租金测算值也会导致过低的间接物量。这正是

2011年轮ICP特别注重提高测算住房服务和其他

一些很难的基本分类支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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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ICP计划采用直接物量法,但同时拥有

直接租金信息和间接租金信息有一个优点,便是

可以进一步检验支出。但是这需要考虑另外一个

更重要的因素:直接物量测算值无法捕捉到足够

重要的住房质量特征。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将

首次考虑对由德国联邦银行 (2004年)的
 

Claudia
 

Kurz和Johannes
 

Hoffmann提供的德国租金信息

进行研究,这也有益于进一步探讨等价租金法。
德国每年约从2500个租房者和1600个业主处收集

数据,以供德国社会经济面板 (GSOEP)使用。
就按地区分布的地点、城市的大小以及四个社区

组群而言,住房的特点描述得非常详细。
表12.9是基于1998年的调查,提供的一些租

房者和业主的统计摘要信息。业主自有住房的租

金是由业主测算的,虽然常常遭到人们的质疑,
但是这种调查实践还是非常普遍。业主和租房者

的不同之处很多,比如他们居住的地点不同,业

主的住处优于租房者,这从每个组群在不同社区

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中所占的比重便可以看出来

(表12.9中第5行到第10行)。
第2行和第3行列出了租房者和业主的基本租

金统计数据,发现了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特征:
业主自有住房每平方米的租金比租房者的租金高。
而下面几个结果也同样很令人惊讶。第一,租房

者多集中在大城市并且处于这些城市的中心地区

(49%比19%),而这些地方的租金通常较高。第

二,每平方米的租金通常因各种原因随着住房面

积的减小而降低。然而,表12.9中的情况却并非

如此,该表中的平均租金比平均面积增长的程度

更快一些。表12.9呈现了一个质量特点 (参见第

4行带花园的住房的比重),表明业主拥有花园的

可能性是租房者的两倍。至于其他质量调查指标,
租房者和业主所拥有的都很相似。所以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反映质量的某些指标无法从直接物量

法测算的指标中获得,但却可以通过更完善的租

金调查法来获得。
Kurz和 Hoffmann也进行了 Hedonic回归估

计,结果显示租金是根据城市的大小、住房的类

型、面积和年限以及走廊 (花园)、水管设施和暖

气设备的配备情况而系统的降低。在第一份国际

比较项目报告中 (Kravis等人,1975年,第122

页),针对美国,用由美国劳工统计局1967年汇集

的39100个城市地区的租房者样本对类似的特征方

程式进行了评价。尽管美国样本来自数年之前,
但德国和美国的特征回归很相似,也就是说,租

金随城市中心的规模、房间的数量和卫浴 (或浴

室)的数量的增加而增长,随建筑物年限的增长

和状况的下降而减小。

表12.9 租金样本:德国,1998年
 

德国 租房者 业主

1 平均租金 793 1362

2 面积 (平方米) 70.6 116.2

3 每平方米的租金 11.2 11.7211704

样本的份额

4 带花园 0.28 0.88

5 居民区 0.68 0.80

6 杂居区 0.29 0.18

按城市大小计算

7 >
 

500000 0.57 0.34

8 100000-500000 0.13 0.08

9 50000-100000 0.03 0.04

10 20000-50000 0.10 0.18

  资料来源:改编自Kurz和Hoffmann,2004年。

美国劳工统计局样本中特别提到了一个特征:
该样本提供了浴室的数量,而在1967年5%的抽

样单元还没有浴室或共用浴室。增量为0.5间浴

室、1间浴室、1.5间浴室、2间浴室或者更多。
系数分别为0.065、0.227、0.406和0.665,全部

大于零并小于1。鉴于单位的其他特征,这些系数

表明租金大约增加了6% (0.5间浴室)到66%
(2间浴室或者更多)。为什么赋予浴室数量这么大

的权重? 这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其他由租金决定的

住房质量,并且这些住房质量在其他的方面无法

进行测量。然而,这类质量效应却没有在直接物

量法的调整中捕捉到。在刚刚列举的例子中,1间

浴室的增设带来了23%的租金增量,2间或更多浴

室的增设带来了约三分之一的租金增量。并且以

美国数据 (一个单一的卫浴系数)为依据的类似

研究每年都在开展。至于2008年和2009年,单独

针对租房者和业主的回归分析中的系数为0.18,
为完成全部测算,采用了27000余个观察值。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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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2间浴室可使租金增加36%,2.5间浴室可使

租金增加45%。13当然这些影响依旧很大,尽管它

们比40年前略微降低了一些。
综上所述,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住房普查提

供了关于住房租金决定住房特征的有限数据。由

于可用信息的缺乏,直接物量法只能测算低收入

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一小部分的住房质量差异。
至于大多数采用直接租金法的国家,其住房信息

的详细程度要高一些,但这对于它们与住房信息

较少的国家之间的比较没有什么帮助。简而言之,
通过直接物量法进行链接,可将比较决定租金的

特征指标减少到非常少。

表12.10 基于国家关系的租金关系状态:部分国家,1975年
 

哥伦比亚 印度a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b 泰国 美国c 乌拉圭

1 基本租金 13.171039842.40930787613.5006738518.795454558.60416666714.66045142 3.552173913

2 水、电、卫浴 30.780720125.61609665923.5316745332.7604772719.2905416719.79160942 52.17 10.86254783

3
(水、电、卫 浴)/基 本
租金 2.337 2.331 1.743 1.743 2.242 1.35 3.058

4 平均租金,($
 

汇率) 49.82183353.33293556147.36859838 27.2791666722.2767419 174.7 37.77826087

5 平均值/(水、电、卫浴)1.6186051950.5934612182.012971849 1.4141213421.1255649523.3486678173.477845297

6 样本大小 2.707 17326 4048 1970 3061 1814 9995 1161

7 均方根误差 0.555 0.71 0.422 0.363 0.591 0.438 0.311 0.218

8 R2 0.62 0.441 0.624 0.606 0.693 0.443 0.585 0.814

9 人均GDP
 

PPP 1609 470 4907 1484 1541 936 7176 2844

  资料来源: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2年,第56页,表2-9。
注:基本租金指一个建于1945年-1959年间且带水电的35平方米住房。
a.第4排的值是印度平均租金的估值。
b.分子为马来西亚的估值。
c.基本租金不能用于美国的测算,因为观察值太少了。

  表12.10呈现了前一轮国际比较项目处理该问

题的另一种方式。1975年国际比较项目部分国家

的一些局部特征回归结果已经公布,从印度到美

国的收入跨度如第9行所示。第1行提供了按汇率

(以美元表示)计算的住房基本租金,其中的住房

面积为35平方米,带水电,建于1945-1959年间。
第2行是含水、电和抽水马桶费用的租金,其中这

三项是直接物量法的质量调整因子。第3行是带

水、电和抽水马桶的住房租金与基本租金的比率,
不包括因有关单位租金缺乏而无法用基本租金进

行测算的美国。对于泰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而言,
如果这三个质量指标同等重要 (本章及该小节先

前提出的观点),增设抽水马桶则会增加更多的租

金 (与原来要求的租金相比)。
第4行显示了样本 (韩国除外)中所有住房的

平均租金,以及这段时间更简单、耗时的计算能力

所带来的后果。第5行列出了平均值与第2行的比

率,巩固了本章节的要点。与通常用直接物量法测

算的质量调整物量相比,高收入国家的普通住房具

有更多不可测算的质量要素,收取的租金也高得多。
图12.1阐明了两大类型随人均GDP的变化情

况,横轴为每个国家的人均GDP (美国=100),
纵轴为每个月的租金。方框 (例2)显示了在不考

虑其他便利设施的情况下,具有一定面积 (平方

米)的包含水、电和抽水马桶的住房的平均租金

是如何随着国家的人均收入上升的菱形 (例1)显

示了在相同的国家,对于使用数量法确定的住房,
即一个有水、电和抽水马桶但没有其他设施共租

金的上涨趋势如何。为什么在人均GDP水平较高

情况下,两种类型斜率相差如此之大? 可能是因

为许多住房质量特征都与高收入国家的卫浴数量

住房的其他特征有关。而这些特征在直接数量比

较中无法体现。例如,在笔者熟悉的hedcnic租金

法研究中,考虑到额外资本成本,附加的半间或

一间卫浴的系数对租金测算的影响似乎逼人们的

预期大很多。因为若将建筑物内一个可用的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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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租金与人均GDP的关系图 (美国=100)
资料来源:根据表12.10测算所得。

马桶换成不止一间可用的卫浴,则会出现许多其

他较难测量的住房质量特征,而这些住房质量特

征将会使租金提高。
结果,相比于通过市场租金获得的测算值,

通过直接数量比较间接测算到的住房服务类PPP
可能会特别低,而数量则特别高。由于高收入

国家可采用租金调查法,所以此影响将会系统

性地作用于各个收入水平。在过去,在高收入

国家,这是可以在实践中通过系统地低估住房

支出来抵消掉的。如果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中的租金支出增加了,那么该问题将会变得更

加得明显。
图12.2显示了平均租金与水电、卫浴的租金

之和在人均GDP方面的比值。因为图12.2中的截

距必须为1.0,所以该比值表明了从占美国人均

GDP5%的国家到占美国人均GDP80%的国家的大

跨度会导致租金83%的估计价格水平产生差异,

从而 使 直 接 物 量 法 得 到 的 测 算 值 减 小,即

[0.0244
 

× (80
 

-5)]
 

-1为1个百分点。这表

明了即使是公布租金只占个人消费5%的国家的租

金总额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而消费也因此

产生3%或4%的偏差。
我们有理由相信1975年在上述方面的比值数

据可能会在今天出现,但这并不表明早期的数量

实例一定可以在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事项中

起到正确的指导作用。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

认真考虑此处提到的问题。我们应分析更多国家

近几年的数据,考虑是否应在链接使用两种不同

方法国家时,进行系统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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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平均租金与水电、卫浴的租金之和在人均GDP方面的比值 (美国=100)
资料来源:根据表12.10测算所得。

附件

住房与便利设施的数量表

基准年
国家
需提供的细分或其他分类:

1.全部住房
的总数

2.住房的建筑类型 3.住房的地点

a.现代建筑

(1)独栋住房 (2)公寓
b.传统建筑

a.城市区域的大小

(1)大 (2)其他
b.农村

住房套数

房间数量

每套的总面积 (按平方米算)

具有以下房间数量的住房单元的百分比

1-2间房

3-4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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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准年
国家
需提供的细分或其他分类:

5间房或5间以上

具有以下设施的住房单元的百分比

电

室内用水

私人卫浴

暖气

空调

住房套数的百分比

租用的

业主自用的

从基准期到2005年的预期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年第147页的有关叙述。

尾注

1.这些论文在由技术咨询组所管理的世界银行国际比

较项目网站予以公布: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

DATASTATISTICS/ICPEXT70,contentMDK:22388553
~pagePK:60002244~piPK:62002388~theSitePK:

270065,00.html.
2.有些国家使用质量调整住房的重置成本增加值来测

算业主自用住房的服务,而有些国家则应用使用者成本的

形式来测算。住房服务的租金平价是指支出方面的总租金,
其中房东必须扣除维护费用、保险费、与房屋的折旧额

等等。

3. 《欧盟统计局—OECD
 

PPP方法论手册》一书对直

接租金法和直接物量法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囊括了出租房

的48个阶层 (欧盟统计局和OECD2006年,第80-84页)。
租金平价法在美国一直饱受批评,因为人们认为随着租用

单元的质量变得越来越差,这种方法将会低估业主自用单

元的高价值住房服务。特别是,这种方法没有将低价住房

到高价住房的租金与房屋价格比值的大幅度下降纳入考虑。

4.该探讨以 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2年,
第54-59页)的相关论述为基础。租金样本的大小范围为

几百到上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一个非随机样本也可

以在最重要的租金决定特点 (如房屋面积和浴室)方面产

生无偏回归系数,虽然平均租金水平的无偏估计并非必要。
但是一个国家只要拥有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租金偏

差的合理估计 (假设),就可以利用省会城市的租金样本来

粗略测算所有城市的租金。

5.此处假定建筑物不需要维护,土地价值也不纳入计

算范围 (与事实恰恰相反)。Diewert(2009年,第8.4节)
对如何处理维护与翻新提供了详细的论述。一般来说,日

常维护是一项流动消费,因此其不纳入建筑物的使用者成

本,而居住了一年以上的建筑物翻新则会转化为资本,从

而产生一项使用者成本。另一种是将年度维护作为与建筑

物正常折旧有关的支出的必要部分,从概念上更清晰地表

述二者的诸多方面。但为了举例说明,将维护视为一项流

动支出会更简单一些。至于土地价值,应该将其纳入使用

者成本的计算,即使因为业主可能已经收到了土地价值的

机会成本而导致土地的服务期是无限的。

6.中国便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其公布了人均平均房屋

面积,而该国的人口以国际标准来评判似乎是非常多的。

7.Deaton(2010年,第14-15页)认为问题的产生是

由于在2005年的一轮恰如其分地使用了几个最贫困的国家

来建立一条世界贫困线。但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国家如加纳、
乍得和塔吉克斯坦却的住房服务支出测算值均不太实际且

估值较低。这些国家通过消费等值法取得的人均住房数量

比住房支出调整后的人均住房数量要多很多。因此,间接

租金指数会特别低。由于这降低了这些国家的消费类PPP,
所以其贫困线转变为了高于合理水平的国际价值。结果,
拥有合理住房支出测算值的大国如中国和印度的贫困线上

升了,导致这两个国家的贫困人群骤然增加1亿多。

8.我很感谢Sergey
 

Sergeev在计算表12.5的数据时提

供的帮助,特别是他提出像关注南美ICP一样关注欧盟

ICP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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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Heston
 

and
 

Hamadeh的资料 (2010年)可获

得更详细的信息。国内吸收的定义可在 《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一书中找到。国内吸收是国内支出的总额 (不包括境

外净支出),因此其与GDP不同。

10.如前文所述,墨西哥和美国利用了国家资料库来

获取与南美洲国家的卧室数量相同的数据。孟加拉国、贝

宁、不丹、玻利维亚、尼日尔和秘鲁则使用了进一步补充

的家庭调查数据来填补了调查问卷中房间数量、传统住房

比例、农村住房比例和相关信息的空白。而这对于将卧室

数量信息用于区域比较的南美洲而言尤为重要。

11.第二种质量测算公式为Q2=
(1+2·Q1)

3
。例如贝

宁的质量测算值为
(1+2·0.086)

3 =1.1723
或0.391。

12.因为附加国家的数据在区域连接完成之后变得可

用了,所以表12.8的方程式含有的观察值比先前该报表用

的观察值多。

13.这些系数值都是基于劳工统计局和经济分析局所

进行的估计地区PPP的实验性工作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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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建筑品
PAUL

 

MCCARTHY

  建筑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以下简称建筑)
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支出的一个重要构成项。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ICP)显示,在146个参

与经济体中,约三分之二的经济体GDP中建筑份

额在9%至18%之间。建筑占GDP的平均份额为

11.9%,但各国的具体情况在这一平均水平附近

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尼日利亚仅为1.6%,而不

丹却高达38.7%。
本章旨在介绍建筑品PPP测算的概念框架,

解释不同的采价方法,并描述欧盟统计局—OECD
(OECD)以及国际比较项目区域在开展2005年轮

国际比较项目时采用的方法。本章将在稍后介绍

国际比较项目区域采用的BOCC法的简要评价,
并介绍了从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汲取的经验。
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欧洲经济共同体

委员会等,1993年)将建筑分成三大部分,这三

大部分在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作为基本分类

使用:
• 住房 (住房建筑)系指完全用作或主要用

作住房的建筑物。实例包括独立式住房和半独立

式住房、公寓、居住船、驳船、活动房屋,以及

用作家庭主要居所的有蓬车辆。包括任何附带构

筑物,例如车库,以及通常安放在住房内的所有

永久性固定装置。
• 非住房建筑系指除住房以外的其他建筑

物,包括作为构筑物以及场地清理和整理成本的

主要部分的固定装置、设施及设备。包括马厩、
谷仓、仓库、工业建筑物、商业建筑物、用于公

共娱乐的建筑物、酒店、餐厅、学校、医院、教

堂以及体育馆。
• 其他构筑物 (土木工程)由除建筑物以外

的构筑物组成。包括高速公路、郊区道路、铁路、
机场跑道、桥梁、隧道、地铁、水道、海港、大

坝、污水管道系统、矿山、管线、通信电缆、传

输线、电力线以及体育场。

建筑品PPP测算基础的概念框架

许多因素都能影响国家间规格品和服务的比

较,尤其是必须确保指定规格品满足可比性。建

筑问具有特殊性,原因在于大多数建筑产出都是

独特的,尽管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例如,没有两

栋办公大楼是完全相同的,也没有诸如桥梁或大

坝的土木工程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它们的设计特

点迎合诸如位置或跨度等因素。其中一个例子就

是中国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的建造占据了2005
年中国建设支出的很大一部分。然而,世界范围

内没有任何一个正在实施的项目可以和三峡大坝

相比。此外,诸如此类的大型项目几乎不可能在

一个单一的会计期间内修建完成,这就使得对它

们的采价更为困难。因此,需要采用特殊技术决

定需要采价的建筑以便实施建筑相关比较。
任何测算建筑品PPP的方法必定要以一系列

的折中方案和近似值为基础。例如,规定的住房

类型需考虑结构或构成项的任何变更,以便适应

当地条件,比如同一区域内不同地方的天气条件,
寒冷地区可能要求供暖系统而温暖地区要求制冷

系统。在地理上变化多端的一个区域,可能需用

到不止一种标准来克服这一问题,但多个标准会

要求一些国家对不止一种住房类型进行采价,这

就造成数据收集总成本的增加。
两种替代性采价方法可用于比较不同国家的

建筑价格。第一种方法是投入估价法,第二种方

法是产出估价法,这种方法通常基于 (比如一座

桥梁各国具有可比性的采价模型)。
投入估价法以记录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建筑项

目的全部主要材料和劳动投入的价格为基础,并

使用权重将这些结合起来。权重反映各种项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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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品的各项投入的相对重要性。使用 “平均数”
或每种类型 “典型”规格品的概念来分析规格品

投入。例如,一栋办公大楼的平均投入可能是基

于成本测算师对不同办公大楼投入的分析,大楼

的楼层从几层到多层不等。投入包括劳动力投入

(例如混凝土工、电工以及木工)、材料投入 (例
如水泥、钢铁以及木料)以及其他投入 (例如租

用设备)。比较不同国家的价格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未对生产率差异进行测量,这是因为组装各

种材料所需的劳动量假设在各个国家是相同的。
可以假设生产率是非零的,但这样做几乎没有任

何意义,除非可采取某些手段来测算被比较国家

的不同生产率水平。在实践中,使用投入估价法

来系统地测量生产率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可通过

获得承包商的价格而非一个项目特定部分的工资

率 (例如浇筑面积为100平方米的一块混凝土板的

价格)来部分解决生产率问题,但这种方法依然

不能解决通常使用领薪雇员而非承包商的建筑规

格品的那些部分存在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间

接费用未包括在内。间接费用包括,例如,为一

间办公室持续配备管理建筑活动所需人员和资源

的成本。
在不考虑间接成本的情况下,假定不同国家

具有相同间接成本。利润率,即间接成本的一个

要素,也被假设为在不同国家是相同的,但对于

建筑行业来说,这一假设很少成立。
将投入估价法应用于国际比较项目包括收集

被比较国家共有的一系列投入 (材料、劳动力和

设备)的价格。材料包括诸如水泥、钢铁和木材

等规格品,但详细的规格应在所有被比较的国家

都有意义。劳动力与从事建筑的职业相关,应基

于工人的薪酬 (工资加上其他相关成本)进行比

较。设备的价格与使用设备的成本有关,所以通

常采取的方法是收集租用建筑中常用的设备类型

所支付价格的详细信息。
如前所述,在进行比较时使用投入估价法的

主要缺点在于,假设了被比较国家的生产率是相

同的。然而,该假设可能是不太符合实际的,特

别尤其是在一个地区,其组成国家处于不同发展

阶段。
产出价格法涉及指定一个国家内某些典型类

型的项目,然后要求建筑专业人员对修建的整个

项目进行报价,这很像对一个项目进行投标。这

样,报价就和建筑产出有关而不是投入,所以生

产率和利润率变化的影响被考虑在内。但是,指

定充分覆盖建筑行业所涉规格品的各种模型,然

后对这些模型进行估价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并

且,建筑技术趋于快节奏变化,所以必须定期地

重新指定模型,以便确保其的持续相关性。
国际比较项目采用的产出方法以己完成建筑

项目估价模型为基础。实际上,模型并不反映任

何一个国家的特定项目,然而,模型被设计用于

体现在一个区域内找到的建筑物的一系列特征,
目的在于规定就不同国家均可比较的模型。目标

是获得买方的价格,这些价格和国民经济核算中

的价值相一致。但在实际中,很难将经常费用

(如承包商利润)包括在内。这是由于在这之中往

往需要涉及主观测算,而我们很难保证这种测算

费用的方法在不同国家之间都适用。另外,间接

费用必须包含在内,以满足产出价格的要求。下

一节是对工程量清单法的概述。欧盟统计局—
OECD所举办的比较项目采用了工程量清单法,
这是产出估价法的一种形式。

工程量清单

历史上,国际比较项目建筑品PPP的测算基

于一种模型方法,这个技术被称为工程量清单法。
工程量清单法需要详细地指定各种标准建筑项目

的成本,这些项目包括典型住房的以及一系列的

非住房建筑和土木工程 (见附表13.1)。规格标准

并不是根据实际规格品,然而,在不同情况下,
它们却被设计成一种假设的结构,这个结构包含

代表在被比较国家中相对普遍建筑方法的组件而

这些组件特征多为各国平均情况。目标在于尽可

能使模型在各个国家具有代表性,并实现国家之

间的可比较性。
例如:构成场地挖掘、基础浇筑、墙体修建

以及其他该类活动基础的组件均被详细地指定,
并考虑采用的施工技术。实际上,工程量清单法

以获得大量详细组件的成本信息为基础。某些包括

材料和劳动 (比如已安装组件的价格,而不仅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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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的材料),但某些间接费用规格品,诸如规格品管

理和利润,要求特殊津贴。将所有组件的成本汇总

起来得到每一个规格品的总价,即:单价的总和乘

以每一个组件的件数。在规格品层级上计算PPP。

附表13.1 为工程量清单法指定的规格品

  工程量清单法涉及为大量建筑项目的工程量清单进行详细
估价,这些建筑项目将被作为被比较国家建筑的代表。项目都
是模拟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项目在任何国家不一定按规定
的确切形式存在———查阅 《欧盟统计局—OECD

 

PPP方法论手
册》(欧盟统计局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年)第6章获
取更多详情。
2005年欧盟统计局—OECD

 

PPP项目制定的调查项目如下
(请注意:相关时,项目5、6、7、和12仅由非欧洲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国家进行估价):

住房建筑 非住房建筑

01.欧洲独户住房 08.农业大棚

02.葡萄牙独户住房 09.欧洲厂房

03.北欧独户住房 10.办公大楼

04.多公寓式建筑物内的公寓 11.小学

05.北美独户住房 12.日本厂房

06.日本独户住房 土木工程

07.澳大拉西亚住房 13.柏油路

14.混凝土路

15.桥梁

16.混凝土排污主管

当包括规格品管理费用时,工程量清单是一

种产出估价方法。一个承包商就提供一个单独的

成品部件,而提出的价格就是该部件的产出价格。
例如:提供并安装一个特定数量的规格品 (比如3
米高、总尺寸为300平方米的砖墙)的价格代表一

个完整建筑项目特定要素的产出价格。但是,当

一个建筑规格品的所有组件的 (产出)价格被组

合起来提供规格品的总价,结果是介于投入价格

和产出价格之间,因为该价格未包括整体规格品

管理成本和利润。将津贴特别添加至组件的总价

格产生整个规格品的产出价格。
工程量清单法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个方法非

常占用资源。因为统计部门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
工作必须承包出去。为每一个规格品的所有组件

进行估价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因为必须聘请诸

如建筑成本测算师等专业建筑分析师,且必须定

期重新指定模型,因此其成本是非常昂贵的。此

外,尽管工程量清单法可能使得各个模型具有可

比价格,但是由于在确做其可比性时,做出了妥

协,因此模型本身并不一定代表被比较的许多国

家的建筑规格品。
对多年数据进行广泛分析后,欧盟统计局发

现,约40%的建筑组件规范中的规格品数量占项

目价值的85%到95% (Stapel
 

2002年)。根据对

使用工程量清单中规格品 “简化清单”的效果进

行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估价基于包含

完整清单中大约半数规格品的一个简化清单时,
所有欧盟国家的平均建筑价格水平指数几乎没有

差异。研究还发现,“可观数量的估价工作对比较

水平评估所做贡献甚小。[估价]规格品的数量大

约减半后,仍然会达到规格品价值的约90%。”
 

因

此,从2001年开始,欧盟统计局开始使用简化清

单对建筑规格品进行估价。

替代性估价方法

国际比较项目全球办公室对2005年轮国际比

较项目使用 “简化规格品清单”工程量清单法的

可能性进行了调查,但得出的结论是,成本依然

太高,因为各个地区内需指定的模型数量太多。
于是调查了一些替代性方法。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

收集各种建筑构件的投入价格信息,然后使用针对

区域内施工管理的模型测算项目价格。这些国家使

用类似的施工管理,这就简化了建模方法。该方法

包括一个产出估价方法的许多要素。然而,由于生

产实践具有多样性,对于这种方法,要求许多额外

和更为复杂的模型用于非洲、亚太地区、南非和

西亚。
因为这些原因,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该

方法体现了一些投入计价特征,但被设计为尽可

能接近产出价格。该方法基于对数量相对有限的

建筑构件进行估价。这些建筑构件设计的目的在

于尽可能地使各个国家具有可比性。该方法被称

为BOCC法。

BOCC法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采用的是BOCC法,
涉及在各个国家都很普遍的一系列主要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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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投入的价格信息的收集工作。术语 “建筑

构件”用于描述作为施工项目的中间阶段加以生

产的具体物量产出。该过程的关键要素是对与安

装构成项相关的各构成项进行整体价格测算,包

括材料、劳动力和设备成本,即:与产出价格

(而非投入价格)密切相关的价格。
BOCC法的目标在于,为可能使用工程量清单

法的施工提供更简单和代价更低的价格比较。一

个重要目标就是开发一项技术,使施工能在各个

国家的主要地点估价,并使得各个国家的类似构

件具有可比价格。各个国家的劳动和设备组合不

同,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汇总层级:定义

BOCC法基于如下两个部分进行估价:组合构

件和基本投入。附件A列出了各个建筑基本分类

(请注意:许多组合构件和基本投入出现在不止一

个建筑基本分类里面)。为测算PPP,组合构件和

基本投入被分组到附件B中表格所显示的系统。
最详尽的是构件或基本投入,然后是系统,最后

是基本分类。这些汇总层级由BOCC系统 (见
Walsh和Sawhney,2004b)的开发者界定。对这

些汇总层级的释义如下:
• 基本投入项目。可被各国半价的建筑材料

或劳动形式可被描述为 “相似”所收集的基础投

入的价格即为投入价格。
• 组合构件。在其最终预定地点组装,且明

确地确认为在一个项目内具有简单目的的材料的

一种集合,即系统基本项目之一。一个例子是构

造柱。在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一个组合构

件包括材料、劳动和设备的组合,这一组合适合

于针对一个特定国家采用的手段和方法。
• 系统。一个项目中的一组相关构成项,这

些构成项满足一个特定功能。例如,一栋建筑物

的下部结构系统可以用来指示该组构成项,这些

构成项起到支撑建筑物的作用。可能不包括采暖

和通风设备或非机构化外部包覆材料。在2005年

轮国际比较项目中,一些基本和组合构件出现在

不止一个系统里面。例如,混凝土出现在住房建

筑的三个系统,砂出现在五个系统 (见附件B)。
这些重复出现的构件为不同构成项提供了隐含的

权重,由出现在不同系统的频率所决定。
• 基本分类。各个住房或非住房建筑及其他

施工的建筑企业的全部。

构件及基本投入

BOCC法由22种组合构件 (诸如立柱浮箱或

土方工程)和12种基本投入部分组成,包括四种

类型设备 (例如挖沟机或离心泵)的租用,六种

类型的基本建筑材料 (例如硅酸盐水泥或钢筋),
以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

各个基础构件的价格即为一项建筑投入的价

格。硅酸盐水泥 (一种基础构件)的调查表如附

件C所示。该表提供详细的规格,并表明就三种

不同数量收集价格。熟练工人的收集表也如附件C
所示。再次,该表为六种不同类型的熟练工人提

供规格和薪酬数据。基础构件的价格既不反映对

生产率的任何度量,也不包括任何利润率和间接

费用。因此,它们是投入价格。
各个组合构件的价格不但反映材料的成本,

也反映组装这些材料所用的劳动力和设备的成本,
目的是产生特定产出,例如一个立柱浮箱或一个

构造柱。结果是,该价格部分满足一个产出价格

的要求,因为通过提供以适当比例组合的各个国

家的材料、劳动力和设备的总价格,反映了不同

国家之间生产率差异的效果,但并未反映利润和

间接费用。
计算一个组合构件价格的出发点是获得与该

构件相关的材料、劳动力和设备的总成本。例如:
构件 “内用漆”的收集表 (见附件C)描述了覆盖

100平方米的油漆工作,包括无缺陷的一个新表面

的表面处理的典型水平。要求刷三层漆,一层是

流平罩光涂层,另外两层是内表面上的乳胶

漆,将敷涂在没有地板材料的一栋新建筑物上,
便可以省去防滴落或溢出保护设施,但需要掩蔽

门窗。要求的价格就是已完成产出的总成本,包

括油漆、所涉劳动力 (熟练和不熟练)、以及雇用

可能已经使用的任何设备的成本。从国际比较项

目角度来看,该类规范的优势在于,各个国家可

包括在该国通常使用的劳动力和设备的类型和数

量,允许将国家间生产率差异纳入考虑范围。通

过将 “价格”记录为一种定义明确的产出的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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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该过程类似于国际比较项目对规格品进行估

价所采取的 “类似”过程。在国际比较项目中,
要求的价格是针对一种单一规格品,该种规格品

的规格被详细地定义。在不同情况下,尽管包括

在总成本里面的价格要求以买方价格的形式进行

表示,更确切地说,适用的税费 (减去补贴),包

括任何不可扣除的增值税 (VAT),是价格的一部

分,因为存在相关贸易和运输利润。
理论上,BOCC法使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的国家能够以适当的比例组合劳动力和设备。各

个国家内部使用这一比例,而不是使用一种以不

变应万变方法。实际上,在构件层级,通过收集

各个劳动力、材料和设备 (租用)投入 (即:价

格乘以各个数量)的详细资料,并汇总来获得构

件的总成本 (见前面的例子),进而考虑比例。因

此,各个国家的劳动力与材料的比例可能不同,
取决于一个国家包括在各个构件的总成本中的

数量。

采价基础

GDP是基于购买者价格进行核算的,即买方

支付的金额,不包括任何可扣除的增值税,目的

是按照买方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提取规格品或服务。
使用BOCC法对构件的估价是基于建筑公司材料、
劳动力和租赁设备的直接成本,包括诸如不可扣

除的增值税等规格品税,但不包括利润率、项目

管理成本,以及建筑师和建筑成本测算师等建筑

专家相关费用。结果是,构件价格与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的国民经济支出并不完全一致。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按买方价格进行估价。在工程量清单法

中,承包商的利润被添加到为各个模型估计的价

格中。然而,即使是建筑行业的专家也难以确定

承包商的利润,因为很多因素都能影响它们,诸

如经济状况、建筑行业的活跃程度、项目周期、
以及项目所在地区。相关的不确定性使其做出了

这样一个决定:在BOCC方法中不为这些利润提

供特殊补贴,这等效于假设利润与各个国家内各

个项目的度量价格成正比。
在比较不同国家的价格水平时,因假设利润

与度量价格成正比而引起的误差可能非常大。项

目管理间接费用将永远是一个额外金额,应添加

至被实际估价的其他建造成本。然而,利润率在

某些极端情况下可能为负数,例如当建筑需求因

经济形势而显著减少时 (例如:房地产价格泡沫

破裂后)。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能是两个国家的经济

处于国际比较项目基准年的经济周期的对立两端。
例如:在已经经历房地产价格崩盘的一个国家,
建筑行业的利润率很可能较低,甚至是负数 (也
就是说建筑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若企业想要留住

熟练工人,就得期待建筑活动即将好转。在另一

个建筑业正处于活跃期的国家经营的公司可能会

赚钱,若需求足够强劲,其盈利水平可能比平时

更高。很明显的是,利润率是其他建筑成本的一

个固定份额的这样一种假设不能提供这两个国家

间的精确价格比较。但是,因为很难客观地测量

不同国家建筑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不可能获得

就间接费用调整价格水平所需的数据。数据的缺

乏妨碍了就该类差异对2005年建筑相关国际比较

项目价格水平的主观评价。
除刚才提及的要求外,建筑价格必须是全国

平均价格,这意味着价格应是在一个国内的不同

地区观察然后加权在一起的价格,权重为各个地

区内建筑活动的相关数量。较为理想的情况下,
2005年度平均价格是必需的,但为了尽量减少收

集成本,倘若有关国家的通胀水平较低,允许其

统计部门提供截至2005年中期的价格。

估计建筑品PPP

为每个住房和非住房建筑确认了8个系统:场

地工作、下部结构、上部结构、外壳、内部隔断、
室内/室外装修、机械及管道以及电气 (分配给各

个系统的构件详情,见附件B)。土木工程包括6
个系统:场地工作、下部结构、电气设备、上部

结构、地下公用设施及机械设备。在每一种类型

的项目中,各种构件在各个系统的不同组合中

“重复使用”。例如:硅酸盐水泥 (一种基础构件)
用于住房建筑的8个系统中的6个。另一种基础构

件,骨料基层,是住房和非住房建筑以及土木工

程的场地工作系统的一部分,也是所有三种项目

的下部结构的一个构成项。
第一步是对基本分类PPP进行测算。正如已

经提到的,附件B中的三个表格显示了各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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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所用的系统,以及构成各个系统的复合和基

础构件的组合。各个复合和基础构件被当做一个

规格品,且PPP的首次估计处于系统层级。住房

和非住房建筑的场地工作系统包括10项价格/成
本,这些价格/成本构成PPP估计的第一个阶段。
各个国家场地工作的PPP是基于场地工作系统中

10个项目的相对价格的汇总。因此,基本分类

PPP产生于系统PPP的汇总。
没有将任何权重应用于构成各个系统的不同

复合或基础构件。但是,一些复合和基础构件出

现在不止一个系统中。
它们出现的频率就是加权的一种隐含形式。

众所周知,砂和劳动力相比其他构件使用得更为

频繁。问题是,对PPP的估计将反映产出价格的

复杂构成项与基本上是投入价格的基础构件结合

起来。
国家规格品虚拟 (CPD)回归法用于获得汇总

层级的PPP。采用BOCC法的结果是,各个建筑

构件的成本可在国与国之间直接进行比较。

权重

BOCC法的最初目标是在每一个国家使用不同

的权重,来将各组成构件进行汇总,从而反映每

一个国家内各个建筑系统内各个构件的相对重要

性。附件B显示,住房和非住房系统的构成项除

了一项设备租用外,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基本

分类中的各个构件和系统获得与住房和非住房施

工各自相关的不同权重。
BOCC法在三个单独层级上使用权重,即:

W1、W2和W3权重。W1权重用于建筑的三个基

本分类的支出汇总,更确切地说,住房建筑、非

住房建筑和土木工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W2权

重设计用于将系统PPP汇总到基本分类。W3权重

将构件PPP加权到一起,以便获得构成所有三大

基本分类的系统PPP。
实际上,W1权重由所有国家提供。但是,它

们的质量各不相同,因为一些国家并未将对国内

生产总值 (包括建筑)支出的估计作为其国民经

济核算的一个常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

用特殊程序来估计这些基本分类的价值 (详情见

第3章)。

为获得W2权重是需要雇佣一名建筑专家就每

个系统在建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全部三大基本

分类中应占的份额提出建议。依据是使用过去对

建筑项目的调查中获得的工程量清单 (例如:估

计建筑相关时间序列价格指数的权重)。但是,
仅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获得这些类型的数据可使该

办法可行,因此对除西亚以外每个区域所有国家

使用区域平均权重。使用了次区域权重,一组用

于海湾国家,另一组用于区域内的其余国家。
W3权重的初衷是汇总达到系统层级的基本和

组合构件的相对价格。其目的是考虑到在不同国

家 (甚至在一个区域内)建筑构件的可能存在的

多种份额。但正如 W2权重,W3权重无法通过推

导得到,因此在无法获得权重条件下,可使用

CPD法对PPP进行汇总。
国家无法提供应用W2和W3权重所需的数据

是BOCC法的主要缺点。其他显著缺点如下:
• 数据收集审核证要由专家顾问完成,这就

导致数据收集成本的增加,且工作不由国家统计

部门完成。
• BOCC法比较本质上是基础构件之间的比

较。获得组合构件的额外成本是不合理的,因为

组合构件和PPP测算过程中的基础构件的权重都

是一样的。
• 因为投入价格和产出价格相混合,测算生

产率这一目标没有实现。
• 由于组合构件或基础构件未将利润和间接

费用率包括在内,故PPP与建筑相关的国民核算

支出的价格结构不一致。

数据审核

建筑价格的审核步骤与ICP的其他几个项目

相似。首先需要审查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相似规

格品采价的一致性。下一步是比较不同国家的类

似规格品,这一步由ICP区域执行机构来完成。
对于这部分,将通过两种方式对国家进行分组,
首先是按区域分,然后是按施工技术的相似性

来分。对于任何明显的不一改之处,部与国家

协商,并将由于这一阶段而对价格作出的任何

订正纳入这一过程。在一些地区,最后一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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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召集建筑专家。这些建筑专家审查各个国

家内的相对价格,并比较不同国家的价格。建

筑专家们根据他们在建筑业的经验,标记出似

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任何价格,在时间允许的情

况下,区域执行机构随后随访这些国家。

区域链接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在6大区域内开展,
包括五大地理区域———非洲、亚太、独立国家联

合体、南美、西亚———以及欧盟统计局—OECD
“区域”。各区域内的结果都与其他区域无关。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最后一步是将每个区域

内国家的结果合并到一组全球结果中。全球结果

将使任何一对国家具有可比性,无论最初结果是

在哪个区域内汇总的。
本书第8章概述了在全球层面测定区域PPP

遵循和促成对不同区域内国家进行比较所遵循的

过程。如第8章所述,就居民消费编制了一份全

球规格品清单。除区域比较相关规格品外,来自

各个区域的两到四个国家 (所谓的 “环”国家)
都需对全球清单中的规格品进行采价。全球清单

提供的PPP用于估算区域链接因子,以便将区域

PPP连接起来。居民消费基本分类的链接也将依

据此过程。非洲、亚太、西亚和南美地区也遵循

了先前描述的BOCC法。因此,相同的数据用

于测算关联因素。欧盟统计局—OECD区域的

四个 “环”国家提供了BOCC数据以及工程量

清单数据。俄罗斯联邦对工程量清单及其区域

规范进行采价,因此俄罗斯联邦被当做一个关

联国家将独立国家联合体区域带入PPP的全球

范围。

一些有趣的比较

国际比较项目提供了比较不同国家建筑效果

的数种方法。建筑的实际支出 (以国际元表达,
以美国为基准国)表明哪些国家对全球建筑活动

所做的贡献最大。世界十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

值如图13.1所示,一并显示的还有这些经济体的

建筑支出。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

本,在2005基准年在建筑上的实际支出也是最大

的。然而,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

施工活动却几乎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的

两倍。中国和美国的施工相关实际支出分别为

26237.61亿美元和13415.00亿美元 (按国际元计

算)。日 本 仅 为 4972.95 亿 美 元,印 度 以

4969.08亿美元紧随其后。
十大经济体以外的四个国家在建筑方面的实

际支出要高于后一组中的某些国家。这些国家是

韩国 (2540.42亿美元)、印度尼西亚 (2032.74
亿美元)、西班牙 (1917.26亿美元)和加拿大

(1574.26亿美元)。汇总起来,这些国家的施工活

动占全球施工活动的9.1%。
表13.1最突出的方面在于中国对全球施工活

动作出的巨大贡献 (占全球施工活动的29.8%,
中国的GDP仅占全球GDP的9.7%)。使用汇率

调整到统一货币进行测算时,中国在全球施工活

动所占的份额仅为11.7%,美国为25.3% (中国

GDP和美国GDP在全球 GDP中的比重分别是

5.1%和27.9%)。造成巨大差额的原因在于,并

未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价格水平差异的影响对这

些份额进行相关调整。强调编制PPP的重要性,
就国家间汇率和价格水平的差异进行调整。

比较人均建筑实际支出时,得出的结果却大相径

庭。表13.2显示全球范围内人均实际建筑支出最多

的十个国家的支出以及这些国家的GDP实际支出。
表13.2提出有关建筑规格品的一个完全不同

的视角。根据人均建筑实际支出分类的前十位国

家并不包括世界十大经济体中的任何一个国家。
在不同情况下,它们的人均实际支出是世界平均

的数倍,人均实际支出最多的国家 (卡塔尔,指

数=1309.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2倍之多。

表13.1 GDP和建筑实际支出,世界十大经济体

国家 GDP (百万
国际元)

GDP,占世
界的份额
(%)

建筑支出
(百万国
际元)

建筑支出,
占世界的
份额 (%)

美国 12376100 22.5 1341500 15.2

中国 5333230 9.7 2623761 29.8

日本 3870282 7.0 497295 5.6

德国 2514783 4.6 212933 2.4

印度 2340997 4.3 49690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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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GDP (百万
国际元)

GDP,占世
界的份额
(%)

建筑支出
(百万国
际元)

建筑支出,
占世界的
份额 (%)

英国 1901710 3.5 141765 1.6

法国 1862193 3.4 216964 2.5

俄罗斯 1697541 3.1 146408 1.7

意大利 1626326 3.0 188984 2.1

巴西 1583162 2.9 144515 1.6

前十位总计 35106324 63.9 6011033 68.2

世界 54975662 100.0 8818601 100.0

  资料来源: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表13.2 建筑和GDP的人均实际支出:10个国家/经济体

国家/
经济体

GDP
(国际元)

GDP指数
(世界=
100.0)

建筑
(国际元)

建筑指数
(世界=
100.0)

卡塔尔 68696 765.8 18850 1309.9

科威特 44947 501.0 11692 812.5

卢森堡 70014 780.4 9153 636.1

中国澳门 37256 415.3 9138 635.0

冰岛 35630 397.2 7894 548.6

巴林 27236 303.6 6922 481.0

新加坡 41479 462.4 6815 473.6

爱尔兰 38058 424.2 6696 465.3

韩国 21342 237.9 5277 366.7

文莱 47465 529.1 4910 341.2

世界 8971 100.0 1439 100.0

  资料来源: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使用BOCC方法的经验

BOCC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住房和非住房建筑

以及土木工程的建造成本可通过对各项施工的主

要构件进行估价而进行比较。确定用于估价的34
种构件包括作为12种基本投入项目的构件,诸如

建筑材料、劳动力以及四种类型设备的租赁费用。
每个基本项目的数据收集表记录了不同数量的买

方平均成本,例如硅酸盐水泥的三种不同数量

(附件C)。从砖匠到机器操作员,就六种不同的职

业收集了熟练工人的成本,并将之合计到一个单

一的 “熟练工人”类别 (附件C)。
22种组合构件包括施工过程所用部件,诸如

土方工程、立柱浮箱或内墙。为每个组合构件收

集的数据包括材料、劳动力和设备。但是,主要

目标是获得每个构件的总成本,总成本是比较变

量。就是说,单一规格品的价格的等价物。同时,
组合构件和基本规格品之间存在相当多的重叠。
例如:立柱浮箱是一个组合构件,但总成本包括

混凝土 (也是一种组合构件)、钢筋以及各种熟练

和不熟练工人,这些基础构件也是单独采价的。
区别在于,混凝土等项目作为总成本包括在内,
而为每个基本项目记录了平均价格。

对组合构件进行估价的想法基于这样一个前

提:计算构件的成本比计算整个项目的成本要小

得多。此外,假设构件是建筑规格品的基础部分,
建筑规格品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比较。一个构件

的总成本可获得国家间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交换。
换句话说,构件成本反映每个国家劳动力、设备

和材料的相对贡献。尽管假设组合构件的成本比

工程量清单上的数据更容易获得,但实际上,还

要需要雇佣专家进行数据收集。
构件成本基于材料和劳动力的买方价格以及

设备的租金。这些成本并不包括任何利润率或建

筑师以及其他建筑专家的间接费用。基于成本的

比较假设,利润率和间接费用与不同国家的总成

本成比例。
基础构件和组合构件被组合成住房建筑、非

住房建筑以及土木工程系统的不同集合。四种组

合构件 (骨料基层、土方工程、外部人行道以及

混凝土)以及六种基础规格品 (骨料、硅酸盐水

泥、砂、反向铲 (租用)、不熟练工人以及熟练工

人)被组合进场地工作系统。每个组合项目的比

较变量是总成本,平均价格用于基础构件。组合

构件成本包括材料、劳动力以及设备的组合总成

本。例如:组合构件的劳动力的总成本可能和不

同种类工人的平均投入成本相关。一些补充点

如下:
• PPP测算的每个系统将被视作一个基本分

类,这意味着,不会对每个系统内的组合构件成

本和基本项目价格应用权重。
• 基本投入规格品不是独立的。例如:混凝

土包括水泥、砂以及骨料,所有这一切同样被当

做基础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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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行道组合构件也包括混凝土 (由水泥、
砂和骨料组成)。

• 若为每个组件构件提供了总成本,为每个

基本项目提供了平均价格,将就场地工作系统对

24个变量进行估价。
• 即使任一系统内没有明确的数量权重,构

件隐含中加权,因为 “价格”是每个单独要素的

总成本。例如:组合构件仅构成24个规格品中的

4个规格品。为三种不同的构件 (两种组合构件和

一种基础构件)估计砂的价格,是24个项目中的

三种。可以说反映砂、水泥和骨料价格的混凝土

构成近一半的被比较变量。具有六种不同类型的

熟练工人的权重是其他组合构件的两倍。
• 对附件B中其他系统的概述显示了类似的

模式。基础构件砂出现在8个系统中的6个,熟练

和不熟练工人出现在8个系统中的7个。可能有人

认为,住房建筑估价最重要的是砂和劳动力。
一旦计算了每个系统的PPP,下一步就是将这

些加权到住房PPP。为每个国家单独确定这些系统

权重,或W2权重。考虑到国家不同地区建筑投入

的差异,建议区域和国家聘用建筑专家获得每个国

家的系统权重。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难以提供系

统权重。因此,就每个区域,为住房、非住房和土

木工程基本分类确定系统权重。实际上,一个区域

内所有国家层级的总量的权重都是相同的。

总结

在2005年开展的新一轮国际比较项目中引入

BOCC法,试图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对所有参与国的

建筑价格进行深入的比较。数据收集工作进展顺

利。区域关联被认为优于之前所有的国际比较项

目。但是,BOCC法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无力提供

测算W2和W3权重所需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恰恰

是整个方法的关键部分。此外,BOCC法意在直截

了当地说明,可由国家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

估价。但是,实践证明,必须由建造专家来收集

BOCC法所需的价格数据。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该方法要求对施工的

组合构件和基础构件进行估价。尽管组合构件提

供的产出价格反映了国家间的生产率差异,但价

格依然不能反映国家间的利润和利润率差异。基

础构件价格实际上是投入价格,但不能反映生产

率差额或利润及间接费用。将投入和产出价格混

合起来,弱化了部分测算产出价格的努力。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为基础构件和组合构件

制订了详细的规范。对于国际比较项目的未来数

据收集或国家层级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基础构件

和组合构件可用作基础材料。
在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早期阶段,对可

能的替代性方法进行了调查,以便确定是否可在

该轮国际比较项目中采用一种可能更好的方法来

比较建筑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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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住房、非住房和土木工程基本分类包括的施工构件,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建筑构件 住房建筑 非住房建筑 土木工程

组合构件

 立柱浮箱 x x

 涵洞 x

 竖井 x

 土方工程 x x x

 电气服务点 x x

 外用漆 x x

 外墙水泥抹面 x x

 内部石膏天花板 x x

 内用漆 x x

 内墙石膏天花板 x x

 路面车道 x

 圆形桥墩 x

 结构柱 (圆形) x x

 结构柱 (方形) x x

 圆形桥墩 x

 铝制框架 (窗户) x x

 桥梁丁字梁 x

 桥梁扩展式基脚 x

 混凝土机场路面 x

 外部人行道 x x

 圬工内墙 x x

 混凝土 x x x
基础投入

 设备租用

  反向铲 x x x

  振动板压实器 x x

  离心泵 x

  砂滤器 x

 材料

  硅酸盐水泥 x x x

  骨料 x x x

  砂 x x x

  钢筋 x x x

  结构钢 x x x

  胶合板 x x x

 劳动力

  不熟练 x x x

  熟练 x x x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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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系统构件:住房及非住房建筑及土木工程,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1.住房建筑系统构件

系统 构件 系统 构件

场地工作

骨料基层

土方工程

外部人行道

混凝土

骨料

硅酸盐水泥

砂

反向铲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外壳

室内隔断

铝制框架 (窗户)

砂

硅酸盐水泥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圬工内墙

硅酸盐水泥

砂

胶合板

不熟练工人

下部结构

骨料基层

立柱浮箱

混凝土

骨料

硅酸盐水泥

钢筋

砂

反向铲

胶合板

室内/室外装修

熟练工人

外墙水泥抹面

内部石膏天花板

内墙石膏

外用漆

内用漆

硅酸盐水泥

砂

胶合板

骨料基层

结构柱 (圆形)

结构柱 (方形)

混凝土

骨料

硅酸盐水泥

钢筋

砂

结构钢

胶合板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机械及管道

电气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电气服务点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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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住房建筑系统构件

系统 构件 系统 构件

场地工作

骨料基层

土方工程

外部人行道

混凝土

骨料

硅酸盐水泥

砂

反向铲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外壳

室内隔断

铝制框架 (窗户)

砂

硅酸盐水泥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圬工内墙

硅酸盐水泥

砂

胶合板

不熟练工人

下部结构

骨料基层

立柱浮箱

混凝土

骨料

硅酸盐水泥

钢筋

砂

反向铲

胶合板

室内/室外装修

熟练工人

外墙水泥抹面

内部石膏天花板

内墙石膏

外用漆

内用漆

硅酸盐水泥

砂

胶合板

骨料基层

结构柱 (圆形)

结构柱 (方形)

混凝土

骨料

硅酸盐水泥

钢筋

砂

结构钢

胶合板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机械及管道

电气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电气服务点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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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木工程系统构件

系统 构件 系统 构件

场地工作

混凝土

骨料基层

土方工程

硅酸盐水泥

骨料

反向铲

砂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上部结构

路面车道

桥梁丁字梁

混凝土机场路面

混凝土

骨料

胶合板

硅酸盐水泥

钢筋

砂

下部结构

圆形桥墩

桥梁扩展式基脚

骨料基层

混凝土

骨料

硅酸盐水泥

钢筋

砂

反向铲

胶合板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地下公用设施

结构钢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涵洞

竖井

混凝土

反向铲

硅酸盐水泥

砂

砂滤器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电气设备

电气服务点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机械设备

振动板压实器

离心泵

硅酸盐水泥

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7年。
注:基本投入用斜体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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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信息采集表:硅酸盐水泥、熟练工人和内用漆,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1.硅酸盐水泥

150200.0.23硅酸盐水泥 观察 

□ (自动计算)

源信息:

  价格收集日期 (年月日) 

  国家: 

  描述价格源:

□物资供应 □总承包商

□非正式或临时销售点 □专业承包商

□平均价,物价指数数据收集 □其他方式:()

在下列年度的价格:

□2005 □2006
具体情况:

待估价的水泥应是普通硅酸盐水泥。这种水泥用于住房、非住房和土建工程的典型混凝土工程。用于这些目的的水泥通常被分为以下
几类:
 I类———在不要求具有为任何其他类型规定的特殊属性时使用。
 IA类———和I类具有相同用途的加气水泥,要求有内部气泡。
 II类———一般用途,特别是希望具有中等抗硫酸盐侵蚀性或中等水合热时。
 IIA类———和II类具有相同用途的加气水泥,要求有内部气泡。
 III类———在期望具有早强、高强性能时使用。
 IIIA类———和III类具有相同用途的加气水泥,要求有内部气泡。
 IV类———在期望具有低水化热时使用。
 V类———在期望具有高抗硫酸盐侵蚀性时使用。
 尽管基于罗马数字的类型命名可能仅在世界上的某些区域流行,但通用分类却在全世界适用。无论哪种类型的水泥,只要是在一个国
家是最常用的,都应该进行估价。

质量和包装:

 包装尺寸 (千克): 

 包装类型 (纸袋、布袋等): 

 体积效应: 

 单一包装价格: 

 针对更大数量的折扣: 

来源:

 国内:

制造商: □

 进口: 

原产国: 

制造商: 

规格品特性:

火山灰百分比: 类型 (I、II、III、IV、V、IA、IIA、IIIA): 

纯度: 安定性: 

抗压强度 (MPa):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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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信息:

材料成本 (以本国货币计)

类型 数量 (第1列) 度量单位 单位成本 (第2列) 延伸的材料成本 (第1列
 

x
 

第2列)

普通硅酸盐水泥 10.000 立方米 0.00

普通硅酸盐水泥 100.000 立方米 0.00

普通硅酸盐水泥 200.000 立方米 0.00

评论 (若有):

2.熟练工人

150200.0.29 熟练工人
观察 

□ (自动计算)

源信息:

• 价格收集日期 (年月日) 

• 国家: 
• 描述价格源:
□ 总承包商

□ 专业承包商

□ 平均价,物价指数数据收集

□ 其他:()
• 在下列年度的价格:
□2005               □2006
具体情况:
就下列六种熟练工人提供雇员薪酬的详情:
• 砖匠

• 水管工

• 木匠

• 结构钢工人

• 电工

• 机器操作员
一名熟练工人是指接受过其中之一行业培训的工人。培训可能包括见习、在职培训或在一所专业技术学校或类似机构进行的培训。
雇员薪酬包括工资和薪金 (扣除社保缴款前,诸如保健或退休福利金、所得税或工会会费)加上由雇主缴纳的社保缴款,加上诸如用餐
或住房等实物福利。
您可报告以下其中一项:
• 正常工作时间的小时工价 (也就是说不包括加班时间)
• 每日工价 (规定每日工作正常小时数,不包括加班时间)。
• 每周工价 (规定每周工作正常小时数,不包括加班时间)。
取决于选择报告每小时或每日或每周工价,您需要测算社会保险缴款额和实物收入,然后将之记录在下表内。
工价应咨询靠近主要城市中心的建筑规格品雇佣的熟练工人。

估价信息:
雇员薪酬 (以本国货币计)

雇员薪酬
完成编号为1至3的三列中的其中一列

每小时工价 (1) 每日工价 (2) 每日正常工作时间 每周工价 (3) 每周正常工作时间

砖匠

工资

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缴款

实物收入

合计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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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水管工

工资

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缴款

实物收入

合计 0.00 0.00 0.00

木匠

工资

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缴款

实物收入

合计 0.00 0.00 0.00

结构钢工人

工资

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缴款

实物收入

合计 0.00 0.00 0.00

电工

工资

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缴款

实物收入

合计 0.00 0.00 0.00

机器操作员

工资

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缴款

实物收入

合计 0.00 0.00 0.00

  评论 (若有):

3.内用漆

150200.0.17
 

内用漆
观察 

□ (自动计算)

源信息:

 价格收集日期 (年月日) 

 国家: 

 描述价格源:

□ 建筑师 □ 总承包商

□ 工程师 □ 专业承包商

□ 平均价,物价指数数据收集 □ 其他:()

 在下列年度的价格:

□2005 □2006

数量及详情:

本构件用于收集住房建筑或非住房建筑内表面上一层流平罩光涂层和两层乳胶漆的估价数据。结构化产品描述将油漆当做一个面饰/装

修项目。假设待刷漆的表面为用石膏处理过的表面或已打底表面,为了进行估价,假设对一处住房建筑或非住房建筑 (例如:办公大楼)

的一楼进行油漆作业。为100平方米的油漆作业提供价格,包括为一种典型水平的表面处理 (填充、修补等)提供的津贴。用石膏处理过

的表面需是完全光滑的,没有瑕疵。假设为新建工程,还没安装地板,所以无需进行防滴落/溢出防护。假设需要对窗/门进行掩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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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品特性:

• 油漆种类: 

估价信息:

材料成本 (以本国货币计)

类型 数量 (第1列) 度量单位 单位成本 (第2列) 延伸的材料成本 (第1列
 

x
 

第2列)

内用乳胶漆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材料总成本 (以本国货币计) 0.00(a)

劳工成本 (以本国货币计)

类型 必需小时数 (第1列) 每小时工价 (第2列) 延伸的劳工成本 (第1列
 

x
 

第2列)

不熟练工人 0.00

熟练工人 (按类型列示):

0.00

0.00

0.00

0.00

劳工总成本 (以本国货币计) 0.00(b)

设备成本 (以本国货币计)

类型 必需小时数 (第1列) 每小时工价 (第2列) 延伸的劳工成本 (第1列
 

x
 

第2列)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设备总成本 (以本国货币计) 0.00(c)

内用漆总价格 (以本国货币计———a、b和c之和):

评论 (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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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机械设备
DEREK

 

BLADES

  本章主要阐释了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

“机械设备”支出分类中所涉及的规格品定义以及

价格数据收集问题。
居民会购买一些不同种类的机械设备,诸如

计算机、汽车、以及餐厅和酒店用家具。规格品

是否属于机械设备这一类并不是由其性质决定的,
而是由购买者决定的。完全相同的客运车辆,若

居民购买这些客运车辆,则被分类为居民最终消

费支出,若汽车出租公司购买这些客运车辆,则

被分类为机械设备。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采纳的机械设备价格

收集方法类似于居民用品及服务的价格收集方法。
结构化产品描述针对不同种类的设备开发,然后

被转化为规格品规范,以便在所有国家对可比规

格品进行采价。但是,该方法和用于居民用品及

服务的相关方法存在一些区别。
• 由于机械设备将用于生产,因此决定一种

机械或设备性能的技术特性就显得尤其重要。该

类特性的实例包括扭矩、功率、速度、范围、以

及承载能力。然而,对于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许多国家统计部门也许没有评估这些技术参数所

需的专家,于是这些国家统计部门可能需要聘请

外部专家决定他们国家可利用的特定类型的设备

是否等同于结构化产品描述/规格品规范所规定的

这些设备。
• 一些国家中那些为数不多的企业生产了国

际比较项目中所要采价的大部分机械设备。因此,
不同国家都在从少数几个制造商手上购买非常类

似的规格品,机械设备的结构化产品描述/产品规

范通常是指由一个指定的生产商所生产的特定

型号。
• 私营企业、政府及非盈利机构都可以作为

客户来购买机械设备。正如已经提到的,相较机

械设备,各国统计部门的员工更熟悉居民消费的

规格品及服务。因此,国际比较项目全球办公室

带头草拟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结构化产品描

述/产品规范。
• 偶发性地购买设备这一情况较多。企业不

会每年都购买相同或类似的设备,因为预计设备

可持续使用数年。因此,在一些较小的国家,可

能在有些年份内都不会购买结构化产品描述/规格

品规范指定的那些设备类型。所以,在实施2005
年轮国际比较项目时,一些国家很难决定哪些规

格品足够重要从而必须对这些规格品进行采价。
• 一些设备是独特的。每种规格品专为一个

指定位置或用途而设计,且至少生产一种规格品。
实例包括海洋船舶、石油平台和核能发电厂等。
在实施国际比较项目时,估计通常仅限于标准、
批量生产的项目,而没有尝试对特殊的机械设备

规格品进行估计。
在国际比较项目分类中,机械设备这一类别被

细分为两组:金属制品和设备及运输设备 (这两组

基本分类所含的规格品实例,见附表14.1和14.2)。
这些被进一步分解为八大基本分类。要求国家收集

大多数这些基本分类包含的数个指定项目的价格。
本章第1节解释了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

所有参与国 (由欧盟统计局-OECD对其参与国

际比较项目进行协调的46个国家除外)对机械设

备 (在本章其余部分也被称为设备)进行估计采

用的标准方法。本章第2节描述了欧盟统计局-
OECD成员国采用的方法。两组都依赖非常类似

的方法,因此,由此产生的PPP之间存在高度的

可比性。
开展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得出的经验是,

对于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一些国家将无法使

用用于机械设备采价的标准方法。因此,本章第3
节描述可能采用的一种替代性方法,价格因子法

(PFM)。虽然仅适用于大多数机械设备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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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该方法涉及追踪各种成本或 “价格因

子”,这些成本或价格因子介于机械设备的出厂价

格及购买者安装时的价格之间。

附表14.1 覆盖范围:金属制品及设备组

  金属加工制品 (不包括机械设备)。预制金属建筑;桥梁、
桥梁断面、塔,以及钢或铁格形杆;储液器、储罐、大桶,以
及适用于所有材料的钢、铁或铝制类似容器;集中供暖散热片
和锅炉;蒸汽发生器;核反应堆;手工工具;木桶;鼓;铁罐;
箱子,以及适用于除气体以外所有材料的钢、铁或铝制类似
容器。

通用机械。除飞机、车辆和循环发动机以外的发动机及涡
轮机;泵和压缩机;除面包烘烤炉以外的炉子;炉子、炉内燃
烧器和焚烧装置;起重设备及搬运设备,诸如提升车辆用的千
斤顶和起重机、起重机、吊车、铲车、翻斗提升机、起重机、
自动扶梯,以及电动步道;非家用冷却设备和通风设备。

专用机械。农业和林业机械;机床;冶金、采矿、采石,
以及建筑用机械;食品、饮料、烟草加工机械;纺织品、服装、
皮革生产设备;其他专用机械。

电气及光学设备。打字机及文字处理机;现金出纳机;复
印设备及印刷机械;自动钞票分配器和硬币分类机;计算机和
相关设备;电动机、发电机和变压器;电力输送和控制装置;
蓄电池和电池;照明设备;无线电和电视设备;有线电话用电
气装置;录音或录像设备;医疗、牙科和兽医设备、仪器和器
具;测量、检查、测试、导航和其他用途仪器和器具;工业生
产过程控制设备。

未分类的其他制成品。办公室、商店和酒店家具等。
软件。一个生产商预计在生产中使用超过一年的计算机软

件;包括购买现成的软件和开发企业内部软件的支出。

附表14.2 覆盖范围:运输设备组

  机动车辆、拖车及半拖车。客车、出租汽车、厢式货车、
公共汽车、长途汽车、无轨电车、卡车、油轮、半拖车用牵引
机、拖车、半拖车、大篷车,以及特殊用途车辆,诸如非公路
用途自动倾斜车、救险汽车式起重机、随车起重机、救护车、
消防车、混凝土搅拌机运料车、道路清扫车卡车、移动放射线
检查车,以及机动雪橇,包括主体 (车身设计)、专业部件及
引擎。

其他运输设备。游轮、观览艇、渡船、气垫船、货船、游
艇、驳船、油轮、冷藏船、渔船、渔业加工船;拖船及推进式
航空器、破冰船、挖泥船、海底电缆铺设船、轻型船、考察船,
以及其他非贸易用途船只 (军舰除外);浮动船坞;浮动挖泥
船;石油钻塔,以及其他浮动或水下钻井或生产平台;除引擎
以外的专门船只部件;已经历广泛重建和转变的所有船只;所
有铁路和电车轨道机车、维护和保养车辆及用于铁路服务或矿
山及工业运营的全部车辆 (诸如客运车厢、行李车、邮局车辆、
铁路货车、拖罐车,以及冷藏车);它们除引擎以外的专业部
件;飞机、直升机、氢气球、滑翔机、航天器,以及卫星,包
括其专业部件及引擎。

本章第4节介绍了从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中汲取的教训,这些教训有助于对2011年轮国际

比较项目进行改进。

设备采价的标准方法

对设备进行采价的标准方法类似于针对生活

商品和服务所遵循的方法;国家为完全相同或非

常类似的规格品收集价格,有时被称为 “规
范采价”。

采价规则

为和国民经济核算相一致,要求国家提供设

备的价格,这些价格和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中固定

资本资产的这些规格品的估值相一致。因此,价

格必须包括进口税和由买方实际支付的其他规格

品税、将资产运输到待使用地点的成本,以及安

装资产以便资产能够投入生产的任何费用。从价

格中扣除的通常是对大多数生产商有效的任何

折扣。
在报告设备的价格时,应遵循下列规则:
• 运输成本。当设备的价格不包括运输成本

时,这些成本应由国家进行测算。他们应确定项

目从生产工厂或进口港 (针对进口)运出的平均

距离。
• 安装成本。成本通常和固定设备的安装有

关,这些成本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 (GFCF)中。安装费用不仅包括购买者为

一个项目在一家工厂或其他场地的物理安装支付

的费用,还包括测试或校准设备的任何费用。若

为运输设备,通常没有安装成本。
• 产品税。价格应只包括不可扣除的规格品

税。征收增值税的国家通常允许购买者扣除资本

货物的全部税额。资本货物的销售和其他规格品

税,有时是进口税,都可以全额或部分扣除。
• 折扣。价格应参考对单一项目的购买,所

以,不受对大订单有效的折扣的影响。在扣除通

常对大多数购买者有效和对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有效的任何折扣后,应包括单一规格品的价格。
要求提供全国平均价格。国家专家在确定如

何收集这些价格时遵循两项指导方针。首先,在

一些小国家,仅在一个地点收集价格可能就足够

了,诸如首都或最大的工业或商业城镇。其次,
在拥有数个重要工业或商业中心的较大国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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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个这类中心收集价格,以便计算一个全国平

均价格。
在许多国家,一个单一经销商有权利出售规

定类型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价格观察

就足够了。但是,在其他国家,规定类型的设备

可能有数个分销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数

次价格观察来确定全国平均价格。由国家专家决

定一个或多次价格观察是否是必要的。
报告的价格应是基准年的平均价格。换句话

说,价格应是在全年每隔一定时间收集的价格的

平均数。然而,经验显示,若所有国家在同一时

期内对设备进行采价,则无需在全年收集价格。
就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开展,建议在年中进

行价格的收集。
在一些国家,设备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

个重要部分包括二手规格品的进口,其中一些二

手规格品已进行再修复。难以找到就采价目的可

比的二手规格品。实质性的质量调整对于价格可

比可能是必须的,且该类质量调整目前不可行。
因此,在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价格收集

仅限于新的设备。没有使用二手设备的价格,即

便当这些规格品实际上比新的规格品更具代表

性。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采价将省略二手规

格品。

设备的结构化产品描述

在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设备的结构化

产品描述由全球办公室草拟,这些结构化产品描

述非常类似于居民商品和服务的结构化产品描述。
然而,对于居民商品和服务,在参与国就哪些居

民商品和服务通常被该国居民购买达成一致意见

后,各个区域将结构化产品描述转变为规格品规

范。对于设备,全球办公室就108个 “核心”规格

品将结构化产品描述转变为规格品规范,这些规

格品规范充当区域协调人员草拟各种区域清单时

的起点。区域清单不仅包括至少80种从核心清单

中提取的设备,还包括对特定区域很重要的其他

设备。
全球办公室草拟的结构化产品描述/产品规范

按下列方式应用于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 对于每种类型的设备,全球办公室确定了

制造商和待采价设备的型号。每个结构化产品描

述/产品规范,至少规定了两个制造商和型号。
• 要求国家按列示的先后顺序提供型号的价

格,具体地说,若列示的第一个型号可用且是通

用的,由国家进行采价;若不是,对清单中的下

一个型号进行采价,等等。
• 若两个或以上列出的型号可用且通用,要

求国家提供所有这些型号的价格。
• 若列出的型号都不可用也不是通用的,要

求国家对常用的等效型号进行采价。一个等效型

号满足具有同等效率的相同需求。国家在结构化

产品描述/规格品规范报告单 (见附表14.3)中输

入制造商的名称,在 “其他型号”空格内输入

型号。
若国家决定对结构化产品描述/规格品规范规

定的型号以外的一个型号进行采价,则还需要提

供有关规格品特性的信息。若为其中一种指定的

设备报告价格,无需完成这一部分的结构化产品

描述/规格品规范。
结构化产品描述/产品规范的格式

附表14.3是设备的结构化产品描述/规格品规

范的一个实例。描述的空气压缩机通常用于为诸

如空气钻和地面压实机等施工设备提供动力。表

格以对一台空气压缩机的简短说明开始,还配有

一个典型型号的图片。为 “优先的型号”列出制

造商的名称和型号,然后是两种供替代的选择。
若一个国家决定为三个型号中的一个或多个型号

进行采价,该国提供结构化产品描述/产品规范的

下一部分所需的价格信息。
若一个国家决定不对三个指定型号中的任何

一个型号进行采价,因为这些型号不可用或仅在

这一个国家内可买到,该国选择一个等效型号,
然后在已给的空间内填写制造商的名称和型号。
然后提供价格以及 “规格品特性”。要求同时提供

“主要特性”和 “其他特征”。
区域协调人员使用 “其他型号”的规格品特

性确定这些型号是否真正等同于三个指定型号中

的一个型号。若协调人员确定,另一个型号的确

是等效的,其价格用于计算三个指定型号中被认

为和另一个型号最类似的那个型号之间的价比。
若发现另一个型号和三个指定型号中的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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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都不同等,价格信息被废弃,或区域协调人

员发现另一个型号和由其他国家采价的另外一个

型号相等同。在这种情况下,为这种类型的空气

压缩机创造了一个新的规格品,价格信息用于计

算两个相关国家的PPP (以这种方式创造的新规

格品被称为 “分离物”)。
核心规格品和区域列表

表14.1显示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全球办公

室确定的108个核心规格品如何在设备的基本分类

中进行分配。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采用的核心

项目的完整清单如附件A所示。

在起草待采价设备的清单时,区域首先考虑

这108个规格品,并将至少80个规格品包括在其

区域清单内。区域还包括了未在核心清单上列示

的项目,若这些规格品对其国家很重要。

价格信息的来源

设备的价格可直接从生产商、进口商,或分

销商或从其目录获得。对于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

目,使用国家认为最方便的方法或方法的组合,
诸如亲自拜访、电话、信函或因特网来收集价格。

附表14.3 设备的结构化产品描述/规格品规范示例

基本分类:通用机械  基本分类代码:150112.1
规格品名称:压缩机 代码:01
说明

这些是空气压缩机。可能是电动的,也可能由柴油机或汽油机提供动力。它们通常用于为施工和钻孔设备提供动力。

制造商及型号

优先顺序 制造商 型号

优选型号 Atlas-Copco XM
 

659P
选择1 Mitsubishi 400098
选择2 Rand L-M

 

51
其他型号 指定 指定

价格 (以本地货币单位)

A 设备价格

B 安装成本,若未包括在A中。

C 成本,若未包括在A中。

D 不可扣除税款,若未包括在A中。

E 可扣除税款,若包括在A中。

F 折扣,若未包括在A中。

G 总成本 [A+B+C+D-E-F]

规格品特性
只要在其他型号已采价的情况下才完成这一部分。
主要特性

需用功率 (kW)

最大压力 (bars)

额定工作压力 (bars)

额定输出容积 (升/分钟)

装船重量 (kg)

最大速度 (rpm)

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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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最大压力 (dBA)

工作压力及体积 (dBA)

其他特征

旋转 □ 整体卸货干燥器

□ 旋转螺杆式  □ 便携

□ 往复式活塞  □ 固定

整体储量 (公升):

级数量: 高度 (mm):

出口尺寸: 长度 (mm):

出口数量: 带宽 (mm):

□ 深坑引流管

□ 贮池水管 驱动方式:□皮带

冷却:□ 空气      □ 轴/断开

   □ 液体      □ 直接/耦合

    □ 封闭系统

    □ 开放系统

控制:□ 机械 □ 电气

   □ 液压 □ 电子

表14.1 设备核心清单,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基本分类 名称 规格品数量

150111.1 金属加工制品 5

150112.1 通用机械 15

A.引擎和涡轮机、泵、压缩机 10

B.其他通用机械 5

150113.1 专用机械 39

A.农业及林业机械 2

B.机床 6

C.冶金、采矿、采石及施工用机械 22

D.食品、饮料、烟草加工用机械 4

E.纺织品、服装及皮革生产用机械 0

F.其他专用机械 5

150114.1 电气及光电设备 29

A.办公机械 5

B.计算机及其他信息处理设备 9

C.电气机械设备 2

D.无线电、电视及通信设备与器具 3

E.医疗、精密、光学仪器、手表及钟表 10

150115.1 未分类的其他制成品 0

150121.1 机动车辆、拖车及半拖车 11

150121.2 其他公路运输 0

150122.1 其他运输 0

150311.1 软件 9
总计 108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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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必须对价格进行调整,以便符合估值

原则。如前文所述,估计原则要求考虑运输费、
安装成本、规格品税及折扣。

最常用于收集价格信息的来源如下:
• 国家统计部门内。编制生产者价格或进口

物价指数的专家有可能对就这些基本分类进行比

较的规格品种类最为熟悉。对于诸如汽车和计算

机等项目,用于居民消费的比较还通常与设备有

关,尽管需对为居民消费支出而收集的价格进行

调整,调整方法是扣除增值税和其他产品税。其

他产品税由居民支付,但通常可由企业扣除。
• 国家内。设备分销商和经销商知晓哪些型

号可用、这些型号的详细特征和价格。从经销商

处获得价格时,国家需确保包括了所有的产品税

和安装费用。
政府部门定期采购交通和其他设备。该类采

购通常由 “市政工程”或 “中心供应”部门集中

进行。采购部门可直接向制造商购买,但通常使

用当地经销商和分销商。
• 国外。为实施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向

参与国提供了设备制造商网站清单。网站通常用

不止一种语言编辑,也可能是为一个特殊区域定

制的,通常提供结构化产品描述/产品规范所需的

所有技术信息。它们通常提供经销商和分销商的

名称和联系信息。但是,在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

目中,必须对从网站上获得的价格信息进行调整,
从而符合刚刚叙述的估值原则。估值原则要求考

虑运输费用、安装成本、产品税及折扣。

校订价格

在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校订国家为设

备调查采价的规格品的技术特征的主要责任由区

域协调人员承担。但是,国家需确保区域协调人

员有能力识别被采价规格品的匹配和不匹配。将

价格发送给区域协调人员前,国家必须验证报告

表是否完整。换言之,报告表是否包括已采价牌

子和型号的名称和数量以及规格品特性。从一开

始就提供这一信息是符合国家的利益,这能够减

少校订带来的后续响应负担。
通过简单地检查和比较它们的价格来校正设

备的价格是不够的,因为被采价规格品具有相当

的复杂性。一些规格品的价格在不同国家似乎合

理和一致,但被采价规格品未必具有可比性。依

然必须验证不是异常规格品的技术特征,发现的

任何不匹配必须按照处理校订方法确认的异常值

的相同方式进行处理。
在2005国际比较项目中,区域协调人员使用

Dikhanov或Quaranta校订方法确认的异常值的技

术特征对照由其他国家进行估值的规格品的技术

特征进行检查。因此,或是异常值的技术特征和

其他国家中的至少一些国家采价的规格品的技术

特性相匹配,或是技术特征不能和由其他国家采

价的任何一个项目的技术特征相匹配。在第一种

情况下,异常值被返回报告国。报告国需确认价

格。在第二种情况下,要求国家提供一个设备的

价格。该设备的技术特征和由其他国家中的一些

国家采价的规格品的技术特征相匹配。异常值的

价格被保留、替换或丢弃,取决于国家的响应。

欧盟统计局—OECD所采用的方法

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采用的一般方法非

常类似于其他区域采用的标准方法,尽管细节上

存在一些差异。1 附表14.4显示的欧盟统计局—
OECD规格品规范和报告表样本是针对一个拖曳

装置。换句话说,一个大型货车的动力设备包括

引擎、驾驶室和动力传动系统。要求国家对一个

梅赛德斯奔驰拖曳装置的一个特殊型号进行采价。
这一表格和先前描述的结构化产品描述/产品规范

之间的差异在于,列出了拟定型号的规格品特征,
即使一个国家对这一型号进行了精确的采价,该

国依然需要报告规格品特征,因为该型号在其他

国家可能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其他区域遵循在

先前章节描述的标准方法假设,一个型号保证不

管在哪里出售都是完全相同的。
在附表14.4所示的例子中,报告国 (奥地利)

对不同的牌子和型号进行了采价,是因为,如附

注章节的解释,“没有指定的型号。预计明年年初

市场上将出现。”斯堪尼亚拖曳装置在很多方面都

和拟定型号不同。例如,更重、齿轮更好,且功

率输出更大。然而,奥地利的采价专家得出的结

论是,斯堪尼亚的规格品等同于梅赛德斯奔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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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品,欧盟统计局—OECD也同意他们的观点。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标准方法采用的结构化

产品描述/产品规范列出了同一报告表的所有备选型

号。相比之下,各欧盟统计局—OECD表格适用于

一个单一的牌子和型号,但每个规格品通常有数个

备选方案。例如,若是拖曳装置,提议了三种不同

的型号,并提供了三种独立的表格。和结构化产品

描述/产品规范不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格并未

明确地要求国家提议它们自己的型号,若没有一个

拟定型号被认为是合适的。但是,允许国家报告被

判定为和拟定型号在技术上不同的型号的价格,这

可能导致新规格品 (“分离物”)的产生,其方式与

之前描述的标准方法相同。
表14.2显示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为实施2005

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必须采价的每种类型设备的规格品

数量、可选规范的数量,以及规格品的最小数目。对

于大多数类型,国家需对三至五个规格品进行采价。
欧盟统计局—OECD报告表和先前章节描述的结

构化产品描述/产品规范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欧

盟统计局—OECD国家被要求规定它们已经采价的规

格品是否具有 “代表性”。根据欧盟统计局—OECD
的PPP手册,采价的规格品具有代表性,其价格水平

代表该国该类规格品的价格水平。具有代表性的规格

品通常是最常销售的规格品。因为具有代表性的规格

品的价格水平通常低于不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在验

证它们的价格和计算它们的PPP时,了解规格品的代

表性是很重要的。 (欧盟统计局—OECD,2006年)
相应的解释是,已被一个国家确认为具有代表性的设

备在计算其PPP时被赋予更多的权重。普遍认为,这

种方法产生一组更精确的PPP。

附表14.4 欧盟统计局—OECD采用的规格品规范及价格报告表:一个例子

设备调查,200X年 国家

16.11:拖曳装置 奥地利

规格品 拟定 采价

牌子 (及国籍): 梅赛德斯奔驰 (德国) 斯 堪 尼 亚
(瑞典)

型号: ABC-18-4x2 XYZ-
19-4x2

规格 公制 英制 国家

01
 

车辆总重 18,000kg 17.7tons 19,000kg

02
 

轴距 5,700mm 224in. 5,500mm

03
 

发动机容量 11,946L 729cu.in. 12.0L

04
 

发动机功率输出 292kW 394bhp 338kW

05
 

变速箱———前进速度数量 16 16 14

06
 

悬架类型:前 弹簧 弹簧 弹簧

07
 

悬架类型:后 空气 空气 空气

08
 

制动类型 ABS ABS ABS

09
 

驾驶室类型 1,845mm 73in. 1,900mm

10
 

配备标准车顶 是 是 是

11
 

固定的第五个轮联轴器 包括 包括 包括

12

条款和条件

a
 

订单数量 1 1 1

b
 

单价 1 1 10,500

c
 

货币 指定 指定 欧元

d
 

待包括的运送成本 是 是 是

e
 

待包括的安装成本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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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待包括的折扣 是 (%) 是 (%) -525(即:10,500欧元单价的5%)

单价总额 (无增值税) 9,975

代表性和可比性

被采价规格品具有代表性 (是)或不具有代表性 (否)? 是

被采价规格品和指定规格品完全相同 (1)、等同 (2)或无法相比 (3)? 2

选项

标准型号的价格。没有可用的选项。

注:

没有指定的型号。预计明年年初市场上将出现。

运输费用未单独开具发票。包括在单价中。

网址

www.mercedesbenz.com

  注:这个例子仅仅举例说明了报告表的基本格式和内容;技术细节和报告价格都是虚构的。

表14.2 采价一览表: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2003年

支出分类代码 价格收集代码 基本分类 规格品数量 可选规格数量 待采价规格品的最小数量

150111.1 01 金属加工制品 (不包括机械设备) 5 13 3

150112.1 02 引擎和涡轮机、泵、压缩机 4 6 3

150112.2 03 其他通用机械 6 17 4

150113.1 04 农业及林业机械 10 28 5

150113.2 05 机床 7 11 5

150113.3 06
冶金、采 矿、采 石 及 施 工 用
机械 5 9 3

150113.4 07 食品、饮料、烟草加工用机械 5 15 3

150113.5 08
纺织品、服 装 及 皮 革 生 产 用
机械 7 12 5

150113.6 09 其他专用机械 6 17 5

150114.1 10 办公机械 4 9 3

150114.2 11 计算机及其他信息处理设备 7 13 6

150114.3 12 电气机械设备 6 15 4

150114.4 13 无线电、电视及通信设备与器具 5 5 4

150114.5 14
医疗、精密、光学仪器、手表
及钟表 11 22 7

150115.1 15 未分类的其他制成品 3 6 3

150121.1 16 机动车辆、拖车及半拖车 18 30 12

150312.1 17 软件 7 7 5

总计 116 235 80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注:采价一览表不是固定的。每次价格调查的估计一览表都是不同的。

  总体来说,很明显的是,欧盟统计局—OECD
方法和前一章节描述的标准方法很相似。然而,

差异仍然存在:
• 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被要求进行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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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以便确定不同类型设备的可用性,以及是

否引入了新规格品和逐渐淘汰了旧规格品。在共

同草拟规格品清单时使用预调查结果。
• 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报告表考虑到这

样一种可能性:在不同市场出售时,一个特定的

型号可能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
• 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被要求确定具有

代表性的规格品。
由于这些原因,欧盟统计局—OECD方法有

可能生成更准确的PPP,但这两种方法足够相似,
能够确保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和其他区域内

国家之间的很好的可比性。

使用价格因子法 (PFM)计算近似PPP

要求各国对指定规格品进行采价的标准方法

通常被视作用于计算机械设备PPP最精确的方法。
作为替代方法的价格因子法显然更逊一筹,但在

这里进行介绍,是因为许多国家在实施2005年轮

国际比较项目时难以采用标准方法。结构化产品

描述/产品规范适用于在本国不常用的规格品,或

特定类型的设备的购买是零星的,这就使得难以

确定在最近一年内可能没有购买过的设备的实际

价格。另一个问题是费用;国家统计部门一般没

有收集设备价格所需的内行专家。一些国家统计

部门不得不雇佣专家确定结构化产品描述/产品规

范指定的规格品,若结构化产品描述/产品规范指

定的规格品不能在其国家内找到,则需要找到近

似代用品。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咨询外部专家

来确采价格。
此处描述的方法是适用于缺乏使用标准方法

所需的财政资源或专门技术的国家的一个后备解

决方案。该方法之所以被称为价格因子法,是因

为涉及将机械设备的价格分解为其构件的 “价格

因子”。使用价格因子法的国家需进口几乎所有的

设备,因此,价格因子法从设备在出口国的出厂

价开始,然后当设备在进口国进行安装和处于即

可使用状态时是最终价格。

价格因子法的利弊

价格因子法的一个优势是,使用许多国家统

计部门已经掌握信息来获得 (近似的)PPP。具有

投入—产出或供给及使用表格的国家,尽管不是

最近的,将有价格因子法要求的利润和其他成本

的估值。为估计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而使用规格品

流通法的国家也将有估值。由于这些原因,价格

因子法是对资源有限国家的一种颇具吸引力的

选择。
使用标准方法,从购买者在每个国家的公司

安装和做好使用准备的特殊类型的设备的价格的

比率获得PPP。对于一个进口的设备,该价格可

分解为规格品的出厂价和一系列成本,或购买者

将规格品从生产地带到将用于生产的地方所获得

的 “利润”。这些利润如附表14.5所示。这些利润

基本上包括运输和贸易利润、关税和其他税费,
以及安装成本 (运输设备除外)。

附表14.5 已安装和立即可用的进口设备在

进口国的价格构成在出口国的出厂价

加上 附加费减去对国家或区域的折扣

加上 规格品税减去在出口国的补贴

加上 在出口国的贸易差额

加上 在出口国内的运输

加上 在出口国的码头费 (使用码头的费用)

加上 在出口国进行海关文件编制的费用

等于 在出口国的离岸价格 (f.o.b.)

加上 国际货运

加上 保险成本

等于 在进口国的到岸价格 (c.i.f.)

加上 在进口国进行海关文件编制的费用

加上 在进口国的关税

加上 在进口国的码头费 (使用码头的费用)

加上 规格品税减去在进口国的补贴

加上 在进口国的贸易差额

加上 在进口国内的运输

加上 在购买者公司的安装成本

等于 在进口国的安装、立即使用价格

  认为两个国家 (A国和B国)从同一生产商

处进口一种特殊类型的设备。若A国和B国获得

的所有利润以统一货币表示———例如美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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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PB
=
XRA

US
(F+a1+a2+…+an)

XRB
US
(F+n1+b2+…+bn)

(14.1)
若PA 和PB 是机械在A国和B国的已安装、

立即可用价格,都以本国货币表示;XRA
US

和XRB
US

是1美元可以购买的A国和B国货币的数量;F
是以美元计价的机械的出厂价;a1…an

 是进口商

在A国获得的以美元计价的n利润;b1…bn 是进

口商在B国获得的以美元计价的n利润。

因为
PA

PB
是正被讨论机械的双边PPP,B是基

准国,且因为
XRA

US

XRB
US

是A国和B国之间的汇率,公

式 (14.1)可以重写为:

PPPA
B
=
XRA

B
(F+a1+a2+…+an)

(F+b1+b2+…,bn)
(14.2)

PPPA
B
是双边PPP,B是基准国,XRA

B
是A

国和B国之间的汇率,明确地说,一个单位的货

币B可以购买的货币A的单位数量。
若a’s和b’s被转换为出厂价的比率,且按

α’s和β’s表示,等式 (14.2)可重写为:

PPPA
B
=
XRA

B
F+F∑

n

i=1
αi  

F+F∑
n

i=1
βi

(14.3)

or

PPPA
B
=XRA

B

1+∑
n

i=1
αi

1+∑
n

i=1
βi  (14.4)

(14.4)中方括号内的项目是一个调整因子,
以便A国和B国之间的汇率等于PPP。这就是1
加上在一个国家内支付的差额的总和除以1加上

在另一个国家内支付的差额的总和。这些差额是

附表14.5列示的各个项目,表示为出厂价的

比率。

实际应用

数据上的限制要求对等式 (14.4)给出的

“理想”价格因子法的公式进行三处修改。
没有出厂价时

获得等式 (14.4)中的调整因子需要我们了

解设备在出口国的出厂价格。但是,实际上,进

口国的统计部门既没有关于出厂价的信息,通常

也没有关于在出口国将规格品从交付地点运输到

出口出发地点所产生的成本或利润的任何信息。
因此,成本或利润必须转换成其他价格的比

率,即便其他价格在相关国家不是完全相同的,
也可能是类似的。最佳选择可能是在出口国的离

岸价格,但大多数国家按到岸价格记录其进口。
换句话说,包括将规格品运输到进口港带来的运

费和保险成本。因此,建议将进口机械设备的到

岸价格价转换为近似的离岸价格,使用国际保险

和运费的总额和规格品进口总额之间的比率。
从特定类型设备的PPP到所有设备的平均值

前面的讨论涉及从一个出口国的一个特定生

产商处进口特定的设备。但是,这里提议对汇率

进行调整,以便适合于从所有来源进口的两大类

设备的近似PPP:金属制品及设备 (150110.0)
及运输设备 (150120.0)。这种调整意味着,就等

式 (14.4)中调整因子使用的各种差额将不会是

从一个特定国家进口特定类型的设备和机械所产

生的成本,而是从任何一个进口国进口两种类型

的规格品所产生的成本的平均值。例如,运输利

润必须是将金属制品和设备作为整体、将运输设

备作为整体从到达港到待使用地点进行运输而收

取的平均利润。海关利润必须是对进口的金属制

品和设备及进口的运输设备收取的平均利润。
忽略一些利润

相对于初始的出厂价,附表14.5列出的几个

利润可能为零或很少,因为可以忽略不计。此外,
进口国的统计学家将不能估计在出口国产生的成

本。成本和利润可能会比较大,预计国家能够合

理报告的内容如下:
• 关税

• 不可扣除的增值税和其他规格品税

• 在进口国的运输成本

• 在进口国的批发和零售贸易利润

• 安装成本。
还要求国家提供两类设备进口的到岸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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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格品进口的到岸价格,以及总体规格品进

口的保险和货运成本。收集两类设备、金属制品

和设备及运输设备的八个项目的报告表如附件B
所示。

计算调整因子

区域协调人员可使用附件B中报告表提供的

信息来计算调整因子
1+∑n

i=1αi

1+∑n
i=1βi  的近似版本,

然后乘以汇率来获得近似的PPP。
这四步如下:
1.两组设备 (金属制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中

每组设备进口的报告到岸价格被转换成一个近似的

离岸价格,使用总的国际保险和运费和总的规格品

进口的到岸价格之间的比率。离岸价格被用作出厂

价的最接近的实用近似值。该实用近似值在原则上

应该作为计算调整因子中比率的基础。
2.下列项目中的每一项均是计算为进口设备

的 (近似)离岸价格的一个比率:关税、不可扣

除的增值税和其他产品税、在进口国的运输成本、

在进口国的零售和批发贸易利润,以及安装成本。
两组 (金属制品及机械和运输设备)单独进行计

算。为每个国家将这些比率汇总起来,获得针对A
国的1+∑n

i=1αi和针对B国的1+∑n
i=1βi,以

此类推,获得使用价格因子法的区域内所有国家

的相关值。
3.每对国家之间的汇率然后乘以相关调整因

子,获得两组设备的一对双边PPP。
4.Gini-Elteto-Koves-Szulc(GEKS)方法使得

这些双边PPP可传递。
附表14.6是一个例子,显示了两个国家调整

方法步骤1、2和3的计算过程。因为这一例子只

涉及两个国家,所以不要求进行步骤4。但是,当

超过2个国家使用价格因子法时,为两个国家获得

的PPP需通过GEKS步骤变得有传递性。
在附表14.6的例子中,工作表第一部分显示

的利润在 A国通常比在B国高。因此,A国的

PPP高于其汇率,B国的PPP低于其汇率。若汇

率已被用来代替PPP,A国设备的总量被高估,
但B国设备的总量被低估。

附表14.6 进口金属制品和机械的例子

  下表显示如何就A国和B国进口的金属制品和机械实施刚刚列示的前三步。
附表的第一部分列出所需的信息。

A国 (本国货币) B国 (本国货币)

金属制品及机械进口的到岸价格 3000 16000
关税 250 800
不可扣除的增值税和其他产品税

 

300 1000
运输成本 80 300
零售和批发贸易利润 160 800
安装成本 120 580
所有产品进口的到岸价格 75000 340000
所有产品进口的保险和运费 800 3000
每单位美元的本国货币的数量 35 75

  在步骤1,到岸价格被转换成近似的离岸价格 (这些

离岸价格是出厂价的最接近的实用近似值)。
步骤1:
将金属制品和机械进口的到岸价格转换成近似的离岸

价格。

A国:3000× 1- 800
75000    =2,968

B国:16000× 1- 3000
340000    =15,859

在步骤2,每个国家的关税、不可扣除增值税、其他

规格品税、运输成本、零售及批发贸易利润,以及安装成

本的总和被转换成每个国家进口的规格品的近似离岸价格

的比率。
步骤2:

A国:
(250+300+160+80+120)

2968 =0.307

B国:
(800+1000+800+300+580)

15859 =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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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骤3,A国和B国之间的货币汇率被转换成A国

和B国之间近似的PPP,转换方式是将货币汇率乘以步骤

2计算的利润率的比率。
步骤3:
调整汇率,适应近似的双边PPP。

A国:汇率A
B=
35
75=0.467

,因此PPP:AB=0.467×

(1+0.307)
(1+0.219)=0.500

B国:汇率B
A=
75
35=2.143

,因此PPP:BA=2.143×

(1+0.219)
(1+0.307)=2.000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经验教训

在实施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时,可从三个

方面对设备PPP的计算进行改进:
1.标准方法的价格报告表应要求国家报告所

有已采价项目的技术特征,即使国家仅仅提供一

个指定型号的价格。目前,只有国家已对一个

“其他型号”进行采价后才被要求这样做。欧盟统

计局—OECD国家被要求报告所有已采价规格品

的技术特征,是因为已经发现,具有相同型号的

一个项目在每个国家未必是完全相同的。例如,
制造商可能修改型号来满足法定安全标准,不同

国家的法定安全标准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的安全

特性强制性可能不会并入在一个安全标准较低的

国家内出售的型号。
2.每个国家应确认核心设备和区域清单中的

“重要”项目。一个 “重要”规格品占据每个基本

分类支出的一个相当大的份额。在2011年轮国际

比较项目中,国家将被要求确认包括在居民最终

消费支出中的产品和服务,确认设备同样也不会

太难。
如前所述,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被要求

确认代表包括在每个基本分类中的所有规格品的

价格水平的规格品。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使用

了 “重要规格品”这一术语来代替 “代表性规格

品”,但这一改变并不只是术语上的变化。代表性

指的是价格水平,然而,重要仅仅指的是各规格

品在基本分类中的支出份额。尽管不能明确地知

道该支出份额,国家应有能力对基本分类通用机

械的型号按照它们在支出中的可能份额进行排序,
例如铲车。最畅销的一种或两种应被认为是 “重
要规格品”,其他的是 “不太重要的规格品”。在

计算一个国家的PPP时,重要规格品可被赋予更

多权重,这可增进精确性。
3.全球办公室编制了设备的核心清单。在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由于国家统计部门和

区域协调人员缺乏在各自国家设备市场方面的经

验,在完成这一任务上投入相对较少。开展2005
年轮国际比较项目汲取的经验表明,区域协调人

员和国家统计部门在产品、品牌和型号的选择上

应有更多的发言权。特别是,国家应建议,被他

们确认为重要规格品的设备应包括在核心清单

中,并坚持将这些规格品包括在区域清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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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设备核心清单,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基本分类代码 基本分类标题 规格品名称 规格品代码 规格品数量

150111.1 金属加工制品

卧式圆筒形储罐 (5,000公升) 1

卧式圆筒形储罐 (10,000公升) 2

储存液态食品和饮料规格品用储罐 (1,000公升) 3

储存液态食品和饮料规格品用储罐 (5,000公升) 4

压缩气体储罐 5 5

150112.1 通用机械

A.引擎和涡轮机、泵、压缩机

空气压缩机———小型 1

空气压缩机———拖曳式 2

工业柴油机 (重型)———2层,2级 3

工业柴油机 (重型)———3层,3A级 4

轻型工业柴油机 5

船用柴油机 (商业) 6

船用柴油机 (娱乐) 7

公路上用商业柴油机 (重型) 8

水泵———离心式 9

水泵———喷射式 10 10

B.其他通用机械

空调机———住房用 11

空调机———房间内用 12

越野叉车———伸缩式吊臂 13

越野起重机 14

远视工作台车起重机 15 5

150113.1 专用机械

A.农业及林业机械

紧凑型拖拉机 1

公用拖拉机 2 2

B.机床

金属惰性气体保护焊机 (电焊机) 3

电动圆锯 4

电动手钻 5

手持式电动磨床 6

槽刨机 7

磨砂机 8 6

C.冶金、采矿、采石及施工用机械

反铲装载机 9

履带式推土机———大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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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本分类代码 基本分类标题 规格品名称 规格品代码 规格品数量

履带式推土机———中型 11

履带式推土机———小型 12

履带式装载机———大型 13

履带式装载机———中型 14

履带式装载机———小型 15

自动倾斜车1———刚性构架 16

自动倾斜车2———超过30公吨 17

自动倾斜车3———小于30公吨 18

液压挖掘机1———大型 19

液压挖掘机2———紧凑型 20

液压挖掘机3———微型 21

自动平地机 22

滑移装载机 23

滑移装载机———橡胶履带 24

非开挖 25

轮式推土机 26

轮式推土机1———大型 27

轮式推土机2———中型 28

轮式推土机3———紧凑型 29

轮式推土机4———小型 30 22

D.食品、饮料、烟草加工用机械

剁碎机 (0.5
 

kW功率) 31

剁碎机 (1
 

kW功率) 32

螺旋和面机 (50
 

kg) 33

螺旋和面机 (100
 

kg) 34 4

E.纺织品、服装及皮革生产用机械 0

F.其他专用机械

吹塑成型机 (50公升) 35

吹塑成型机 (100
 

公升) 36

50公吨注压机 (低端) 37

1000公吨注压机 (高端) 38

挤压机 39 5

150114.1 电气及光电设备

A.办公机械

复印件 1

传真机 2

数字投影仪 3

高射投影仪 4

碎纸机 5 5

B.计算机及其他信息处理设备

台式电脑———康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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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本分类代码 基本分类标题 规格品名称 规格品代码 规格品数量

台式电脑———戴尔 7

笔记本电脑 8

喷墨式打印机 9

激光打印机 10

多功能打印机 11

掌上电脑 12

扫描仪 13

服务器 14 9

C.电气机械设备

电动机 15

发电机 16 2

D.无线电、电视及通信设备与器具

双路无线电 17

DVD播放器 18

安全摄像机 19 3

E.医疗、精密、光学仪器、手表及钟表

麻醉器械包 20

化学分析仪 21

CT扫描仪 22

婴儿保温箱 23

输液泵 24

乳房X射线诊断机 25

核磁共振成像 26

病人监护仪 27

超声 28

X光机 29 10

150115.1 未分类的其他制成品 0

150121.1 机动车辆、拖车及半拖车

商用车辆———28名乘客 1

柴油小型巴士———8名乘客 2

柴油小型巴士———15名乘客 3

柴油小型巴士———21名乘客 4

市内公共汽车———26至44名乘客 5

城际公共汽车———45名乘客 6

卡车底盘———5公吨 7

卡车底盘———10公吨 8

卡车底盘———15公吨 9

敞篷小型载货卡车 10

厢式货车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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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本分类代码 基本分类标题 规格品名称 规格品代码 规格品数量

150311.1 软件

Adobe
 

Photoshop(10) 1

Adobe
 

Photoshop(100) 2

MS
 

Office
 

2003
 

Standard(10) 3

MS
 

Office
 

2003
 

Standard(100) 4

MS
 

Windows
 

XP
 

Professional(10) 5

MS
 

Windows
 

XP
 

Professional(100) 6

Norton
 

Antivirus(10) 7

Norton
 

Antivirus(100) 8

SPSS
 

V10 9 9

合计 108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附件B

报告表,价格因子法 (PFM)

国家在实施价格因子法时使用的报告表仅要求可能会相对较大、预计国家可以合理报告的成本和

利润。

适用于价格因子法 (PFM)的报告表

国家   货币单位   年份

行数 名称
金属制品及设备
(组150110.0)

运输设备
(组150120.0)

1 设备进口的到岸价格

2 关税

3
不可扣除的增值税和其他规格品税:金额或行1的百
分比

 
%

 
%

4
在进口国的运输成本
金额或行1的百分比

 
%

 
%

5
在进口国的批发和零售贸易利润
金额或行1的百分比

 
%

 
%

6
安装成本
金额或行1的百分比

 
%

 
%

7

备忘录项目
以到岸价格计算的规格品的进口总额
所有规格品进口的保险费和运输总额,包括由居民和非
居民提供的。

 

报告表完成者:  
职位:  
电子邮箱:  
电话:  
邮政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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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注释

1.设备进口的到岸价格

到岸价格 (也就是成本、保险费和运费)系指在进口

国的边境交付的一个规格品的价格,包括将规格品运送到

该位置产生的任何保险和运费,但是不包括支付任何关税、
进口规格品其他税费或进口国内的贸易和运输利润。到岸

价格是估计规格品进口的标准方法,因此,进口设备的到

岸价格可直接从国际规格品贸易的定期统计资料中获得。
此次应包括的进口规格品是指构成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的一部分的那些规格品。构成设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

部分规格品可使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或规格品贸

易的协调体系 (HS)加以确认。进口一些规格品,诸如机

动车辆和个人电脑,是为了资本形成总额和政府或居民的

最终消费。最终消费的进口规格品应排除在外。使用规格

品流通法的一些版本来估计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国家将掌

握把代码分配给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或最终消费的关键方法。
请注意,除国际比较项目支出分类的群体水平外,不

要求进行细分。本报告表仅要求 “金属制品和机械”总额

以及 “运输设备”总额的数据。

2.关税

此处显示的金额应是进口规格品应付的关税,尽管在

这里报告的实际支付的金额通常是一个较好的近似值。可

采用两种方法来估计这一规格品,根据收取的关税的记录

或将关税税率应用于进口规格品的到岸价格:

• 绝大多数海关当局按照协调体系对收据进行分类。
可通过确认相关协调体系代码来获得针对设备征收的金额。
如上所述,必须区分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征收的关税和最

终消费支出征收的关税。此处的主要问题将影响机动车辆、
计算机、手工具和金属家具。这些由居民购买的类似规格

品需要考虑这一点。

• 若针对所有的投资货物的进口规格品按单一税率征

收关税,可将该单一税率应用于行1显示的进口规格品的

价值来估计这一项目。若不同的税率应用于不同类型的设

备或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规格品,则必须使用相关进口规

格品的到岸价格来计算这些税率的加权平均值。

3.不可扣除的增值税和其他规格品税

此处显示的金额是增值税、销售税,或由进口设备的

最终购买者支付的其他规格品税的总额。在一些国家,增

值税和其他规格品税会被偿还或不针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相关规格品征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将这一规格品进行

登记。

4.在进口国的运输成本

运输成本是指将设备从一个国家的入境处运输到购买

者公司所花费的成本。许多国家可能从投入产出表或供给

使用表提供的运输成本获得相关信息。其他国家使用商品

流通法的某些形式来估计设备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使用

这一方法要求提供设备运输成本的测算值。其他国家需要

估计将进口设备从其到达点运输到主要工业中心的平均距

离。它们还需要每吨公里运费和运输的设备的吨位的测

算值。

5.在进口国的批发和零售贸易利润

批发和零售利润没有区别。
贸易利润是指零售和批发企业的总产值。进口规格品

通常由大型公司交易,这些大型公司将保持标准的会计记

录。投入产出或供给及使用表是一些国家的另一个可能

来源。

6.安装成本

运输设备通常没有安装成本。
对于金属制品和机械,安装成本应包括将项目放置到

位、连接到电源、对设备进行校准和测试以便正常运行的

所有成本。使用产品流通法的某些形式估计设备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的国家将已经拥有这些成本的测算值。

7.规格品进口、国家保险以及规格品进口运费的到岸

价格

该备忘录要求提供规格品的总进口以及包含国际运费

和保险的总成本的到岸价格。第一个部分应已经从规格品

贸易统计数据获得。
贸易差额将提示由非常驻保险和运输公司提供的保险

和运输服务的价值。在许多国家,所有或大部分国际货运

和保险由非常驻公司提供。但是,在一些国家,必须估算

由常驻公司提供的保险和货运服务。在标准国民经济核算

供给及使用表中,国际保险和运费总额是供给矩阵中的一

个调整项目。

尾注

1.设备方法论的完整描述,见欧盟统计局—OECD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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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第14章 机械设备



第15章 政府服务
DEREK

 

BLADES

  本章将对国际比较项目所需的政府服务方面

的信息进行阐述。因为政府消费支出需要的支出

权数已在第3章进行了说明,本章不再赘述。本章

主要侧重于所需的政府价格信息,尤其是政府雇

员薪酬方面的数据信息。
本章分为两大节分别是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

目和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概述了在国际比较

项目中政府的公共支出和个人支出的处理方法。
然而,政府在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方面的支出可

参见第11章,该章节有详细介绍。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本节将对200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的流程进行说明。

一般政府的定义

“一般政府”是出现在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1993)1中的用于说明 “机构部门”的术语,它不

仅包括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地区政府、州政府、
地方政府及受其控制的社会保障基金,还包括受

其控制和资金主要由其提供的武装部队和非营利

性机构。每个国家的非营利性机构都不尽相同,
但是通常来说以医院、诊所、学校及大学居多。
“一般政府”定义下的非营利性机构和为居民服务

的非营利性机构 (NPISH)两者不得混为一谈,
后者的资金来源是居民且在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1993)中自成一个机构部门。通常来说,为居民

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包括工会、宗教组织和政党。
根据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1993)的规定,

一般政府又分为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地方政府、
州政府及受其控制的社会保障基金。然而,国际

比较项目并不需要进行这样的分类,因为一般政

府的PPP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算的。我们

做了这样的假设,不管哪个级别的政府部门购买

规格品和服务,其价格都一样。同样,对于与给

定职业相关的职业,各级政府的雇员报酬数据取

支付给同一职业的政府雇员报酬的平均值。为简

单起见,本章使用的 “政府”一词的定义不再赘

述,请参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中界定

的机构部门,“一般政府”。

个人服务和公共服务

在国际比较项目的支出分类中,政府最终消

费支出被主要划分为两大类别:个人服务和公共服

务。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是人均实际消费的一个组

成因素,其他两个因素为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和为

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的个人消费支出。人均实

际消费衡量的主要是居民消费了什么而不是居民购

买了什么 (参见第3章 “国民经济核算”和第11章

“医疗卫生与教育支出”。在国际比较项目中,比较

居民消费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人均实际消费而非

个人消费支出。政府为居民提供的教育、医疗卫生

以及其他个人服务在各个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所

以,相对于居民支出,人均实际消费更具可比性。
个人服务

个人服务支出是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的构成

项。个人服务是政府为居民中的个体提供的医疗

卫生与教育等服务,但是并非所有的居民都能从

中受益,有些居民就无法从中受益。相反,公共

服务的提供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举例来说,国

防、法律和秩序以及研究和发展等就是人人都可

享有的。在公共服务中每个居民的所享受的服务

都是同样的,不可能比别的居民更多。个人服务

和公共服务的不同是根据1998年版的政府职能分

类 (联合国2000年)来划分的。表15.1显示了政

府职能分类下的个人服务和公共服务。政府职能

中的个人服务用 “IS”,即个人服务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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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 各政府职能分类下的公共服务 (CS)和个人服务 (IS)

政府职能分类 政府职能分类

01.一般公共服务 06.1 住房建设 (CS)

01.1 行政和立法机关、金融和财政事务、外部事务 (CS) 06.2 社区发展 (CS)

01.2 对外经济援助 (CS) 06.3 供水 (CS)

01.3 一般服务 (CS) 06.4 路灯照明 (CS)

01.4 基本研究 (CS) 06.5 住房和社区设施研发 (CS)

01.5 一般研发公共服务 (CS) 06.6 住房和社区设施 (n.e.c.;CS)

01.6 一般公共服务 (n.e.c.;CS) 07.医疗卫生

01.7 公共债务交易 (CS) 07.1 医疗产品、用具和设备 (IS)

01.8 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一般性划拨 07.2 门诊病人服务 (IS)

02.国防 07.3 医院服务 (IS)

02.1 军事防御 (CS) 07.4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IS)

02.2 民事防御 (CS) 07.5 医疗研发 (CS)

02.3 对外军事援助 (CS) 07.6 医疗卫生 (n.e.c.;CS)

02.4 国防研发 (CS) 08.娱乐文化和宗教

02.5 国防 (n.e.c.;CS) 08.1 娱乐和体育服务 (IS)

03.公共秩序和安全 08.2 文化服务 (IS)

03.1 警察勤务 (CS) 08.3 广播和出版服务 (CS)

03.2 消防服务 (CS) 08.4 宗教和其他社区服务 (CS)

03.3 法院 (CS) 08.5 娱乐文化和宗教研究 (CS)

03.4 监狱 (CS) 08.6 娱乐文化和宗教 (n.e.c.;CS)

03.5 公共秩序和安全研发 (CS) 09.教育

03.6 公共秩序和安全研发 (n.e.c.;CS) 09.1 学前教育和初级教育 (IS)

04.经济事务 09.2 中等教育 (IS)

04.1 一般的经济、商业和劳工事务 (CS) 09.3 高等非大学教育 (IS)

04.2 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 (CS) 09.4 大学教育 (IS)

04.3 燃料与能源 (CS) 09.5 无法定义水平的教育 (IS)

04.4 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CS) 09.6 教育辅助服务 (IS)

04.5 交通运输 (CS) 09.7 教育研发 (CS)

04.6 通讯 (CS) 09.8 教育 (n.e.c.;CS)

04.7 其他行业 (CS) 10.社会保护

04.8 经济事务研发 (CS) 10.1 疾病和残疾 (IS)

04.9 经济事务 (n.e.c.;CS) 10.2 养老 (IS)

05.环境保护 10.3 幸存者 (IS)

05.1 废弃物管理 (CS) 10.4 居民与儿童 (IS)

05.2 污水管理 (CS) 10.5 失业 (IS)

05.3 污染治理 (CS) 10.6 住房 (IS)

05.4 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保护 (CS) 10.7 社会排斥 (n.e.c.;IS)

05.5 研发环境保护 (CS) 10.8 社会保护研发 (CS)

05.6 环境保护 (n.e.c.;CS) 10.9 社会保护 (n.e.c.;CS)

06.住房和社区设施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制定的政府职能分类。
注:R&D=研究与开发;n.e.c.=不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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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可划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1.为单个居民的利益而提供的服务。例如,

建立学校和医院,在这里政府组织服务并为其提

供资金来源,目的是为了保证单个的居民消费。
2.政府先从其他地方采购产品和服务,然后

再免费或者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提供给居民,
期间不对这些产品和服务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例

如,为医院医疗门诊病人提供的药物和医疗服务,
其中一些居民在购买的当时就可免费或以很低的

价格享受这些规格品和服务,另外的一些居民虽

然在购买时支付了全额,但稍后会被政府给与部

分或者全额的补偿。在国际比较项目中,政府采

购提供给居民的产品和服务主要与以下两大行业

相关:医疗卫生与教育。在支出分类中,它们被

称为医疗福利和补偿、教育福利和补偿两类。
公共服务

非用于个人的政府消费支出即为公共消费支

出。如表15.1所示 (标示为 “CS”的灰色部

分),政府的公共支出被划分在一般公共服务的

大类中,包括国防、公共秩序和安全、经济事

务以及环境保护,同时还包括一些大多数人可

从中受益的住房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娱乐和

文化支出、教育支出以及社会保护支出。这些

支出使用范围包括:国家层面的政府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研发以及安全、环境或其他标准的

制定和实施。
相对个人消费支出,公共消费支出仅以一种

形式存在,即以政府提供服务的形式存在。公共

消费支出不涉及以供给民用为目的的规格品和服

务采购。

国际比较项目中公共服务的基本分类

如表15.2所示,政府支出被分为了26个基本

分类,其中有21个分类涉及个人服务支出,5个

涉及公共服务支出;三大基本分类如下所示:

表15.2 国际比较项目中个人服务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分类

个人服务

住房 娱乐和文化

130111.1 住房* 130311.1 娱乐文化*

医疗福利和补偿 教育福利和补偿

130211.1 医药产品 130411.1 教育福利和补偿*

130211.2 其他医用品 教育服务

130211.3 治疗器具及设备 130421.1 雇员报酬

130212.1 门诊病人医疗服务 130422.1 中间消耗*

130212.2 门诊病人牙科服务 130423.1 营业盈余总额

130212.3 门诊病人辅助医疗服务 130424.1 生产税净额

130212.4 医院服务* 130425.1 销售收入

医疗卫生服务 社会保护

130221.1 雇员报酬 130511.1 社会保护*

130222.1 中间消耗*

130223.1 营业盈余总额*

130224.1 生产税净额*

130225.1 销售收入*

公共服务

140111.1 雇员报酬 140114.1 生产税净额*

140112.1 中间消耗* 140115.1 销售收入*

140113.1 营业盈余总额*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注:星号 (*)表示PPP是通过基准PPP获得的,不需要另外使用价格数据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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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医疗福利和补偿,这个基本分类包括规格

品和服务,这点跟国际比较项目支出分类中的其

他基本分类比较类似。
2.医疗卫生、教育及公共服务,这个基本分

类同时涵盖了提供与之相关的服务产生的成本。
3.其他类型:住房、娱乐和文化、教育福利

和补偿以及社会保护,这个基本分类涵盖了提供

与之相关的服务产生的总成本,包括雇员报酬、
中间消耗、营业盈余总额、生产税净额以及销售

收入。
表15.2中的标记有星号 (*)的基本分类占

了大多数,对它们来说并不需要价格数据,因为

其PPP是通过基准PPP获得的。所谓的基准PPP
是指在国际比较项目支出分类的其他部分有相似

的基本分类,并对其进行了PPP计算得出的参考

PPP(关于基准PPP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17章)。

价格数据

本节将对收集的数据及政府部门的PPP测算

进行扼要的说明。
医疗福利和补偿

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要从生产商那里采购医疗

卫生服务、药物以及医疗产品等,然后再将其免

费发放给特定群体的居民或者以较低的价格转售

给他们。这种福利在每个国家的提供方式都不尽

相同。有些政府直接从生产商那里采购产品或者

服务,然后免费提供给大众;另外一些国家的政

府则是在民众自行购买之后对其进行全额或者部

分补偿。
在国际比较项目中,我们将收集上述产品和

服务的价格并以与其他规格品和服务同样的方法

计算PPP。在所有情形中,我们采用的价格都是

“全价”。有些国家的居民是在以购买者价格支付

了市场生产者之后才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全额或者

部分补偿,在这样的情形中,全价指的是这些居

民在得到政府补偿之前的价格 (参见第11章 “医
疗卫生与教育”部分)。

而在那些居民只需向市场生产者支付购买者

价格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政府承担的国家,
全价指的是居民支付的那部分未被补偿的价格加

上政府采购时支付的价格。举例来说,假设某居

民购买了1000个单位的医药品,每个单位的价格

是10欧元,在这项交易中这个居民需支付2欧元,
政府需支付8欧元,那么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其中

的2000欧元就会被计为居民支出,而另外的8000
欧元则是政府支出。如果我们把实际支付,即居

民支付的2欧元和政府支付的8欧元理解成是被用

来降低支出的,那么看起来就会是不管是居民还

是政府都购买了1000个单位的规格品,或者也可

以看成他们总共购买了2000个单位的规格品。但

是在已购买的每单位价值10欧元的规格品中,我

们看到的是这个居民购买了200个单位的规格品,
政府购买了800个单位的规格品,加起来才是

1000单位的规格品。
如表15.2所示,医疗福利和补偿类下最后一

项是医院服务。这一项不仅包含一般的医疗服务、
医药品的提供,还包含病人住院治疗期间接受的

相关的医疗药品服务。每个国家提供的这方面服

务的质量以及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事实表明在

过去想要收集不同国家医院服务的可比价格相当

困难。鉴于此,在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我

们在对该项PPP的计算中使用了基准PPP。
概括来说,我们只需获得以下基本分类的价

格信息即可:130211.1
 

医药产品;130211.2
 

其他

医药产品;130211.3
 

治疗器具及设备;130212.1
 

门诊病人医疗服务;130212.2
 

门诊病人牙科服务;
130212.3

 

门诊病人辅助医疗服务。这些规格品和

服务同样也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基本分类 (基
本分类110611.0-110623.1),所以在计算居民支

出和政府支出的PPP时,我们使用了同样的价格

数据。
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服务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政府服务的价值是用其

提供服务的成本进行测算的,我们在计算国际比

较项目中的PPP时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换句话说,
政府服务的PPP是通过在生产成本之间的比较获

得的。
提供政府服务的成本包括: (1)雇员报酬;

(2)中间消耗; (3)生产税净额; (4)运营总盈

余;以及 (5)销售收入 (负值)。
中间消耗包括的规格品和服务相当广泛,比

如说印刷用品、办公室租金、计算机服务、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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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保洁、用电等等。国防服务的中间消耗包括武

器购买,如重炮群、火箭、军舰、坦克及军用飞

机的购买等。基准PPP同样用于此种基本分类。
生产税净额包括增加值和营业税、进口关税、

对用于生产的土地、建筑及其他资产的税收、对

员工数量的税收;生产补贴被认为是负税,故需

扣除。在大多数国家,政府服务的生产净税要么

数额巨大要么为零,但是出于完整性的考虑,我

们仍然将其包括在表15.2中。基准PPP同样用于

此种基本分类。
营业盈余总额包括营业盈余净额及固定资本

消耗。在大多数国家中,同政府服务的生产净税

一样,营业盈余净额要么数额巨大要么为零,所

以在这里本项仅包括固定资本消耗。固定资本消耗

指的是政府拥有的建筑、道路、桥梁及其他构筑物,
同时还包括机械设备,如计算机、机动车辆以及政

府医院中使用的诊断设备因为磨损和退化而造成价

值损耗。基准PPP同样用于此种基本分类。
销售收入也比较广泛,如对教育和医疗卫生

服务施行收取的部分费用、办理护照的费用以及

参观博物馆的费用。这些都计入居民支出部分。
最终消费支出或者企业的中间消耗等都要从

政府消费支出中扣除。如表15.1所示,销售收入

既是个人服务也是公共服务下的一种基本分类,
虽然实际操作中大多数销售收入被归入了个人服

务项下。基准PPP同样用于此种基本分类。
雇员报酬在提供政府服务中属于最大的一笔

支出,也是仅有的我们收集了其 “价格”的一项

支出。雇员报酬在报告中显示为一种在政府、公

共教育以及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进行的职业选择。
位于世界银行的ICP全球办选定了职业类型,各

地区所有国家都采用了这一职业分类目录。这样

做的目的在于可以用其代表进行政府服务的雇员

的不同的教育和技能水平。
表15.3列出了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使用

的50种职业,这基于国际劳工组织 (ILO)在

1988年发布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ISCO-88)。

表15.3 标准政府职业分类 (国际比较项目)

医疗卫生服务 213 警察

101 医生 (部门负责人) 214 监狱看守

102 医生 (从业20年) 215 消防员

103 医生 (从业10年) 216 社会服务人员

104 护士 (部门负责人) 217 城市规划师

105 护士 (手术室) 218 土木工程师

106 护士 219 绘图员

107 辅助护士 220 建筑工人

108 理疗师 221 司机

109 化验室助理 222 农业科学家

110 医院行政总监 223 图书管理员

111 秘书 (医院) 224 数据库管理员

112 厨师 (非大厨) 225 网络管理员

113 社区卫生工作者 226 保镖 (保护高级官员)

公共服务 教育服务

201 财务部经理 301 幼儿园教师

202 行政官员 (3级技能) 302 小学教师

203 行政官员 (4级技能) 303 中学教师

204 电脑操作人员 304 大学讲师

205 簿记文员 305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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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6 资料输入文员 国防服务

207 秘书 (非医院) 401 军队:步兵

208 电话接线员 402 军队:步兵团司令官

209 信差 403 海军:二等水兵

210 维修电工 404 海军:护卫舰司令官

211 建筑看守 405 空军:空军士兵 (地勤人员)

212 清洁工 406 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或空军中校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我们根据上述人员所做的工作进行职业的描

述,其中对两种职业的职员的工作年限做了限定,
即102(从业20年的医生)和103(从业10年的

医生),至于其他职业,从业5年即可。
在表15.3中,有几种职业与不止一种类型的

服务相关。例如,护士主要与医疗卫生服务相关,
但是他们也可能受雇于学校;又比如说秘书、清

洁工和司机既可以在与教育、医疗卫生相关的单

位工作,也可在与公共服务相关的单位工作。因

此,这些职业以及类似的其他职业的雇员报酬信

息就会被用来为多种基本分类计算PPP。
每个基本分类的PPP的计算采用的是相关职

业的未加权的几何平均值。所以,举例来说,基

本分类130421.1 (提供教育服务的雇员的报酬)
的PPP的计算就是基于六种职业,即301—305、

106、201—212以及216,原因就在于这些职业同

样存在于学校和大学。
我们在附表15.1中对参与国需为选定的职业提

供的雇员报酬数据进行了定义。除了其中两个方面,
其余方面的定义与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中

的定义一致。首先,加班工资并不包含在员工的工

资总额中。经验表明,想要获得可在国与国之间进

行对比的加班工资数据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对该项

的忽略导致了物量衡量标准略微高了点,但是却使

它们的可比性得到了提高。其次,被考虑进去的仅

有的实物福利是免费的或者补贴的住房及膳食。其

余形式的实物收入因不具有国际可比性以及在大

多数国家中微不足道而难以进行测算。
选定职业的雇员报酬的计算方法如下:根据

政府员工薪级表,基本薪水和工资处于雇员报酬

最底层。一旦某个职业的基本薪水或工资确定之

后,雇员报酬的测算就显得相对简单的多,因为

一般根据薪级表,雇员报酬的其他组成要素 (如
住房或居住补贴、居民补贴、特殊职业津贴等等)
都是按照基本薪金或工资的百分比进行增加。所

以为了计算选定职业的雇员报酬,每个国家需要

首先根据政府薪级表确定所选职业的基本薪金或

者工资。具体流程见表15.4。
   附表15.1 政府雇员报酬

政府雇员报酬包括政府每年以现金和实物形式支付的报酬,由

以下部分组成:
• 其中社会缴款由员工支付,现金形式的工资总额以扣税之前

的额度计算,包括:
- 根据政府的薪级表 (表15.4的附注说明了薪级表怎样发

挥其作用)发放的基本薪金及工资。
- 除了基本的薪金及工资之外的住房或居住补贴、度假或

旅费补贴、居民补贴、特殊职业津贴或署理津贴、以及

第13个月工资和其他的现金补贴 (加班工资除外,原因

如前文所述,想要获得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对比的加班

工资数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加班工资不在2005年轮国

际比较项目的计算之列)。
• 实物收入包括免费的或补贴的住房、膳食、交通补贴、制服

及其他衣物等。因为每个政府机构的这种福利都不尽相同,
所以我们很难对其进行测算。所以,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

们只将两种实物收入计入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雇员报

酬中,即免费的或补贴的住房和免费的或补贴的膳食。我们

以政府提供上述规格品的成本对其进行测算,即雇主生产相

关规格品时的生产成本加上雇主购买并提供给员工时的购买

者价格。
• 实际上,员工的社会缴款是由政府缴费以为其员工提供福利

的方式,这种福利缴费包括养老金及疾病、事故和残疾险。
这种社会缴款的计算以每个国家现行的方案为基础,但是事

实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并没有为其员工提供这种福利,所以

这些国家的该项的数据以零计算。
• 在有些国家,虽然政府的员工享有包括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在

内的社会福利,但是实际上政府并没有向社会保障基金缴纳

任何费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对社会缴款进行插补计

算以得出测算的社会缴款。所谓的插补计算指的是我们对政

府需要缴纳给社会保障基金用以向员工提供社会福利的金额

进行测算,这些测算或者说 “插补数值”同相应的国民经济

核算插补数值的计算采用同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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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4 使用薪级表确定所选职业的基本工资 本国货币

等级和类别
薪级

1 2 3 4 5 6 7

P4 88900 91400 93900 96400 98900 101400 103900

P3 76800 78800 80800 82800 84800 86800 89000

P2 66100 67900 69700 71500 73300 75100 76900

P1 53600 55000 56400 57800 59200 60600 62000

T4 47900 49500 51100 52700 54300 55900 57500

T3 41200 42600 44000 45400 46800 48200 49600

T2 35500 36700 37900 39100 40300 41500 42700

T1 31100 32100 33100 34100 35100 36100 37100

W4 34700 35700 36700 36800 36900 37000 37100

W3 31300 32300 33300 34300 35300 36300 37300

W2 28400 29200 30000 30800 31600 32400 33200

W1 25700 26500 27300 28100 28900 29700 30050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注 (关于薪级表):
• 公共管理职业员工的薪级表与上表相似,薪级表中薪金分为P、T和 W三级,每个等级对应一定的教育或技能水平,等级又下分

有类别 (本例子中分为四种)和薪级 (本例子中分为1-7),尽管包含18个月或者24个月的薪级也很常见,本例子中一般采用包含了12个
月基本工资的薪级。

• 人力资源部门清楚每一个职业的刚入职时薪级水平,举例来说,假设国际比较项目中的职业34(监狱看守)的薪级水平处于薪级1
和分类T2重合处,那么该级别的监狱看守的基本年薪就为35500;如果这个监狱看守从业年限达到五年,则可升至40300 (即薪级5和分
类T2重合处),但是,这种情况在年薪包含18个月或者24个月时有另外的计算方法,包含18个月时在薪级4和分类T2重合处,即年薪
为39100;包含24个月时在薪级3和分类T2重合处,即37900。

• 对于上述例子中的监狱看守,其雇员报酬 (根据例子中的薪级表)的计算方法就是拿薪级表中的基本薪资加上所有的现金补贴、实
物收入以及实际的或者是测算的社会缴款。

  报告的选定职业的雇员报酬须是年薪 (我们

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通常来说,薪级

表显示的年薪,所以如果参考年份的薪级表有任

何变更,那么我们的修改工作相对比较容易。如

果数据有变更,我们将对加权平均值进行计算,
权数为原来的薪资水平下的月数加上薪资增加了

以后的月数。
同时,雇员报酬的测算还应采用全国平均水

平值,要将报酬中的各种不同因素考虑在内,例

如,中央政府、地区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

等各级政府的报酬差异;中央政府中不同的部委

和部门之间的报酬差异;不同的地区政府、州政

府或者地方政府的报酬差异。除非有国家薪级表,
否则要想获得一个国家的平均薪资水平就会显得

很困难,毕竟通过咨询来获得不同的薪级信息是

不太现实的。即便我们可以获得,怎样将它们合

并起来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原则上,我们需要

用到加权平均法。

解决国家薪级表缺失的其中一种方法是仅将

中央政府的薪级表当做国家薪级表使用。这种方

法的有效性取决于面对一般政府,中央政府发放

的薪金和工资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为了使

其更具代表性,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
如剔除那些为了补贴首都城市生活成本的而发放

的补贴。但是这种解决的办法并不尽善尽美,毕竟

在一些国家,某些职业,如教师和医生仅存在于地

区政府、州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而在中央政府并不

设立这样的职业。如果选定的职业属于这种情况,
我们就有必要参考相应级别的政府的薪级表。

对于跨国公司来讲,选定职业的雇员报酬须

根据不同国家的工作时间进行不同的调整。除了

雇员报酬,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还需要各国上

报其员工每周固定工作的小时数 (加班不算在内)
以及每年固定工作的周数,其中后者需减去年假

和法定假日。关于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上述

相关信息已在表15.5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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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5 需上报的政府雇员报酬信息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职业代码 例如,106

职业描述 例如,护士

员工年薪

 工资总额

 雇主在社会保障基金中的实际社会缴款

 雇主在社会保障基金中的虚拟社会缴款

 实物收入

  住房补贴

  膳食补贴

每周固定工作小时数

每周工作的天数

每年年假天数

每年法定假日数量

数据报告年限 (2005年或最近的那一年)

货币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基准PPP

在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的26个政府职业

基本分类 (参见表15.2)中,我们收集了六种医

疗卫生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以及三种职业类型的报

酬信息。剩余的17种基本分类没有进行价格数据

的收集,但是我们根据收集来的其他基本分类的

价格数据对这17种进行PPP的计算,即所谓的基

准PPP,我们已将其列在表15.6中。
很多情况下选择基准PPP的道理是不言而喻

的,如住房的基准PPP即实际的租金的PPP;运

营总盈余的基准购买力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PPP,原因在于营业盈余净额很可能是微不足道

的,所以营业盈余总额实际上等同于固定资本

消耗。
如果没有显而易见的基准PPP,我们就会采

用中间平均值作为代替数值,例如,公共服务中

的中间消耗的基准PPP是居民在国内市场上的个

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所有采用基准PPP的

基本分类);娱乐和文化以及社会保护的基准PPP
是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社会保护

及娱乐和文化,且是在扣除销售收入之前)。

一定数量上的重合也可引出基准PPP的问题,
例如,医院服务的基准PPP可做为政府提供的未

扣除销售收入之前的医疗卫生服务的PPP,所以,
这些PPP是雇员报酬、中间消耗、营业盈余总额

及生产税净额的PPP的加权平均值。其中在上述

四项中,仅有雇员报酬的PPP是直接由价格数据

得到的。中间消耗、营业盈余总额及生产税净额

的PPP本身就是基准PPP。

价格报告

我们需要六种类型的医疗规格品和服务的价

格,即医药产品、其他的医疗产品、治疗器具及

设备以及医疗、牙科和辅助医疗门诊服务的价格。
但是,对于政府的采购我们是不需要进行单独的

价格收集的。我们收集这六种医疗产品和服务的

价格以为个人居民消费支出下的相关的基本分类

之用,相同价格被用到了相关的政府基本分类之

中。对于政府而言,需要另外收集的唯一一项价

格与雇员报酬有关。我们在表15.5列出了选定的

职业所需要的信息。

价格确认

在按照表15.5上报雇员报酬之前,参与国须

检查一下这些数据是否具有内部相关性,例如,
通常来说,医生的工作所得高于护士;校长的工

作所得高于其他老师;军队军官的工作所得高于

士兵、二等水兵和航空从业员;行政官员的工作

所得高于司机;司机的工作所得高于信差。如果

不同职业的收入差距与预期相悖,则需进行验证,
要对期间发现的错误进行纠正。

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本节将对2011年的国际比较项目的变化之处

进行说明。

变化的程度

200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中使用的及在前面章

节中进行过说明的大多数流程都将在2011年的国

际比较项目中继续使用,尤其不会改变政府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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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6 政府服务的基准PPP

基本分类 基准PPP

个人服务

住房

130111.1
 

住房 实际租金的PPP

医疗福利和补偿

130212.4
 

医院服务 政府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PPP (销售收入扣除前)

医疗服务

130322.1
 

中间消耗 居民在国内市场上的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所有采用基准PPP的基本分类)

130223.1
 

营业盈余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PPP

130224.1
 

生产税净额 政府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PPP (无生产税净额且在销售收入扣除之前)

130225.1
 

销售收入 政府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PPP (销售收入扣除前)

娱乐文化

130311.1
 

娱乐文化 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社会保护、娱乐和文化且在销售收入扣除之前)

教育福利和补偿

130411.1
 

教育福利和补偿 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PPP (销售收入扣除前)

教育服务

130422.1
 

中间消耗 居民在国内市场上的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所有采用基准PPP的基本分类)

130423.1
 

营业盈余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PPP

130424.1
 

生产税净额 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PPP (无生产税净额且在销售收入扣除之前)

130425.1
 

销售收入 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PPP (销售收入扣除前)

社会保护

130511.1
 

社会保护 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社会保护、娱乐和文化且在销售收入扣除之前)

公共服务

140112.1
 

中间消耗 居民在国内市场上的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所有采用基准PPP的基本分类)

140113.1
 

营业盈余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PPP

140114.1
 

生产税净额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PPP (无生产税净额且在销售收入扣除之前)

140115.1
 

销售收入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PPP (销售收入扣除前)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基本分类的数量和定义。我们唯一需要的特殊

“价格”信息即为雇员报酬。收集的居民开支基本

分类下的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将继续用在

政府开支下的相关基本分类中,政府薪级表也将

用于雇员报酬的计算。
预计2011年的国际比较项目的变化如下:
• 我们对政府职分清单进行了更新,由原来

的50个减少到38个,与国际劳工组织在20102年

发布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ISC0-08)的最新版本

一致。2

• 我们要求各国提供员工职业生涯中的四个

不同阶段的报酬信息,即入职之初、从业5年、从

业10年、以及从业20年的报酬信息。
• 除了膳食住房、制服以及免费和补贴的交

通和其他形式的实物收入,我们对雇员报酬中的

实物收入的类型进行了扩展。
• 除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外,我们还要求各国

提供员工的实际工作时间,原因在于在有些国家,
政府工资相当之低以至于政府员工在正常工作之外

还会花时间从事一些副业,大家对此已见怪不怪。
• 我们在本次统计政府当前资本支出的报告

表中将政府分为两个级别,即中央或联邦政府及

其他各级政府。
• 对于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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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出,我们将尽量找到新的产出指标来代替过

去国际比较项目中使用的投入法。
对于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产出量测法

还处于试用阶段,所以在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中,我们仍将收集投入量测法中所需要的医疗卫生

职业和教育职业的雇员报酬信息。我们已在第11章

就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方面对上述试行的产出量测

法进行了说明,所以此处不再赘述,但是2011年轮

国际比较项目的其他变化将在本节的下文进行说明。

修订后的政府职业分类清单

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中的政府职业分类清

单根据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2008版)进行编

写,覆盖了38种常见的政府公共服务及政府医疗

卫生和教育服务 (参见表15.7)。根据2005年轮

国际比较项目的反馈,收集来的军事职业的信息

并不可靠,也无法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比较,所以

表15.7仅涵盖平民职业。

表15.7 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职业分类清单

国际比较项目代码及职称 说明 ISCO-08代码及职称

1 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的职责主要为辩论、制定、批准、修改或废除法律、公
共法规及规章;国会议员可通过选举或任命产生。 1111:立法者

2 高级政府官员

高级政府官员可无限连任,职业级别仅次于部长,其职业可为
“常务秘书”、“副部长”、“局长”等。高级政府官员对部长负责,
直接向部长报告。这些高级政府官员可能就职于中央政府或者联
邦政府的部或者部门。

1112:高级政府官员

3 医院管理者
医院管理者的工作范围包括制定并审核政策和规划,对政府资助的
医院、诊所及类似的机构进行指导、协调并对活动进行整体评估。 1120:总经理和最高管理人员

4 数据处理经理
数据处理经理的工作范围包括规划、指导并协调数据的获得、发
展、维护以及计算机和通讯系统的使用。 1330:信息和通讯技术服务经理

5 中学校长
中学校长的工作范围包括规划、指导、协调并评估所在中学的教
育和管理效果;
“校长”也可说成 “首席管理者 (不限男女)”和 “教师主管”。

1345:教育管理人员

6 政府统计员

政府统计员收集、校订经济、进行人口统计及收集社会数据,并
将其制成表进行发表。政府数据统计员任职的条件包括接受过专
业的统计或相关方面的大学教育,如数学或者人口统计学方面的
教育。
在很多统计室,专业统计员层级分明,如分为助理统计员、统计
员、主统计员以及高级统计员等。我们需要在职人数最多的那个
级别的统计员的报酬信息。

2120:数学家、精算师和统计学家

7 医生
医生的工作范围包括运用现代医学的原则和方法研究、诊断、治疗
及防止人体不适、疾病、伤害和其他人类身体上及精神上的伤害。 2211:普通全科医生

8 专科医生

专科医生工作范围包括研究、诊断、治疗及防止人体不适、疾病、
伤害和其他人类身体上及精神上的伤害。他们专注于某些疾病、
某些病人类型或者某些治疗方法,可能会在其主治领域做一些医
学教育和研究工作。
如儿科医生即专科医生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皮肤科医生、妇科
医生、整形专家、风湿病学家、癌症专家、耳鼻喉专家、心脏病
专家、老年病学家、眼科医生及泌尿科医生等。

2212:执业专科医生

9 护士

护士的工作范围包括为那些上了年纪、受伤、罹患疾病或有其他
身体上或者精神上的伤害或者潜在的健康风险的人提供治疗、支
持和护理服务。她们一般在医生或者高级护士的指导下开展服务。
护士从业的条件包括至少接受过一年的正规培训且取得国家承认
的护士资格证,要说明的是培训的水平和持续时间根据不同国家
的标准而有所不同。

2221:护理专业人员

10 大学教师

大学及高等教育的教师的工作范围包括在大学或者其他高等教育
机构准备讲座材料并进行讲座,同时对学校为其指定的学科 (一
个或多个)进行授课。除此之外,他们的工作还包括做研究、在
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等。

2310:大学和高等教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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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项目代码及职称 说明 ISCO-08代码及职称

11 中职教育教师
中职教育教师在成人教育及再教育机构,针对中学及大学的高年
级学生进行授课或者对其进行职业学科的指导。他们的工作旨在
培养学生在特定工作职业的工作能力。

2320:中职教育教师

12 小学教师 小学教师针对小学水平的一系列学科进行教学活动。 2341:初等教育教师

13 中学教师
中等教育教师针对中学水平的一个或多个学科进行教学活动,其
中还包括一些旨在培养学生在特定工作职业的工作能力的学科。 2330:中等教育教师

14 政府会计师

政府会计师的工作范围是为政府部委、部门及其他机构规划、组
织及管理会计制度。他们有责任核实政府机构的收入、支出记录
并保证数据的精确性,使其与现行的规章一致。
政府会计师的任职资格包括要拥有承认的会计证书,且该证书应
达到大学或者以上教育水平。

2411:会计师

15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就职于政府部委、政府部门或专司人员聘任和
人员管理部门的人事部或者人力部。 2423:人事及职业专业人员

16 数据库管理员
数据库管理员的工作范围是在政府部委或政府部门开发、管控及
维护一个或多个数据库。 2522:系统管理员

17 法官
法官依据法律在主持民事和刑事诉讼。
法官的法律实践须具在大学水平及以上才有资格审理民事及刑事
案件。

2612:法官

18 政府经济顾问
政府经济顾问的职责是进行调研、监测数据、分析信息,同时他
们也要制定报告和规划以解决政府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问题。
我们需要来自政府的金融部门或者经济部门的经济顾问的报酬信息。

2631:经济学者

19 化验室助理
化验室助理的职责是在医院的实验室研究技术课题,目的是帮助
医务人员找到疾病的成因,同时,他们还要对治疗效果进行监控。 3212:医疗和病理化验室技术员

20 辅助护士
辅助护士的职责是协助医生、护士及助产人员的工作。
辅助护士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承认的医疗方面的执照。 3221:助理护理专业人员

21 病历管理员
病历管理员的职责是为病人保存医疗档案,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
保存政府或其他医疗机构的病历的报关并且还要保证其可取回。 3252:医疗记录和健康信息技术员

22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的职责是管理并协调文书支持人员的工作。 3341:办公室主任

23 医疗助理 (医院)
医疗助理 (医院)通过运用医学知识和医疗服务供给流程方面的
专业知识来协助医疗专业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协助过程会需要
其展示多种职能,如沟通、文档、行政及内部协调等。

3344:医疗助理

24 海关检查员
海关检查员的职责是对跨领土、领海或领空的规格品进行督察以
确定该规格品是否具有进口或出口的资格并评估有资格进行进出
口操作的规格品的应税额。

3351:海关和边境检查员

25 电脑操作人员 电脑操作人员的职责是维护网络及其他数据通信系统。 3513:计算机网络和系统技术人员

26 秘书 (非医学)
秘书 (非医学)的工作范围包括使用文字处理设备来转录信函及
其他文件,对其他员工准备的文件进行检查并做格式调整、处理
进入和外出邮件、筛选来访请求。

4120:秘书

27 会计和簿记职员
会计和簿记职员的职责是对数值数据进行计算、分类和记录以保
持财务记录的完整性。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进行常规计算、记录和
核实从而得到原始的财务数据用来维护收支记录。

4311:会计和簿记职员

28 工资结算员
工资结算员的职责是收集、核实并处理工资信息,为政府各部委
职员计算应得的工资和应享的福利。 4313:工资结算员

29 厨师
厨师的职责是在学校、大学医院及政府机关的餐厅或者其他餐饮
场所计划、组织和准备膳食。 5120:厨师

30 大楼看守
建筑看守的职责是看守学校、医院和大学的建筑物以及政府机关
大楼以维持其及相连地面的整洁有序。
建筑看守也被称为 “看门人”和 “门警”。

5153:建筑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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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项目代码及职称 说明 ISCO-08代码及职称

31 教师助手
教师助手工作范围不包括教学活动,他们只是协助教师照顾并监
管学校及幼儿园的孩子。 5312:教师助手

32 消防员
消防员的职责是在接到报警电话之后出动人力灭火或应对其他民
事紧急情况。 5411:消防员

33 警察 (不限男女)

警察的职责是维护法律秩序,保证法律和规章的实施。
他们的工作通常需要了解片区及该片区的居民,监视可疑行为、
巡查辖管区域、提供急救服务、调查、记录巡查及其他活动、在
诉讼方法中举证等。他们一般受警务督察及警探的监督。
警察同样也有自己的层级,例如可分为治安官、巡警、警官、河
或港口警察等。

5412:公安人员

34 监狱看守
监狱看守的职责是看管监狱囚犯、改造人员或监禁人员并维持
纪律。 5413:监狱看守

35 司机 (一般责任) 司机的工作范围包括使用汽车和货车输送乘客、信件或货物,他
们有责任保持交通工具整洁并使其符合上路条件。 8322:汽车、出租车和货车司机

36 办公室保洁员
办公室保洁员的职责是打扫政府办公室内部、及其固定财产并保
持清洁。

9112:办公室、旅馆及其他机构的
保洁员和杂物人员

37 帮厨

帮厨的职责是协助准备餐饮的人员清洁餐桌、厨房以及清洗盘子、
准备原料等其他相关工作。
帮厨一般在学校、大学、医院及政府部委和部门的餐厅和餐馆
工作。

9412:帮厨

38 快递员
信差的职责是在机构中或者机构间传递信息、运输包裹及其他物
件。他们或步行或使用交通工具,如自行车和机动摩托车等传输
信息。

9621:快递员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雇员报酬报告表

雇员报酬调查问卷如表15.8所示。每个职业

从刚入职到从业20年被分为了四个阶段,每个阶

段都需要单独填写一份表格。我们对实物收入类

型列表做了扩展,加入了交通及其他形式的实物

收入。另外,对住房、膳食等的现金补贴现在也

将单独列出。在2005年的报告表格中 (参见表

15.5),上述现金补贴是作为基本工资的一部分出

现的,并没有自成一体。最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

当政府员工实际工作的时间整体上少于规定时间

时,参与国需要提供政府员工的实际工作时间。
雇员报酬报告表说明见表15.9。

表15.8 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雇员报酬调查问卷

项目编号 需提供的所选职业的雇员报酬信息 示例

1 数据报告年份 2011(年)

2 ICP职业代码及名称 9 护士

3 ISCO代码及名称 2221 护理专业人员

4 货币单位 一百比索/美元/一千卢比.

5 薪资水平 (打勾)入职工资□5年□10年□20年□

6 现金报酬

7 基本工资 40000

8 用现金支付的补贴及其他补贴

9 住房补贴 6000

10 交通补贴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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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需提供的所选职业的雇员报酬信息 示例

11 膳食补贴 1000

12 其他补贴 2000

13 员工社会保障缴款:

14 实际缴款 无

15 测算缴款 3000

16 实物报酬:

17 住房补贴 3000

18 交通补贴 1000

19 膳食补贴 1400

20 其他实物报酬 1000

21 报酬总计 61400

22 每周固定工作时长 (官方) 36小时

23 每周实际工作时长 24小时

24 每年年假天数 20天

25 每周工作天数 5天

26 每年法定假日天数 10天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表15.9 雇员报酬报告表 (表15.8)说明

项目编号 说明

5 每一个薪级水平都要单独填写一张表,即入职薪级水平、5年、10年、20年时的薪级水平。

7 每年的基本工资的计算同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保持一致。

9-12

除了基本工资,员工还会得到其他现金补贴。“其他补贴”包括住房补贴、水电补贴、离国津贴、探亲假
津贴及额外津贴;额外津贴算作在内的前提条件是不管员工绩效如何都可得到这些补贴,包括年假中的探
亲旅行津贴、为处于边远地区或者危险地区的员工提供的 “生活条件艰苦”津贴以及所有其他类似的现金
补贴。

14-15

在大多数国家,政府员工都被纳入到了社会保障计划之中,享有退休金、医疗保险及其他类似的福利。政
府可能会定期替员工向社会保障基金缴款,这种情况中每年缴付的款项记入第14行。但是也有很多国家,
虽然政府没有向社会保障基金缴款,但是其员工仍然可以享有社会保障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其计
为 “插补”缴款记入第15行中,计算方法类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计算插补社会缴款。

17-20
实物报酬指的是免费提供给政府员工的规格品和服务的价值。在一些国家,学校教师及医院员工可享受免
费的或补贴的住宿,可能福利范围还会扩展到免费的食品原料和膳食供应、免费的或补贴的交通 (汽车或
者火车)等。食物报酬的价值须按照政府提供这些规格品和服务时的成本来计算。

22 根据政府规章制度,报告政府员工每周工作的小时数。

23
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认可的惯例,即政府员工每周工作的时间要少于一般的正常工作时间。所以,政
府员工可能会有自己的副业,如教师、会计师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业。上述额外的工作时间最好也能记入每
周实际工作时间之中。

政府总支出

表15.10为政府总支出报告表。它包括政府公

共支出、政府个人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及

政府经常支出。

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改变来源于2005年

轮国际比较项目的经验,当然,2005年轮国际比较

项目同样需要建立在之前的国际比较项目之上。虽

然对政府提供的服务进行准确测算非常重要,但也

并非易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很多国家,政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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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都相当庞大且还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纳税

人就希望了解他们所纳之税是否有效地使用到了公

共服务和个人服务上。但同时它又是困难的,这是

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测算政府服务的市场价格,
所以通常只能以政府的投入成本来测算政府的产出。
如果成本上升,政府的提供的服务也会等量增加,

但是这并不代表增加的这部分服务正好是纳税人希

望得到的那部分,或者说并不一定对纳税人有用。
基于此,在2011年轮的国际比较项目中,我们会尽

力计算出参与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及教育服务的

实际产出。即使我们的尝试不成功,也可以为以后

国际比较项目在设计上多一些前车之鉴。

表15.10 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政府支出调查问卷

项目编号 项目
政府级别

一般 中央或联邦 其他各级政府

需使用本国货币计量,指定单位

1 现金工资和报酬

2 雇主的社会保障缴款

3 实际支出

4 测算支出

5 实物福利

6 住房

7 交通补贴

8 膳食补贴

9 其他实物福利

10 中间消费支出

11 其他减税生产补贴

12 固定资本消耗

13 营业盈余净额

14 销售收入及费用 (负值)

15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6 年份:20
  资料来源:国际比较项目。

注 (各项目说明):
一般政府包括所有级别的政府,如联邦政府、中央政府、省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及地方政府机构等。支出报告需将中央或联邦政府

支出和其他所有级别政府分开来计算。
项目1 现金工资和报酬 本项目涵盖政府员工的所有现金报酬,如加班工资、绩效奖金、探亲假津贴、居民补贴、生活费用津贴以

及类似的附加于固定工资和报酬之上的补贴。
项目2 雇主的社会保障缴款 如果政府替员工缴付社会保障金,那么我们将该款项所有金额计入项目3,即 “实际支出”。但是,实

际上很多政府并没有缴付社会保障金,其员工仍然可以享受到退休金、医疗保险及其他类似的福利。在后者这种情形中,《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需要各国假设这些福利是需要提前缴款之后才能得到的,并以此来对这些缴款进行测算,我们将这种情况下得到的测算值归入项目4
的国民经济核算中。

项目5 实物福利 本项目涵盖所有的福利,如免费或补贴的膳食、住宿、交通等等。所有的实物福利应按照政府提供给员工时的成
本进行估值。

项目10 中间消费支出 本项目涵盖政府采购的用以为员工提供医疗卫生、教育、国防及其他服务的规格品和服务。这些支出可能用
在了房租、电费、办公用品、教学用品及医疗用品上,但是不包括任何项目5中所涵盖的规格品和服务福利。

项目11 其他减税生产补贴 本项目涵盖雇佣税及财产税。实际上在很多国家,政府几乎不会征收该项税款,所以在大多数国家中,
本项目为零。

项目12 固定资本消耗 本项目的计算以现行市价下的资本存量测算值为基础。但是实际上,能提供这些估值的国家并不是很多,我
们只能根据历史价值或购置价值报告折旧值来计算。

项目13 营业盈余净额 “净”指营业盈余是在扣除固定资本消耗之后计算的值。很少会有政府机构有计算营业盈余净额的机会,但
是也存在例外情况,如有的地方当局可能会从当地的汽车或者电车服务中挣得营业盈余净额,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中,该项目数据为零。

项目14 销售收入及费用 该项目是消费,所以为负值且需进行扣除。该项目涵盖的名目有博物馆参观费用、护照费以及宠物或枪支
拥有许可证费用。

项目15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本项目主要涵盖政府在厂房和机械、建筑、道路、桥梁及其他构造上的支出,除此之外还包括政府在矿
产勘探、果园开发、木材培养、土地改良及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方面的支出。

项目16 数据 对于该项目的提供,我们需要可提供政府支出的最终估值的最近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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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参见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等 (1993)其章节

4.101—4.131中关于政府一词做了详细定义。

2.访问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

stat/isco/index.htm.获取更多信息。

参考文献

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联合国及世界银行 (1993),《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 (1993),网址:http://unstats.un.org/unsd/

sna1993/toctop.asp? L1=5
联合国,2000年,“政府职能分类”,根据目的划分的支出

分类,纽约: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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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政府服务: 生产率调整
ALAN

 

HESTON

  本章要解决的问题是ICP是如何测算最终用

户非直接购买的支出服务。这些服务通常称为无

采价或难以比较的服务项目。在ICP文献中,主

要分为 “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个人支出”
和 “政 府 或 非 政 府 组 织 提 供 的 公 共 支 出”
(NGOs),本章的附件A列出了在2005年轮ICP
中全部政府基本分类下的这些项目进行价格确定

的方法。本书第11章对政府基本分类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讨论,尤其是政府个人支出和政府公共支

出之间的差别。
政府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个人支出可以

分为两类:(1)福利和补偿支出;以及 (2)服务

的提供。如本书第11章所述,福利和服务的PPP
以价格为基础。同时,提供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

的PPP以投入成本为基础,此处的投入成本是以

雇员报酬、中间消耗及附件A中的表格所示的其

他项目来测算的。难以比较的服务包括政府在教

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支出和居民在这两方面

的实际支出。本章的目的有三个: (1)阐释在一

些情况下对雇员报酬三个基本分类PPP进行生产

率调整的方法; (2)说明此类调整的利弊及其影

响;以及 (3)提供改进的建议。
本章第一部分将对2005年轮ICP中每个区域

如何开展估计的过程进行概述,当产出不按市场

采价时,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基于国际比较准定义

的不同技能和职业类别工资水平得出这些支出类

型的劳动力投入的PPP。工资比作为PPP的等值

替代,然后用支出除以PPP,即可得出这些服务

的间接物量比。然而,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物量

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不太真实,如塔吉克斯坦、
也门和柬埔寨等国家。部分原因在于低收入国家

的员工收入较低,因为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

入国家员工资本较少,产出因此也较低。较低生

产率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在管理者薪酬微薄,在

其产出难以测算的情况下,他们身上就不存在高

效使用员工的压力,其中政府部门和教育部门尤

为如此。在ICP还只是少数国家参与的时候,我

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05年轮ICP
中,146个参与国家的工资差距变得更大了,这个

问题也就显得更为突出。
1975年轮ICP的报告中,Kravis、Heston和

Summers(1982)就对难以比较服务进行了研究

(参见第5章)。在此,我们将对本章进行两点说

明,第一点在本章第二部分中,涉及用有采价的

服务PPP来近似替代难以比较服务的PPP。本章

的第三部分将讨论在前几轮ICP中用来解决该问

题的一些方法。接着第四部分将介绍在2005年轮

ICP中各区域是如何连接起来的,以及连接过程中

是否已经考虑到了区域中采用的各种方法。本章

的最后部分将讨论2011年轮ICP可能会考虑的、
旨在提高区域间可比性的替代方法。

2005年轮ICP中难以比较服务的处理方法

在2005年轮ICP的准备阶段,欧盟成员国家

(由欧盟统计局代表)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怎

样比较无采价服务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最后

得出使用雇员报酬进行比较的结论。早期的将有

关国家与欧盟统计局—OECD的比值进行联接的

经验对本次讨论有很大助益。1 最终,欧盟统计局

—OECD的成员国同意基于工资比较结果来确定

不易比较服务的PPP (2005),并根据职业和技能

类型梳理为不同的层级。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已

由俄罗斯联邦牵头联接到了欧盟统计局—OECD
区域,已有50个国家承诺将基于工资比值来计算

PPP。考虑到进行全球比较受到的限制,其他区域

将暂时先采用相同的程序。收集的职业及工资、
数据收集的整体框架已在本书第15章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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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轮ICP的最终计算方法

在2005年轮ICP中,南美洲地区的发布时间

要早于其他区域,该地区采用了欧盟统计局—
OECD的比较方法。然而,对亚太地区工资信息

进行审查后,我们发现即使对数据进行了广泛的

验证,初期的统计数据仍旧看似不合理,尤其是

贫穷国家的间接数据,如老挝政府公共服务量大

大超过了中国香港、中国或新加坡。类似的,西

亚的初步结果也显示也门的难以比较服务在量上

要大大超过石油资源丰富的邻国。
针对教育、医疗卫生及其他公共服务,亚太

地区首先引入生产率调整。这种方法在2005年轮

ICP(世界银行,2008年)总结报告的附件D中

有所说明。2我们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调整

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类似于在1975年

ICP中对教育、医疗和其他政府公共服务调整中使

用的方法,该方法将在下一节进行说明。3

根据总结报告 (附件D———世界银行,2008
年),产出Y是一个关于劳动力L和资本K的函

数,该关系式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指数分别为α、(1
-α)。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为:

Y=cLαK1-α. (16.1)
生产率调整牵涉到工人的人均产出和相应的

投入之间关系的测算,然而本关系式中涉及的是

劳动力,故 (16.1)中的方程式可改写为:
Y
L=c

K
L  

1-α
(16.2)

α的值是未知的,但是根据附件D中的2005
年轮ICP报告,“类似的实证研究发现,低收入经

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的α值分别为0.5和0.7”
(世界银行,2008年,第180页)。

假设该值对2005年轮ICP的参与国适用,我

们就可以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组:低收入、中等收

入和高收入国家,同时结合他们的资本产出水平,
我们就能测算出参与国的劳动生产率。

由于数据并非直接来源于各参与国,所以我

们并没有掌握非常可靠的教育、医疗卫生或政府

公共服务的资本存量或劳动力信息。我们大胆地

假设L代表的是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群体,
这意味着这个年龄分组的劳动力参与率与2005年

的广撒网下得到的劳动参与率并无两样。无独有

偶,K,即资本存量信息,在运用时同样有问题。
虽然此数据的提供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并不成问题,
但是在非洲和西亚能提供该数据的国家却是寥寥

无几。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做了一个大胆

的假定:我们要将少数国家提供的2.5~3.5的资

本产出比率运用到所有的国家的相关计算中。因

为资本产出比率归根结底是来源于低收入、中等

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所以我们假定这三类国家中

的资本产出比率分别为2.5、3.0和3.5。
我们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是将亚太地区、西

亚和非洲的国家分成低中高三种收入国家组的问

题。分组方案首先在区域会议上提出,按照惯例

达成之后便不再变动。这样一来,每个国家都有

了自己的计算 (16.2)中方程式的必要数据,即

资本产出比率值和 (1-α)值。c值随国家的不同

而不同,在区域比较中每个国家的c值都是特定

的,由GEKS
 

GDP汇总而来。在结合先前提到的

假设值进行计算时,我们要将c值代入到 (16.2)
中的方程式。4这种方法可以提供调整之后的每个

工人的产出估值,该估值的结果是国家收入分组

的依据,如果估值达到一定标准便可移入其他分

组进行另外的迭代计算。表16.1为非迭代计算

列表,其中包括有七个已经实施了生产率调整

的国家或经济体,它们分别分布在非洲、亚太

地区以及西亚。当通过将医疗卫生、教育及政

府公共支出转换成产出量来为员工测算PPP时,
有的国家并不对工资进行任何调整,表16.1就

涵盖了四个这样的国家,它们是分别是俄罗斯,
曾参与欧盟统计局—OECD及独立国家联合体

开展的区域比较;吉尔吉斯斯坦,仅参与过独

立国家联合体开展的区域比较;除此之外,还

有玻利维亚和智利。
在表16.1中,第 (1)列为参与国的人均

GDP;第 (2)列为2005年工人人均GDP,以国

际劳工组织的劳动力指标 (L)作为分母;第 (3)
列为年龄分布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比例。ILO指

标表示的是人口调查结果而非就业率或数量,不

过该指标也确实可以说明报告中的国家的参与率

之间的差异。老挝的第 (2)列和第 (3)列的差

异比较小,而在也门,该差异则相当大,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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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这是由于在也门鲜有妇女会出门工作的原因。
我们将2005年轮ICP中使用的15-64岁之间的劳

动力的定义运用到生产率调整及工人人均GDP水

平方面,同时将中国香港的值设定为100,纳入第

(4)列。由于中国香港在亚太地区被视为高收入

经济体,所以无需进行生产率调整。

表16.1 2005年轮ICP生产率调整的简单说明 按PPP计算的国际元

部分国家或
经济体

PCGDP分组
(1)

GDP/L,ILO
(2)

GDP/L,15-64
(3)

GDP/L,
HK=100
(4)

K/L调整,
HK=100
(5)

PCGDP,
HK=100
(6)

PA,所有国家
(7)

无生产率调整

玻利维亚 低 7,990 6,063 12.5 13.6 10.2 9.3

智利 中等 29,494 18,369 37.8 40.3 34.3 32.3

吉尔吉斯斯坦 低 3,908 2,743 5.7 6.1 4.8 4.3

俄罗斯 中等 22,823 16,658 34.3 36.6 33.3 31.2

生产率调整后

中国 低 6,892 5,752 11.9 12.9 11.4 11.4

中国香港 高 68,785 48,535 100.0 100.0 100.0 100.0

印度 低 5,393 3,326 6.9 7.4 6.0 6.0

老挝 低 3,744 3,246 6.7 7.3 5.0 5.0

尼泊尔 低 2,661 1,891 3.9 4.2 3.0 3.0

南非 中等 23,425 13,116 27.0 28.8 23.7 23.7

也门 低 9,647 4,512 9.3 10.1 6.4 6.4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PCGDP=人均GDP;ILO=国际劳工组织;L=劳动力;HK=中国香港;K=资本;PA=生产率调整。

当将第 (4)中显示的每个国家的工人人均GDP调

整为人均资本时,就产生了第 (5)列,香港的值

同样设定为100;第 (6)列基于2005年轮ICP提

供了每个国家的人均GDP,香港的值还是100;第

(7)列显示了将前四个未进行生产率调整的国家

的人均GDP进行生产率调整后的情况,至于后面

七个进行过生产率调整的国家的数值与2005年轮

ICP中国生成的第 (6)列数据并无出入。就人均

GDP而言,未进行生产率调整的一组四个国家中

的资本范围由6.6%调整到了8.8%。如果将生产

率调整应用到所有国家会产生这样的效应,即会

改变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彼此之间的相对位

置,但是甚少会影响到贫穷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

间的位置。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位置

变动的一个较大的影响因素在于是否有国家进行

了生产率调整,我们可以在第 (5)列中清楚地看

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力。对于尼泊尔、也门、吉尔

吉斯斯坦、印度和老挝来说,如果不进行生产率

调整,则三种补偿的量数将再低10%;玻利维亚

和中国会再降低10%-15%;智利、俄国以及南非

则会再降低25%-40%。

生产率调整对全球比较的影响

显然,这些调整的幅度相当大,我们很难从

第 (5)列中推断出来对各国人均GDP的影响,这

要基于它们工资的实际PPP以及补偿类服务的支

出份额。
虽然在测算对全球比较的影响时,实际的汇

总流程在区域内和区域间都存在不同之处。5但是,
通过查看2005年轮ICP的报告,我们有可能看出

一些端倪,尤其是表3—6提供了19个按照汇率和

PPP计算的人均支出和总支出分类项目 (世界银

行,2008年)。根据这19个分类项目,对按PPP
计算的支出进行三项汇总,对按照汇率计算的支

出进行一项汇总:
1.HECG1=教育、医疗卫生和政府公共支出

2.HECG2=国民核算支出 (等于按汇率计算

的支出)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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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支用 (DA)=GDP-进出口贸易差额

-存货变动。本项目有两种生成方式,目的是用

来避免负支出带来的问题,参见表4和表5。
4.按PPP计算的国内支用 (DA1)=GDP-

出口额+进口额-存量变动=实际消费+国内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政府公共支出

5.DA2=13类实际消费的消费额+政府公共

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四种因素)
附件B中的表格清楚地展示了组HECG1和组

HECG2结合了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个人支出和

公共支出。相对于国内支用,组 HECG1和组

HECG2计算的是难以比较服务,需采用使用2005
年轮ICP中PPP的转化形式,同时采用国家价格

来计算。表16.2比较了按PPP计算和按国家价格

计算的比率的不同。我们按照比率和面积大小的

不同将国家进行分组。平均比率相当大,按PPP
计算的比率是按国家价格计算的比率的2.46倍,
这反过来说占146个国家GDP的19.2%。这在某

种程度上夸大了按照PPP计算难以比较服务的效

应,关于这点稍后将在本章进行阐述。首先我们

需要来看一下表16.2中各国的显著差异。独立

国家联合体和亚太地区的平均比率大大超过了

3.0,非洲的比率也不低;西亚和南美洲的比率

不相上下,大概在2.0左右;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半数的欧盟统计局—OECD的成员国,它们中的

大部分的收入都比较高,比率在1.5以下,其中

很多甚至低于1.1;西亚两极倾向比较明显,其

中的四个海湾国家可与富裕的欧盟统计局—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不分伯仲。
表中的比值可能会错误地以一个较大的值出

现,因为分母 (以本国货币为单位)须汇总至

1.0,分子则不用。表16.3中DA2与DA1的比率

显示了GEKS等指数的非相加特性。如表中所示,
2005年轮ICP中的平均比率在1.0以上,其中独

立国家联合体及亚太地区的比率在1.2以上、欧盟

统计局—OECD区域比率不足1.1、其他区域比率

则在1.1与1.2之间。但是仍有25个国家的比率

在1.25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2.0,如冈比亚;
另外还有五个国家的比率在1.5以上。我们将在附

件B中以表格形式中对表16.2和表16.3中涉及的

国家进行说明。表16.3中的1.0以上的比率源于

表16.2中涉及的不易比较的服务的影响。

表16.2 按PPP计算的国内支用 (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和政府公共薪金和

工资上的支出)与按汇率计算的国内支用的比率分布情况 (按区域)

比率 非洲 亚太地区
独立国家联合体

(大于各国国内支用)
欧盟统计局—OECD

国家
南美洲 西亚 所有国家

1.0-1.5 4 25 1 4 34

1.5-2.0 9 3 8 7 27

2.0-3.0 18 8 2 11 2 5 46

3.0-4.0 12 7 6 1 1 27

>4.0 5 5 2 12

所有国家 48 23 10 45 10 10 146

平均比率 2.77 3.25 3.60 1.69 1.85 2.10 2.46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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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3 GEKS因子汇总 (C+I+G)与GEKS的比率分布情况 (按区域)

比率 非洲 亚太地区
独立国家联合体

(大于各国国内支用)
欧盟统计局—OECD

国家
南美洲 西亚 所有国家

0.95-1.05 14 14

1.05-1.1
 

0 13 4 17

1.10-1.15 7 9 6 7 1 30

1.15-1.20 9 8 4
 

9 2 3 35

1.20-1.25 14 3 4
 

2 1 1 25

>1.25 18 3 2 1 1 25

所有国家 48 23 10 45 10 10 146

平均比率 0.997 1.144 1.092 1.010 1.019
 

1.061 1.043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GEKS=Gini-Elteto-Koves-Szulc;C=实际最终消费;I=投资或资本构成;G=政府支出。

  我们从表16.2和表16.3中得到的主要结论

是:2005年轮ICP中对难以比较服务的测算使得

低收入国家的按PPP计算的产品和服务的比率有

了很大提高,甚至在做了生产率调整的区域比率

也有了很大提高,如亚太地区。有的区域虽然不

乏低收入国家,但是却并没有进行生产率调整,
如独立国家联合体,但是我们得出的结果是,相

对于按本国货币计算的难以比较服务的比值,按

PPP计算的比值要大得多。鉴于以上原因,我们

正在试图改进将要在2011年轮ICP中使用的方

法,目前我们已经将一个改进过的方法推荐给了

各个区域,该方法用来计算教育服务,但是目前

还没有将其最终确定下来。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

问题,即我们能否从2005年之前的ICP中汲取对

2011年轮ICP有助益的经验。

在采价服务和无采价服务方面的尝试

由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2年)三

人在第三轮,即1975年ICP上做的报告中将1970
年ICP第二阶段中的16个国家的有采价服务,如

修鞋、理发及干洗等服务同无采价的服务进行了

比对。在151种基本的支出类中,有10种是难以

比较服务,21种是有采价服务,它们分别占GDP
总支出的11%和16%。有采价服务的定义中包括

了居民消费的所有服务,这些服务是按照特别规

定收集而来。
服务概念通常会涉及最终购买者在产品或者

服务出售时的消费活动,可能是在一个场所,如

餐馆或汽车维修店、医疗设施,也可能是在购买

者自己的住处,如进行火炉维修时。上述服务的

价格包括人工、设备及零部件成本。实际上,在

很多情况下,服务和产品的分界线并没有那么清

晰,但是,不同国家的可预见的PPP的巨大差异

正逐渐扩展到人均GDP方面。
Kravis,Heston,and

 

Summers三人 (1982
年,第137页)在记录中这样定义有有价服务

(PP)、市场有价产品 (PC)以及人均GDP (相对

于美国所有指数均为100)三者价格水平之间的相

互关系,系数的标准误差置于括号中列在一侧:
lnPP=2.351(.321)+.414(.090)lnPCGDP;

R2=.57;RMSE=.322;n=16 (16.3)
及

lnPc=3.317(.128)+.266(.036)lnPCGDP;

R2=.78;RMSE=.129;n=16 (16.4)
为了说明 (16.3)和 (16.4)中方程式的意义,

我们假设国家A的人均GDP是美国GDP的90%,
国家B的人均GDP是美国GDP的5%,国家A的

有采价服务的价格水平是国家B的3.3倍,然而对

于有采价规格品来说,国家A仅为国家B的2.2
倍。我们可以看出有采价服务与有采价规格品的

PPP的比率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提高。对这种关

系的其中一种解释便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Balassa,1964年;Samuelson,1964年)。这是基

于大多数有采价与无采价服务的不可交易性以及相

对于产品,服务的生产率的增长要慢得多的假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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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国的劳动力通常具有流动性,所以,不管是

在可交易规格品还是在不可交易服务中,拥有同样

技能的劳动力的工资就具有了可比性。7

但是,出人意料的相对于有采价服务,无采

价服务的PPP和人均GDP的提高要快得多,造成

的结果是随着GDP的提高,难以比较服务与有采

价服务的比率也随之提高。在肯尼亚和印度,难

以比较服务与市场服务的价格的平均比率为32.5,
而这两个国家曾在1970年的16个国家中创下最低

的记录;在法国和德国,该比率仅低于美国为

86.5(定义标准为100)。2005年轮ICP结果显示

146个国家有着类似的关系,我们稍后将就这个问

题进行讨论。
我们将怎样解释这层关系呢? 难道在教育、医

疗卫生以及公共服务方面,工人人均有形资本要低

于其他服务? 难道与有采价服务相比,这些无采价

服务中的工人人均有形资本上升得更快? 或者说两

种结果都很有可能,这样的说法更可靠? 与高收入

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的工作效率监督是不是更少

些? 如果是这样的话,低收入国家中的有采价服务

与无采价服务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只会更大。目前我

们还没有找到支持这些问题的数据,但是,因为

2005年轮ICP同样显示了这样的关系,我们有必要

重新审视1975年ICP中提出的调整建议。
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2年)做了

一些说明性的计算,他们在计算过程中将不易比

较服务在支出中的相对重要性考虑了进去。基于

工资比较的相同生产率类PPP被有采价服务的

PPP所代替,所有其他基本分类的PPP都被用到

了单独的GK汇总中。这对1970年的16个国家的

第一和第二四分位数的平均值的人均收入影响如

下:假设发布的第一四分位平均值的人均 GDP
(肯尼亚、印度、菲律宾、韩国)为100,然后使

用有采价服务的PPP得出指数为87,也就是说,
如果享受教育、医疗卫生及政府公共服务的员工

的产出能力仅仅和本国享受有采价服务的员工的

产出能力一样,那么相较于生产率相同的假设,
最低四分位的人均GDP仅有87%。

对于下一组极贫穷国家的四分位 (哥伦比亚、
马来西亚、伊朗、匈牙利),比值为95%或者说是

人均GDP将减少5%。

劳动力流动会受到一些限制,如大的组织机

构的保险,但是一般来说,工人还是可以在货物

和服务部门流动,这样一来,拥有相同技能的工

人的工资就能逐渐趋于一致。鉴于此,我们有理

由相信市场有采价服务的PPP可能是无采价服务

的PPP的近似值。Kravis、Heston和Summers
(1982年,第140页)总结到 “中等收入国家和高

收入国家的结果显示它们对不易比较服务的处理

并不敏感,低收入国家在这方面只会更加严重。”
上述发现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在1975年ICP中

对相同生产率的假设做了几处修改以用于不同类

的难以比较服务,我们将在下一节对这点进行

讨论8。
这些结果是从哪些方面支撑着2005年轮ICP?

首先,不能直接将这些结果与2005年轮ICP中的

结果进行比较,因为研究人员只对129个支出和

PPP基本分类进行了研究,相较于2005年轮ICP
报告,本次研究的数据并不如2005年详细。其次,
本次使用的PPP是对非洲、亚太地区以及西亚地

区做了生产率调整之后的PPP,所以与1970年

ICP相比,这种情况下的比较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表16.4中报告的比值对国内支用的128个基本分

类仅仅使用了两次EKS法进行汇总,即GDP小于

对外收支净额时和GDP小于居民在境外的净支出

时。之所以使用国内支用的概念是因为在历年来

的ICP中,我们尚未找到令人满意的处理对外收

支净额和居民在境外的净支出的方法,同时也因

为国内支用是衡量国家用于不同的支出基本分类

上的货物和服务的一个有效指标。
表16.4基于2005年轮ICP中基本分类的两次

EKS汇总。第一次汇总针对的是所有国家,我们

没有检测稳定性,除了这两点,可以说第一次汇

总与总结报告中的汇总大致相似。第二次汇总基

本不变,但是使用了PPP来计算各国的有采价服

务,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及公共教育和医疗卫

生服务的补偿金。本表是按照区域进行总结,附

件C中的表列出了计算有采价服务和无采价服务

的基本分类。表16.4按照PPP比率或者按照第二

次汇总 (使用有采价服务)的国内支用与第一次

汇总的国内支用的比率列出了每个区域的国家分

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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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4 国内支用的PPP比率 (按照EKS法对所有国家进行汇总的有采价服务的

PPP与2005年轮ICP中的国内支用的PPP比率)分布情况 (按区域)

比率 非洲 亚太地区 独立国家联合体 欧盟统计局—OECD 南美洲 西亚 合计

0.95-1.05 14 14

1.05-1.15 6 9 19 5 5 44

1.15-1.25 23 11 8 11 5 5 63

1.25-1.35 17 3 1 1 22

>
 

1.35 2 1 3

合计 48 23 10 45 10 10 146

平均比率 1.24 1.18 1.23 1.10 1.15 1.13 1.17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EKS=Elteto、Koves和Szulc。

  如果某个国家的比率大于1.0,对大多数国家

而言,使用有采价服务类的PPP进行测算时,人

均国内支用的估值将会比较小,如所有的146个国

家平均为17%。这种按区域测算的模型基本上是

合理的。在欧盟统计局—OECD的国家中,这种

差异是最小的;而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国家 (无
生产率调整)中和非洲 (基数比较时已经做了生

产率调整),这种差异是最大的。整体来说,表

16.4中的模型与Kravis、Heston和Summers三

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结果要早了

一代人的时间,当时这种代替法的最大效应产生

在低收入国家和地区。
本章的结论之一使用PPP计算有采价服务可

能会成为一个平台,基于此我们可能会寻找到新

的解决之道,或者找到有用的验证工具。它的优

点是简单透明,便于实施。这种方法假设各个国

家的政府公共服务的生产率和公共教育、医疗服

务的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因为大多数方

法都采用了这样的假设,所以该假设不太可能成

为一个大的绊脚石。这种方法还要依靠对有采价

服务的PPP的良好测算,但是想要明确地列出有

采价服务并得出可靠地结果也并非易事。实际上,
也正是因为各国无法收集足够的有采价服务的价

格,Kravis、Heston和 Summers (1982)才 在

1975年轮ICP中使用了另外的方法。20世纪80
年代晚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议使用有采价

服务,但是当时这个提议因数据的局限性而遭到

了否决。
2005年轮ICP中的有采价服务的覆盖范围是

否已经非常广泛? 是否广泛到可以判定能否使用

PPP来计算有采价服务,并将其作为难以比较服

务的备选处理方法?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

要做更多的研究,类似的研究可能包括:(1)这

个结果对备选有采价服务的敏感度;(2)与测算

相关的备选服务的隐性物量比较;以及 (3)使

用有采价服务这种方法是否可以与其他方法相

结合。

处理无采价服务的其他方法 (截至1975轮

ICP)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说明了2005年轮ICP中使

用的计算不易比价服务的方法以及使用PPP计算

有采价服务这种可能的方法。本节将对以前ICP
中使用的其他方法进行说明。我们在这里的讨论

并不详尽,一方面是因为空间限制,另一方面的

原因是Sergeev(1998年)曾经对在以前的ICP使

用过的方法做过一份全面的总结,特别是1975年

到1998年间的针对欧盟统计局—OECD设计的用

来比较无采价支出基本分类的方法的总结尤为详

尽。其中的一些方法的使用仅仅是为了在东欧和

西欧国家中架起一座桥梁,Sergeev还为其配了有

趣的图示。下面我们将就Kravis、Heston和Sum-
mers(1982年)的一些方法做一下介绍。

医疗卫生人员

因为1970年ICP中对服务的处理方法遭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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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所以1975年的ICP收集了更多的医疗领域

的数据,包括医疗人员类型的数量、医疗资本存

量以及明码有采价的诊断服务数据。我们咨询了

各种各样的研究,并将1975年34个ICP参与国家

中的32个国家的医科学生在标准测试上的通过率

记录在案 (Kravis、Heston和 Summers,1982
年,第152页)。很多检测都是基于那些最终被采

用了的方法,但是这里对医疗卫生方面的处理中

有三点仍然是未来的ICP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尽量多地收集与医疗卫生服务相关的

数量、质量以及直接价格和职工的薪酬信息,这

是相当有用的。举例来说,1970年ICP只对医务

人员使用了直接数量比较,这与2005年假设工人

的劳动生产率相同一致。最初,我们也准备在

2005年轮ICP中假设劳动生产率相同,但是数量

是通过使用PPP在医务人员身上划分支出额间接

得到的,而PPP又是通过工资比较测算出来的。
既然这两种方法使用了相同的生产率假设,我们

当然是想得到一些比较的结果。但是,只有在工

资和直接数量信息存在的情况下,这才可能成为

现实。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其他的支出分类,包括

教育、政府公共服务、建筑及住房服务。
第二,在医疗卫生领域,很多服务于居民的

明码有采价的医疗服务都会在ICP中使用,如看

门诊、照X射线以及化验室检验等。这些可以直

接与根据医院员工的工资比较算出的PPP或者与

根据医务人员的支出和数量产生的PPP相比较。
此外,1975年ICP还采用了居民消费直接产生的

数量,比如住院天数,或者是一些指标,如为每

位病人服务的医生数量或者护士数量,这些都与

产出值有那么一些接近。医疗服务的产出的衡量

指标会逐渐趋于理想状态,但是如果想将目前的

研究结果应用于2011年轮ICP,在操作层面还不

成熟。
第三,更好地使用近似的生产函数测算医疗

产出需要做出一些冒险的假设,但即使是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也能提供有效的比较框架。在

1975年ICP中,试图收集医疗资本存量信息的努

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因为34个国家中只有

8个国家提供得出数据。但是,这8个国家涵盖了

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医疗卫生资金

数据也来源于医院以及所有的其他机构中。在

1975年ICP中,这些调查结果被归类为医疗卫生

人员的调整系数,目的是为了测算牙医、护士和

内科医生的生产率。对于低于美国人均GDP30%
的国家,医务人员的除数为1.30;人均GDP为美

国人均 GDP30%到50%的国家,除数为1.15
(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2年,第143
页)。
1975的方法与2005年轮ICP中在一些区域使

用的方法类似,只是有一点,后者对包括医院提

供的服务在内的所有不易比较的公共服务使用了

工 人 人 均 资 本。Kravis、Heston 和 Summers
(1982)将医院资本和住院天数代入到生产函数

中,得出了与医务人员调整时相似的系数,所以

如前所述,我们对住院天数进行了相同的调整。
另外,调整覆盖了所有医务人员,包括那些不受

医院雇佣的医务人员以及没有按照市场有采价提

供服务的医务人员。1975年ICP在处理医疗卫生

服务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医疗服务的PPP的

直接价格指标,如看门诊,随个人平均所得的升

高而升高,而且相对于根据劳动投入划分支出而

间接得出的PPP,该PPP升高的速度要快得多,
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

教育

在1975年的ICP中,因为只有三个国家提供

得出来数据,所以教育资本存量指标的获取变得

更加困难。此外,相对于医疗服务,有形资本在

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十分模糊。鉴于上述原因,
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2年)并没有对

教育资本作出调整。在1970年左右对当地语言测

试的基础上,我们对多国进行的研究揭示了 “相
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一个学校会有怎样的

成就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学校的投入 (例如,师资

投入和图书馆设施投入)而非居民投入,居民投

入处于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位置”
(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2年,第

156页)。但是,1975年在多国进行工艺水平测试

的方法表现得并不是很出色,所以该方法没有被

作为一个多国物量比较的工具。
正如医疗卫生一样,我们也收集了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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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数量数据和价格数据,包括中小学生的数

量和教师的数量。我们还对师范教育中五个等级

的教师工资数据进行了收集;国家产品虚拟法也

被用来为ICP中国家的相关工资测算进行服务,
其中使用该方法的国家已对具有相关教育水平的

教师做了调整。然后,我们将这些基于工资的直

接PPP与按照教师数量划分支出得出的间接PPP
进行了比较。对于医务人员来说,直接PPP、间

接PPP和人均平均所得之间互相存在着一种系统

的关联。因为间接PPP的提高速度要快于直接

PPP,所以直接PPP与间接PPP的比率随着人均

平均所得的上升而下降。基于这层关系,我们对

直接数量测算做了向下调整,四个人均平均收入

组中最低的从80%开始调整,第二低的从32%开

始调整,第三低的从12%开始调整,它们都与人

均平均所得最高的组相关 (Kravis、Heston和

Summers,1982年,第159页)。
这些调整后的教师数量代表了对教育的投入,

并且在缺乏其他指标的情况下,调整后的教师数

量也可以代表产出。另外,学生的数量也可以看

做另一个产出指标,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班级

规模和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注册的学生

数量,即通常可提供的典型的学生的数量,并非

一定要是经历了入学和毕业的学生的数量。最后,
数量调整后的教师的数量加上学生的数量的平方

根即为中小学教育的产出。我们没有对第三层级

的教育做调整。同样,在1975年ICP按照以上的

教师和学生数量划分来得到间接PPP时,对教育

的行政管理支出也被置于教育总支出之外。最终,
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在2011年的比较中采取

的方法使用了测试信息,目的是为了对产出指标,
即中小学生的数量进行调整 (实际上,只进行了

小的调整)。
若将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在2011年使用

的方法扩展到2011年的180个国家中,操作起来

会比较困难。尽管在2005以前,这个方法一直伴

随 着 ICP,但 是 Kravis、Heston 和 Summers
(1982年)三人的经验告诉他们教师的工资信息以

及他们的教学的平均年限同样有用。他们完全有

理由相信中小学生数量这个指标可能夸大了低收

入国家教育部门的产出,同时也夸大了个人平均

所得下降的程度。

政府的人事公共支出

在1970年的ICP中,各参与国在1975年收到

了一份询问政府资本的调查问卷。但是,参与国

的回应并不足以为任何调整提供基础。最终,我

们决定使用医疗卫生人员进行调整时使用过的调

整系数,即对最低的分组进行30%的调整,对次

等低的分组进行15%的调整,且人均GDP在美国

人均GDP的30%到50%之间。
在本节对过去ICP的回顾中,我们得到的最

主要的结论如图16.1所示 (参见图5-1,Kravis、
Heston和Summers,1982年)。横轴用r表示,
代表以美国人均GDP为参照的一国的人均GDP,
纵轴代表不易比较服务的价格水平。收入水平低

时,价格水平的直接指标曲线的起始点就会高于

按照数量划分支出或者按照工资比较测算间接得

出的价格水平。
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直接指标提高的速

度比较慢,所以只有在收入达到适当的高度时,
两个指标才能产生可比较的价格水平估值。这个

模型同样适用其他的不易比较类,如虚拟私房业

主的房租。当房租被直接测算时,假设房子设施

保持不变,那么直接测算的值就会高于采用数量

法测算的值,而且数量法下仅有少数质量因素能

被考虑到。按照Summers(1982年)的总结,如

果图16.1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它就能为尽可能多

的收集不易比较支出类提供强大支持。

各区域的链接问题 (2005)

到目前为止,本章讲述了2005年轮ICP在各

区域内部实行的程序,但未涉及将各区域联系起

来的问题。区域联接问题首先产生于这样一个问

题中,即是否所有的支出类都必须通过18个已经

同意采用大多数规格品的采价的 “环”国家联系

起来 (参见第1章和第8章中的 “环”概念和联接

概念)。但是,类似住房和政府员工工资这样的领 域还是可以采取普通的问卷调查的方式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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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直接PPP估值和间接PPP估值与人均GDP的关系
资料来源: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2)。

是采用所有国家的数据进行联接更合适,还是只

采用 “环”国家的数据进行联接更合适? 鉴于某

些区域的 “环”国家在住房或工资领域提供的数

据的质量并不理想,全球办公室已达成采用所有

国家的数据进行联接的协议。因为使用所有国家

的数据而非只使用 “环”国家的数据是在 “环”
国家协议被采用之后发出的,所以欧盟统计局—
OECD区域并不适用本模型。同时,南美洲也因

为自己的特殊原因不适用本模型。由于预算的原

因,南美洲第一个完成了其工作,这就造成它的

工资分类并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只有 “环”国家

巴西、智利被用来进行联接。
全球办公室收集到的数据中包括了75个国家的

工资数据。细化到每一个国家又有不同的工作及职

业类别的数据 (行政、国防、教育及医疗卫生)。另

外,我们根据技能的不同对每个工作进行了简单分

组,当然,在每个区域中,不同国家也做了分组。
先前的估值显示由于国防业工资观测值的在质量上

参差不齐且比较多变,最好将其工资数据从估值中

剔除,从而将工资观测值的数量从1876降至1730。
这些变量中的若干个具有共线性,例如我们不可能

对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的国家规格品虚拟值进行测

算,同时还包括工作和职业的类别或技能水平也不

能进行国家规格品虚拟值的测算。表16.5提供了国

家规格品虚拟法,该表只对区域和部门系数进行了

测算,后者没有显示在表格中。11因为表16.5没有

将国家变差考虑在内,所以可释方差相当低。所有

的系数的值都比较大,区域的排名也颇具合理性。
表16.5的第二列标示了区域系数的反对数值,是欧

盟统计局—OECD国家的百分比。粗略地讲,对于

具有可比性职业的工资,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

是非洲的14倍,至少是其他区域的5倍。如果按照

这些PPP计算支出,它们将会大幅增加这些不易比

较服务的估计数量。需要重申的是数据组中没有独

立国家联合体国家的信息,尽管与欧盟统计局—
OECD国家相比,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几个国家的工

资水平相当低 (没有对工资数据作出调整使之适用

区域参数的计算并用于联接,或者换句话说,区域

间的PPP没有进行生产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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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5 各区域在教育、医疗卫生和政府

公共服务领域的测算工资差异

系数 反对数 标准误差 F值

截距 10.65 42183.00 0.0905 117.72

非洲 -2.65 7.04 0.0972 -27.31

亚太地区 -2.28 10.18 0.1029 -22.31

南美洲 -1.57 20.78 0.1208 -13

西亚 -1.71 18.14 0.1149 -14.86

欧盟统计局—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0 100

n=75 R2=.400
系数变量

=12.697
RMSE
=1.081

变量均值

=8.514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RMSE=均方根误差;数据组中无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的

信息。

当方程式考虑国家系数而非区域系数时,可

释方差当然就会变得更高 (R2=.97)。如果将英

国设为基数 (进行回归分析的9个欧盟统计局—
OECD国家平均占英国的98%),玻利维亚仅为英

国的5%,至于很多非洲国家则更低。2005年的

ICP中首先采用了一些生产率调整的措施,表

16.5进一步强调了我们需要继续紧跟这些措施。

关于2011年轮ICP的区域联接方法建议及

结论

  在2005年轮ICP中,区域联接问题对难以比

较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世界的六个区域中

有三个进行了生产率调整,这样就导致了各区域

之间可能无法比较。对于玻利维亚或塔吉克斯坦

这样没有进行生产力调整的国家来说,人均收入

与非洲、亚太地区或西亚的类似国家相比就不那

么可比了。由于2005年全球数据的实际汇总是将

五个区域 (独立国家联合体被包括在欧盟统计局

—OECD中)的数据进行汇总而非将146个国家的

数据进行汇总,区域链接问题被进一步复杂化了。
这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用于简化 “环”
国家比较的调整因子。12造成的结果就是不同区域

的不具有可比性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被保留

在了2005年的ICP报告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

找到了另外一种方法,该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全球

办公室能得到的工资信息,以人力与物力的资本

存量为基础,对各区域的生产率差异做出一个大

致的限定。

生产率测算 (按国家)

在2005年数据的基础上,本节将以所有区域

的国家生产率调整为基础对如何进行联接的另外

一种方法进行说明,其中国家生产率调整以柯

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依据。有形资本和劳动

力估值的概念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大世界表,
其中有形资本用KP 表示,劳动力估值用L 表示;
人力资本估值的概念则是来源于Barro-Lee数据

集。13教育指标为学生完成中小学教育的平均年

限。在方程式 (16.5)和 (16.6)中,因变量为

对数GDP
L
,其中在第一个方程式中,只有

Kp

L
位于

方程式的右侧,而Kh 同时也出现在了第二个方程

式中:

lnGDP
L =4.56+.704ln

Kp

L
;R2=.799;n=106

(16.5)

lnGDP
L =4.87+.552ln

Kp

L +.455*lnKb;

R2=.786;n=87. (16.6)
除了Kh 仅有5%,其他所有的系数的值都比

较大。第一个方程式涵盖的国家比较多,所以后

续的说明会优选第一个方程式。另外,当采用估

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比率时,含有Kh 的方程式的标

准误差会非常大 (.0827对.065)。因此,我们需

要对与包括人力资本的产能方程式相关的规范或

数据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以论证结论。

生产率调整

各国生产率调整的方向是清晰的。亚太地区

采用的方法的方向是正确的,大多数人同意随着

每个政府、医疗卫生或教育领域的员工人均资本

的增加,其产出也可能会相应的增加。本节建议

的方法是实为对2005年轮ICP研究数据集的说

明。我们计算出了以下估值:
第一,工人人均产出估值,该估值由宾夕法

尼亚大学宾大世界表中的106个国家的数据代入方

程式 (16.5)中得出。基于106个国家的工人人均

982

第16章 政府服务: 生产率调整



产出的对数估值与首次使用GEKS法计算出来的

人均GDP估值的关系,我们计算出了其余国家的

工人人均产出的估值。在该测算方程式中R2的值

为.465,其系数为易变系数,所以即使将来这个

方程式能够被采用,它也有待进一步严谨化。将

方程系数应用到其余40个国家的人均GDP中会生

成人均工人产出的对数值。这个方程式的另外一

个不足之处在于计算出估值针对的是整体经济而

非不易比较服务中的劳动。
第二,计算人均工人产出估值的目的是为了

获得从1至4分布不等的调整系数,即从高收入国

家到低收入国家。一个公认的简单调整分组如下:
工人平均产出大于40000美元时,调整系数为

1.0;工人平均产出在30000美元-40000美元时,
调整系数为1.2;工人平均产出在20000美元-
30000美元之间时,调整系数为1.5;工人平均产

出在15000美元-20000美元之间时,调整系数为

2.0;工人平均产出在10000美元-15000美元之间

时,调整系数为2.5;工人平均产出在5000美元-
10000美元之间时,调整系数为3.3;工人平均产

出在5000美元以下时,调整系数为4.0。这些系

数被用来调整从工资比较中得出的平价,目的是

得出新的难以比较服务中补偿类的投入平价。14

第三,将未作调整和调整后的补偿数据进行

汇总以测算对结果的影响。即使这一步骤最终被

证明是对国家的有效调整,这也并不代表这是目

前努力的目的。在2011年的ICP中,欧盟统计局

—OECD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国家将不会在其区

域内做任何调整,而就一点各方已达成共识。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上述区域在教育服务方面已经采

用了数量比较,至于医疗卫生方面,则正在做进

一步的探索。
这个努力的目的是找出一种允许各区域使用

自己选择的进行区域比较的方法,同时,在区域

之间架起一座认可各区域调整的桥梁,进而提高

可比性。计算结果参见表16.6,计算使用了两种

汇总方法,不过得出的结果是相似的。一种是

GEKS法,另一种是将国家规格品虚拟进行加权,
即加权国家产品虚拟法。全世界各区域的国内支

用比例在使用前一种方法计算时做了调整,使用

后一种方法计算时未做调整。该比例的计算方法

比较简单,将某一区域中的所有国家的GDP进行

汇总之后除以全球的GDP总额即可。每种方法在

使用时的可用数据还包括全球的国内支用总值。
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调整之后,未进行生产率调

整的世界总值要更大一些,这是因为那些较少的

服务产出来自于很多低收入国家。
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个区域的比例也受到了

很大的影响。欧盟统计局—OECD比例之所以有

所上升是因为其成员国家受到了调整的影响,但

是其他的所有区域却趋于下降,其中非洲下降的

幅度超过了5%。GEKS法产生的效应要大于加

权国家产品虚拟法产生的效应。这些结果类似于

使用PPP计算不易比较服务中的补偿类无采价服

务的结果,也就是说表16.6中的区域模型类似

于表16.4中总结的有采价服务的区域模型,在

这种模型中,非洲受到的影响最大,而南美洲和

西亚受到的影响则要小一些。但是很显然,相对

于表16.6中的简单生产率调整,无采价服务

PPP中的变化出现错误的机会会比较多。

表16.6 2005年轮ICP中146个国家的生产率影响

测算 (按区域)———全球国内支用比例

区域 GEKS
(无调整)

GEKS
(调整后)

CPD-W
(无调整)

CPD-W
(调整后)

非洲 0.0313 0.028 0.0309 0.0288

亚太地区 0.2384 0.2196 0.2371 0.2250

独立国家联合体 0.0421 0.0390 0.0400 0.0380

欧盟统计局—
OECD 0.6236 0.6529 0.6271 0.6471

南美洲 0.0509 0.0468 0.0510 0.0476

西亚 0.0138 0.0133 0.0139 0.0136

世界 (单位:十
亿美元) 60071 55202 60085 55249

  资料来源: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大世界表。
注:GEKS=Gini-Elteto-Koves-Szulc;CPD-W=加权国家产

品虚拟法。

这个提议将会怎样改善全球比较? 比例调整

后计算出来的区域总额可以像区域比较的方式那

样被应用在该区域的国家中。但是这种方法也是

有代价的,即基本分类平价的可比性被降低了。
因为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国家的总体比较上,
所以像表16.6中那样可以提供更全面比较的调整

形式具有更大优势。生产率调整对各区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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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系统性,所以将调整后的比例应用到各个区

域,而不是只应用到一些区域却忽略其他区域,
这样能更好地提高各区域的国内支用总额和人均

GDP的可比性。
总的来说,当各个区域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计

算政府公共服务、医疗卫生以及教育和住房服务

时,如2011年,这种通用的方法在提高难以比较

服务的物量可比性上很有用。对住房服务更多细

节的探讨可参见第12章。本章其他与2011年轮

ICP相关的主要结论包含在图16.1中:相对于直

接的价格比较,对低收入国家进行间接的价格水

平测算的值会在整体上显得更低。鉴于可用的国

家统计库存在不均匀性,所以我们还没有找到的

简便的解决方案,但是这里有一个可用信息。在

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调查和规格品流动表以大

致相同的方式作为彼此的检验依据,对于ICP下

的棘手类别,如果我们收集的信息越多,那么对

PPP和物量估算的类似的检验就越有保证。
我们对进行2011年轮ICP的主要建议是:

(1)在有必要的时候要进行生产率调整,但是要

根据每个区域采用方法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调整;
(2)调整测算的区域PPP以便将生产率联系起来;
(3)为区域调整和国家调整确定劳动和资本数据

要求;以及 (4)要尽量多地收集医疗卫生、政府

以及教育的辅助信息,包括按照技能和职业分类

的员工数量、学生数量以及住院天数等。

附件A

居民和政府个人医疗卫生和教育消费的构成项概述:
各构成项在PPP测算方面的作用

  本附件旨在说明2005年轮ICP对雇员报酬的

基本分类进行生产率调整的背景。附于后面的表

格展示了本章中提及的基本分类的详细信息,明

确说明了某些医疗卫生和教育支出属于居民个人

消费的构成项,包括看牙医和其他医生的部分或

全部费用、化验服务收费以及向民办及公办教育

机构支付的学费。很多教育、医疗卫生和政府公

共支出用于供给物品的采购以及用于建筑和机械

设备的维修及折旧。对于这些基本分类,我们要

使用基准PPP (通常来说,指由收集来的其他基

本分类的直接价格生成的PPP)。2005年轮ICP显

示在接下来的表中的三种补偿类的PPP是根据工

资的直接比较、现金形式的福利、所选职业的实物

收入得出的,其中一些具有独特性,但是有一些则

为教育、医疗卫生和政府公共服务所共有。政府员

工的补偿显示在居民和公共服务的实际消费栏中。
如接下来的表格所示,每种分类,如医疗卫

生是由居民和政府个人支出组成,其中PPP的计

算使用了某些组合的价格以及其他组合的雇员报

酬。所有这些都计入医疗卫生的整体PPP中。这

在较小程度上同样适用教育服务。如表中所示,
医院服务的参考PPP是建立在政府采购医疗服务

的PPP之上,因此主要基于报酬衍生的PPP。
最后,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一般来说,难以

比较服务代表的是表中所有的类别,包括个人支

出也包括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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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医疗卫生货物和服务

居民个人医疗卫生消费 (1) PPP基础 (2) 政府个人医疗卫生消费 (3)计算 PPP的基础 (4)

医疗卫生 医疗服务和补偿

医疗规格品、用具和设备 价格 医疗规格品、用具和设备 公共 (2)价格

门诊服务 价格 门诊服务 公共 (2)价格

医院服务 参考PPP 医院服务 参考PPP

政府医疗卫生服务

雇员报酬 医疗卫生相关职业的工资

中间消耗 参考PPP

营业盈余 参考PPP

税收净额 参考PPP

销售收入 参考PPP

B.教育

居民个人教育消费 PPP基础 政府个人教育消费 PPP的基础

教育 私人教育的PPP 教育福利和补偿 公共 (2)价格

教育服务

雇员报酬 教育相关职业的工资

中间消耗 参考PPP

营业盈余 参考PPP

税收净额 参考PPP

销售收入 参考PPP

C.政府公共消费支出

一般政府的公共服务 PPP的基础

雇员报酬 一般政府职业的雇员报酬

中间消耗 参考PPP

营业盈余总额 参考PPP

税收净额 参考PPP

销售收入 参考PPP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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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生产率调整对全球比较的影响,国际元 (PPP法或汇率法)

PCDA
(1)

PCSumDA
(2)

PCsumDA与

PCDA
 

比率
(3)

EKS(%)
HECG/DA
(5)

本币 (%)
HECG/DA
(6)

第 (5)列/
第 (6)列 (7)

医疗卫生+教育+
实际政府公共

支出 (8)

孟加拉国 1295 1414 1.09 36.4 10.5 3.49 472

不丹 3901 5159 1.32 57.1 17.2 3.33 2229

文莱 35733 35145 0.98 63.0 37.2 1.69 22497

柬埔寨 1459 2053 1.41 85.1 15.2 5.60 1242

中国 3986 4657 1.17 49.1 16.7 2.93 1956

中国香港 32338 32627 1.01 29.8 17.3 1.72 9647

中国澳门 28200 22786 0.81 25.1 16.4 1.53 7079

中国台湾 25360 30261 1.19 54.6 22.1 2.47 13854

斐济 4822 5848 1.21 49.7 15.9 3.14 2398

印度 2141 2489 1.16 51.7 14.8 3.50 1106

印度尼西亚 3170 3244 1.02 33.4 11.2 2.98 1059

伊朗 10496 11228 1.07 46.7 16.2 2.89 4901

老挝 1856 2572 1.39 76.4 16.3 4.69 1418

马来西亚 10259 10212 1.00 39.7 17.0 2.34 4073

马尔代夫 4531 7624 1.68 100.4 21.5 4.67 4549

蒙古 2672 3583 1.34 73.6 14.2 5.17 1967

尼泊尔 1135 1372 1.21 55.2 14.7 3.76 626

巴基斯坦 2437 2943 1.21 52.8 14.4 3.65 1286

菲律宾 2972 3089 1.04 43.2 14.6 2.95 1284

新加坡 33543 33033 0.98 35.0 20.5 1.71 11732

斯里兰卡 3583 3699 1.03 34.4 9.9 3.48 1233

泰国 6887 7750 1.13 46.3 17.7 2.61 3187

越南 2163 3180 1.47 85.3 16.3 5.23 1844

亚太地区 11781385 13481449 1.14 48.3 16.3 2.96 5691615

阿根廷 10749 10648 0.99 33.7 19.6 1.72 3625

玻利维亚 3575 4115 1.15 60.3 22.2 2.71 2154

巴西 8401 8875 1.06 45.9 27.8 1.65 3857

智利 11607 10846 0.93 29.4 20.3 1.45 3411

哥伦比亚 6314 6767 1.07 44.2 24.3 1.82 2792

厄瓜多尔 6559 6398 0.98 34.1 17.3 1.96 2234

巴拉圭 3952 4018 1.02 30.6 14.1 2.17 1209

秘鲁 6294 5969 0.95 30.2 19.3 1.56 1903

乌拉圭 9112 9107 1.00 34.7 20.4 1.70 3159

委内瑞拉 8779 7748 0.88 32.8 19.5 1.68 2883

南美洲 2985901 3042959 1.02 40.7 24.5 1.66 1215767

阿尔巴尼亚 5949 6599 1.11 36.8 11.2 3.28 2188

澳大利亚 33442 33790 1.01 30.3 23.1 1.31 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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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CDA
(1)

PCSumDA
(2)

PCsumDA与

PCDA
 

比率
(3)

EKS(%)
HECG/DA
(5)

本币 (%)
HECG/DA
(6)

第 (5)列/
第 (6)列 (7)

医疗卫生+教育+
实际政府公共

支出 (8)

奥地利 32291 32058 0.99 26.3 20.3 1.29 8492

比利时 30745 31211 1.02 29.8 24.0 1.24 9147

波黑 7657 8971 1.17 39.4 18.2 2.17 3016

保加利亚 9924 11191 1.13 47.4 18.1 2.62 4704

加拿大 33745 33901 1.00 25.8 21.4 1.20 8710

克罗地亚 13963 15138 1.08 37.5 21.1 1.78 5240

塞浦路斯 25046 24778 0.99 26.9 20.8 1.29 6744

捷克 19890 21167 1.06 39.2 23.1 1.70 7798

丹麦 31367 32204 1.03 29.1 23.2 1.26 9133

爱沙尼亚 17313 17886 1.03 36.6 16.9 2.16 6335

芬兰 28388 28555 1.01 28.8 21.9 1.31 8183

法国 29954 30356 1.01 28.7 22.0 1.30 8611

德国 28787 29349 1.02 27.4 21.6 1.27 7884

希腊 27131 26766 0.99 29.7 20.2 1.47 8056

匈牙利 17133 18417 1.07 39.4 22.4 1.76 6752

冰岛 42464 43262 1.02 27.8 21.7 1.28 11787

爱尔兰 32107 32417 1.01 26.1 19.1 1.37 8377

以色列 23790 25204 1.06 40.9 28.8 1.42 9733

日本 29796 30567 1.03 30.3 20.0 1.51 9034

韩国 20954 21510 1.03 30.7 19.6 1.57 6431

拉脱维亚 14230 15434 1.08 42.0 17.5 2.39 5970

立陶宛 14637 15747 1.08 40.8 17.9 2.28 5973

卢森堡 51504 52155 1.01 21.2 20.1 1.05 10899

马其顿 7886 8773 1.11 41.5 18.0 2.30 3274

马耳他 21194 21805 1.03 33.5 21.0 1.60 7101

墨西哥 11436 11543 1.01 32.3 16.3 1.97 3688

黑山共和国 8468 10071 1.19 57.7 26.5 2.17 4883

荷兰 31638 32414 1.02 30.5 23.6 1.29 9665

新西兰 25105 24828 0.99 28.1 19.4 1.45 7048

挪威 36837 37611 1.02 29.0 22.3 1.30 10695

波兰 13600 15154 1.11 39.3 20.1 1.96 5348

葡萄牙 21527 21515 1.00 29.7 23.2 1.28 6399

罗马尼亚 9847 10761 1.09 43.4 18.5 2.35 4273

塞尔维亚 9379 9745 1.04 35.9 15.1 2.38 3368

斯洛伐克 16328 17834 1.09 39.6 19.6 2.02 6468

斯洛文尼亚 23115 23144 1.00 29.4 21.0 1.40 6794

西班牙 28649 28254 0.99 26.9 18.6 1.45 7701

瑞典 28972 30530 1.05 33.5 24.4 1.38 9720

瑞士 32286 33022 1.02 26.1 20.6 1.27 8418

土耳其 8119 8284 1.02 28.5 14.0 2.04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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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CDA
(1)

PCSumDA
(2)

PCsumDA与

PCDA
 

比率
(3)

EKS(%)
HECG/DA
(5)

本币 (%)
HECG/DA
(6)

第 (5)列/
第 (6)列 (7)

医疗卫生+教育+
实际政府公共

支出 (8)

英国 32915 32760 1.00 25.7 19.8 1.30 8462

美国 44081 43957 1.00 28.4 28.4 1.00 12521

欧盟统计局—OECD 35269786 35625954 1.01 29.0 23.4 1.24 10227966

亚美尼亚 4104 5282 1.29 49.6 12.6 3.93 2035

阿塞拜疆 4487 4746 1.06 41.7 12.0 3.47 1872

白俄罗斯 8519 10937 1.28 55.4 20.9 2.65 4716

格鲁吉亚 3767 4925 1.31 55.0 17.4 3.17 2073

哈萨克斯坦 8367 10900 1.30 63.4 18.0 3.52 5307

吉尔吉斯斯坦 1816 2930 1.61 75.7 15.5 4.89 1374

摩尔多瓦 2700 4753 1.76 77.7 14.3 5.42 2099

塔吉克斯坦 1476 2734 1.85 104.0 12.9 8.05 1535

乌克兰 5568 7570 1.36 63.1 20.0 3.16 3516

独立国家联合体 2162344 2360383 1.09 45.6 19.0 2.40 985287

安哥拉 3019 2333 0.77 30.7 22.2 1.39 928

贝宁 1423 1496 1.05 37.2 13.5 2.76 530

博茨瓦纳 11244 8195 0.73 36.6 29.2 1.25 4111

布基纳法索 1194 1232 1.03 41.9 20.7 2.03 500

布隆迪 418 529 1.26 69.8 17.2 4.06 292

喀麦隆 1994 1782 0.89 29.0 11.6 2.51 578

佛得角 3401 4254 1.25 44.1 15.8 2.80 1501

中非 700 698 1.00 30.6 10.9 2.82 214

乍得 1680 1988 1.18 77.7 9.1 8.56 1306

科摩罗 1138 1266 1.11 52.8 13.8 3.83 601

刚果民主共和国 262 258 0.98 41.9 13.9 3.02 110

刚果共和国 2817 2.161 0.77 44.1 20.9 2.12 1243

科特迪瓦 1515 1332 0.88 31.1 17.7 1.76 471

吉布提 1959 2063 1.05 46.8 26.5 1.77 918

埃及 5003 5690 1.14 55.5 16.6 3.34 2774

赤道几内亚 9553 6048 0.63 22.5 8.2 2.74 2147

埃塞俄比亚 611 561 0.92 25.3 14.4 1.76 155

加蓬 10565 8482 0.80 39.5 19.1 2.07 4176

冈比亚 811 1598 1.97 152.6 37.4 4.08 1237

加纳 1300 1430 1.10 40.3 14.1 2.85 524

几内亚 948 1023 1.08 48.0 15.8 3.03 455

几内亚比绍 622 771 1.24 64.4 20.5 3.15 400

肯尼亚 1418 1709 1.20 58.1 23.2 2.50 825

莱索托 1795 2802 1.56 83.0 20.0 4.15 1490

利比里亚 407 552 1.36 82.0 22.8 3.60 334

马达加斯加岛 1034 1360 1.32 73.5 19.1 3.85 760

马拉维 725 935 1.29 62.0 22.8 2.72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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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CDA
(1)

PCSumDA
(2)

PCsumDA与

PCDA
 

比率
(3)

EKS(%)
HECG/DA
(5)

本币 (%)
HECG/DA
(6)

第 (5)列/
第 (6)列 (7)

医疗卫生+教育+
实际政府公共

支出 (8)

毛里塔尼亚 2040 2330 1.14 45.5 13.8 3.30 929

毛里求斯 10429 11618 1.11 43.1 17.7 2.43 4497

摩洛哥 3669 3586 0.98 31.1 21.3 1.46 1142

莫桑比克 780 778 1.00 37.4 16.2 2.31 291

纳米比亚 4646 5546 1.19 61.4 29.4 2.09 2853

尼日尔 644 667 1.04 41.6 16.9 2.46 268

尼日利亚 1773 1368 0.77 18.4 10.6 1.74 326

卢旺达 851 1023 1.20 61.2 17.7 3.46 52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681 1997 1.19 53.6 14.9 3.61 901

塞内加尔 1783 1790 1.00 34.9 15.1 2.31 622

塞拉利昂 858 1328 1.55 97.5 30.2 3.23 836

南非 8476 8859 1.05 45.3 26.0 1.74 3842

苏丹 2342 1947 0.83 17.0 8.0 2.12 399

斯威士兰 4455 4867 1.09 54.6 19.7 2.77 2431

坦桑尼亚 1048 816 0.78 17.0 7.7 2.22 178

多哥 995 1141 1.15 45.3 13.9 3.25 451

突尼斯 6456 6279 0.97 30.8 17.5 1.77 1991

乌干达 1033 982 0.95 29.1 19.6 1.49 301

赞比亚 1244 1435 1.15 40.6 21.4 1.90 505

津巴布韦 552 683 1.24 64.2 11.0 5.85 354

非洲 1821701 1816152 1.00 39.8 18.9 2.11 725704

巴林 23095 23008 1.00 31.4 22.8 1.38 7249

伊拉克 3175 4385 1.38 95.8 41.5 2.31 3043

约旦 5219 6778 1.30 52.9 20.1 2.63 2762

科威特 33031 29994 0.91 28.1 26.1 1.08 9297

黎巴嫩 11431 14861 1.30 59.3 27.2 2.18 6783

阿曼 16894 16935 1.00 38.3 28.5 1.34 6475

卡塔尔 50248 52753 1.05 26.7 20.5 1.30 13438

沙特阿拉伯 16573 15716 0.95 39.1 32.8 1.19 6479

叙利亚 4013 4849 1.21 53.0 17.9 2.96 2127

也门 2226 2538 1.14 47.9 15.3 3.13 1066

西亚 844324 896140 1.06 46.4 26.8 1.73 391800

世界 54865442 57223036 1.04 35.1 19238139

  注:PCDA=人均国内支用;PCSumDA=人均国内支用 (13个基本分类+政府公共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HECG=医疗卫生、
教育、公共服务;EKS(%)HECG/DA=HECGPPP支出/国内支用;第 (6)列的国内支用基于汇率之上,除此之外与第 (5)列相同;
第 (8)列是实际的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实际政府公共支出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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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2005年轮ICP中的有采价服务和无采价服务

采价规格品 采价服务

110111.1 大米 110314.1 衣物清洗及修补

110111.2 其他谷类及粉类 110322.1 鞋类产品维修及租用

110111.3 面包 110410 实际和虚拟住房租金

110111.4 其他烘焙食品 110430 住房的维护和维修

110111.5 通心粉产品 110440 供水及与住房相关的其他服务

110112.1 牛肉及小牛肉 110442 与住房相关的其他服务

110112.2 猪肉 110451 用电

110112.3 羔羊肉、绵羊肉和山羊肉 110452 天然气

110112.4 家禽规格品 110453 其他燃料

110112.5 其他肉类和肉制品 110513 家具、装饰材料及地板覆盖物的维修

110113.1 新鲜或冷冻的鱼类和海鲜 110533 家用电器维修

110113.2 腌制的鱼类和海鲜 110562.1 家政服务

110114.1 鲜奶 110562.2 居民服务

110114.2 保鲜乳和其他奶制品 110621 医疗服务

110114.3 奶酪 110622 牙科服务

110114.4 蛋类和蛋类产品 110623 辅助医疗服务

110115.1 黄油和人造奶油 110630 医院服务

110115.3 其他食用动植物油 110723 个人交通工具的维护和维修

110116.1 新鲜水果或冷藏水果 110724 其他与个人交通工具相关的服务

110116.2 冷冻水果、加工水果或蜜饯 110731 铁路客运

110117.1 新鲜或冷藏的蔬菜 110732 公路客运

110117.2 新鲜或冷藏的土豆 110733 航空客运

110117.3 冷冻或腌制的蔬菜 110734 海路和内陆水道客运

110118.1 糖类 110735 联合客运

110118.2 果酱、柚子酱和蜂蜜 110736 其他购买的运输服务

110118.3 糕点、巧克力和冰激凌 110810 邮政服务

110119 食品 (n.e.c.) 110830 电话和传真服务

110121 咖啡、茶和可可 110915 视听、摄影和信息处理设备的维修

110122 矿泉水、软饮料和果汁、蔬菜汁 110935 兽医和其他宠物服务

110211.1 烈酒 110941 娱乐和体育服务

110212.1 葡萄酒 110942 文化服务

110213.1 啤酒 110943 赌博

110220 烟草制品 110960 旅游

110311.1 服装材料和配饰 111000 教育

110312.1 服装 111110 餐饮服务

110321.1 鞋 111120 住宿服务

110511 家具及家饰 111211 美发沙龙和美容机构

110512 地毯和其他地板覆盖物 111220 色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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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采价规格品 采价服务

110520 家用纺织品 111240 社会保障

110531 主要家用电器 (用电与否皆包括在内) 111250 保险

110532 小型家用电器 111261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110540 玻璃器皿、餐具和炊具 111262 其他金融服务 (n.e.c.)

110551 主要工具和设备 111270 其他服务 (n.e.c.)

110552 小工具和其他各种配件 附件A 前两部分中的无采价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110561 非耐用家居用品 130221 雇员报酬

110611 医药产品 130222 中间消耗

110612 其他医用品 130223 营业盈余总额

110711 汽车 130421 雇员报酬

110712 摩托车 130422 中间消耗

110713 自行车 130423 营业盈余总额

110722 个人交通设备燃料和润滑油 130424 生产税净额

110820 电话及传真设备 140111 雇员报酬

110911 视听、摄影和信息处理设备 140112 中间消耗

110914 记录介质 140113 营业盈余总额

110921 主要的户外与室内娱乐耐用品 140114 生产税净额

110931 其他娱乐用品和设备 140115 销售收入

110933 花园与宠物

110950 报纸、书籍和文具

111212 个人护理电气用具、物件和产品

111231 珠宝、时钟和手表

111232 其他私人用品

  资料来源:ICP。
注:n.e.c.=不另分类。

尾注

1.因为该经验已经在Sergeev(1998年)中有过总结,
所以此处不再赘述。

2.亚洲开发银行 (ADB)的初步报告 (2007年,附件

D)对该方法进行了介绍,还针对调整的影响进行了定量

说明。亚洲开发银行网站上的总结报告对此有简短说明。

3.1975年ICP使用了一个包含少数国家的样本来计算

调整系数,由这些样本国家提供医疗卫生资本的估值;

2005年轮ICP将人均工人资本估值使用于整个经济中。这

两轮ICP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2005年轮ICP将调整系

数应用于工资,并使用工资得出间接数量。而1975年ICP
通过调整数量来得到间接PPP。

4.EKS代替 (2005年轮ICP中使用的一种汇总法)GEKS
出现在本章中,EKS能够显示出这个方法源自于统计学家

Corrado
 

Gini,是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一种缩写写法。

5.例如,对一个区域内部的影响依赖于是否使用了

GEKS法或IDB法 (按比例加权的调和GK法),在全球比

较中,它将依赖于是否是以区域或国家为基础使用的

EKS法。

6.要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产生,需要规格品在很

大程度上可交易,然而服务,尤其是难以比较服务在很大

程度上是不具有可交易性的。参见 Heston、Summers和

Nuxoll(1994年)对这种影响的测试以及引用的其他解释。

7.可交易与不可交易的界限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清

晰,消费者可以是旅行者,但是他们旅行到他国的目的同

时也可以是为了寻医问药。同样的道理,建筑公司也可以

到他国寻找项目。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这个界限是很不清

晰的。

8.在20世纪90年代,当欧盟统计局—OECD开始为

非成员国的国家做比较的时候,尤其是为东欧和前苏联国

家作比较的时候,其中一些尝试就是将有采价服务的PPP
用于难以比较服务。但是,正如很多轮ICP的情况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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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务的采价数量不足。

9.通过分别测算出口PPP和进口PPP可以对对外贸

易做出合适的处理,原因在于测算值会涉及额外的价格的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ICP已经通过一个共同的转换系

数将对外收支净额进行了转换。2005年轮ICP使用了汇

率,以前的ICP中曾经使用过国内PPP。汇率的使用并非

基于国家不变量,它对价格水平低于汇率的国家以至这些

国家是否处于贸易逆差或贸易顺差中都会产生不对称影响,
且影响具有系统性。

10.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稳定指的是 “将一个

国家分组与一个更大的国家分组进行比较时,该国家分组

在ICP中的总量保持不变。例如,GK法或EKS法给出的

法国和意大利在15个欧盟国家中的关系就是稳定的,所

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法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仍将

保持不变” (http://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asp?

ID=5527)。尽管具有固定性,五个进行ICP活动的区域

(其中独立国家联合体与欧盟统计局—OECD进行比较)的

汇总产生的结果还是与146个国家进行汇总产生的结果

不同。

11.就业类型的排名不完全有意义,究其原因在于,
举例来说,如果从行政、医疗卫生和教育这个大的分类中

取出一个特定的职业组合样本,行政人员可能主要是水平

较低,而教育人员可能主要是水平较高。

12.使用国家规格品虚拟方程式系数对一个区域做出

测算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测算值基于不同职业的工

资比值,这跟区域比较很相似,而且这些估值再一次说明

了先前已经在区域中发现的,即若在工资和薪金的比值之

上计算低收入区域间接数量测算值,得出的值会大的令人

难以置信。

13.访问以下网址http://pwt.econ.upenn.edu查看

劳动力数据,因有形资本数据目前还不完善,所以没有发

布在网站上。对中国、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研究是作为

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大表估值的补充资料出现的。访问网站

http://www.cid.harvard.edu/ciddata/ciddata.html 查 看

Barro-Lee数据集信息。因本章撰写时使用的是更新后的

Barro-Lee数据集,所以更新后的数据集是否具有更广泛的

覆盖面以及是否更具说服性尚不明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的估值来源于Eng(2008年)的成果,中国的测算值来源

于Wu(2009年)的成果。

14.对于欧盟统计局—OECD、独立国家联合体以及南

美洲地区,其基本分类的补偿平价来自于2005年轮ICP的

研究。非洲、亚太地区以及西亚区域补偿平价已做了调整,
本文中讨论的工资测算方程式是基于英国来计算平价的。
该方程式也可以以美国为基础来进行计算。这三个区域中

的一些国家并不适用该工资测算方程式,所以,对这些国

家,我们将使用一个基于个人平均所得的简便方程式来计

算,当然这种方法并不完善。

15.该实践仅将附件A表中的三种补偿类作为公共消

费及政府采购的个人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因为公共采购

的医疗服务的PPP被部分用于居民采购的医院服务中,相

对仅仅将居民采购医院服务包括在内的做法,表16.6提供

了一种更加详尽的比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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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参考PPP
DEREK

 

BLADES和YURI
 

DIKHANOV

  在2005年的ICP中,国内生产总值 (GDP)
被细分为155个基本分类,涵盖了所有与GDP相

关的最终支出: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贸易

差额。标准程序是通过比较精选的货物和服务的

价格来计算PPP。然而,正如之前各轮的ICP一

样,2005年轮ICP未能对155个基本分类的代表

性货物和服务进行全部采价,主要是因为代价太

高,甚至不太可能做到。此外还因为其中一些基

本分类的价格根本无法获得,政府的营业盈余总

额便是其中一例。对于未收集到价格数据的基本

分类,其PPP则通过参考PPP1 计算得到,即基

于一个或多个其他已经计算出PPP的基本分类来

获得。
当然,撇开那些没有收集价格的基本分类,

我们也能计算出整体PPP。那样的话,这些PPP
中的支出份额将会有所下降,计算得出的PPP仅

涵盖实际收集到的基本分类。但是我们却没有这

样做,因为使用者们希望统计结果能够全面反映

GDP。在之前各轮ICP中,都采用了参考PPP,
在2011年的ICP中将再次采用参考PPP。

各国对于基准PPP所涵盖的基本分类已达成

了一致,但由各区域协调员决定使用哪些PPP来

作为参考PPP。区域协调员在计算其所在区域的

PPP时引入了参考PPP。参考PPP是区域办事处

和ICP全球办公室所要考虑指导的问题,而不是

参与国家要解决的问题。
本章节旨在说明2005年轮ICP中使用了哪些

参考PPP,参考PPP在GDP中的覆盖面的大小,
以及如果仅使用已实际收集的价格数据来计算

PPP价格会有何不同。最后一节将讨论2011年轮

ICP在使用参考PPP的问题上是否需要做任何

调整。

不同种类的参考PPP

参考PPP可被分为以下几类:
• 基于价格的参考PPP
- 特定

- 中性

• 基于物量的参考PPP
• 基于汇率的参考PPP。
随后的各部分将对这些基准PPP进行介绍。

基于价格的参考PPP

事实上,用于ICP的所有基准PPP皆为基于

价格而非基于物量的PPP。参考PPP是通过比较

归类在其他基本分类之下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而

计算得出的相对价格。一些参考PPP是被视为与

未收集价格的基本分类相似的基本分类的PPP。
“相似”在此意指如果缺失价格可获得,它们与其

他国家比较得出的相对价格很可能接近被选作参

考PPP的基本分类的PPP。此类PPP在此称为特

定的参考PPP。它们可能是单个基本分类的PPP
或几个基本分类PPP的平均值。如果是后者,则

为所选PPP价格按支出份额加权求得的几何平

均数。
在其他情况下,参考PPP为一大批基本分类

的PPP,诸如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已收集价格的

所有基本分类。这种情况旨在确保参考PPP的使

用不会改变整体的PPP。此类参考PPP在此称为

中性的参考PPP,因为其意图在于对整批基本分

类的PPP不构成任何影响。
以下为2005年轮ICP中所用的几例特定和中

性的价格法参考PPP:
• 特定的价格法参考PPP
- 住房实际和虚拟租金基本分类的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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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与住房相关的其他服务基本分类的

参考PPP
- 休闲和运动服务基本分类的PPP,用

作博彩基本分类的参考PPP
- 交通运输、餐饮与住宿基本分类下所

有基本分类的几何加权平均值,用作全

包旅游基本分类的参考PPP。
• 中性的价格法参考PPP:
- 国内市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和参

考PPP基本分类),用作麻醉剂基本分

类的参考PPP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PPP (部分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用作其他规格品基本

分类的参考PPP
- 居民消费支出 (不包括参考PPP基本

分类)的PPP,用作社会保障基本分

类参考PPP(部分居民消费支出)。

基于物量的参考PPP

在前几轮ICP中,参考PPP总是基于其他

PPP,即基于相对价格。在2005年轮ICP中,亚

太和非洲地区2对住房的实际和虚拟租金 (简称住

房服务)基本分类使用了基于物量的基准相对价

格。这一做法在ICP中开了先河。
计算住房服务PPP的标准程序是比较不同国

家的相似住房类型的实付租金,这在第12章住房

服务中已进行了阐述。但这种标准程序在许多国

家都不可行,因为几乎所有住房都被其所有者占

用,并且因此仅有少量不具代表性的租赁市场。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一种替代方法被推荐给2005
年轮ICP,运用这种方法,住房服务的PPP通过

首先计算基于各国住房的质量调整数量的物量相

对价格来获得。这些相对物量随后被划分为相对

支出,从而获得PPP。在亚太和非洲两大地区,
发现这两种方法皆不可用;实际租金、住房支出

和住房的质量和数量的数据皆被判定为不可靠。
这种情况下的唯一解决之道便是使用某种基准

PPP价格。
第一种建议是使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HF-

CE,利用省略的住房服务支出计算得出)的总体

PPP作为住房服务的参考PPP。通过此类中性的

PPP,居民消费支出的总体PPP不会受到影响。
但问题是亚太和非洲两大地区住房服务支出的国

家测算皆被视为非常不可靠。用测算不可靠的相

对支出除以中性的相对价格必然将得到不可靠的

相对物量,从而扭曲按实质计算的居民最终消费

支出合计。但这并不可取,因为ICP的主要目的

旨在进行国家间的良好物量比较。这个问题可解

释如下:
A国的DS支出
B国的DS支出÷

A国的DS价格
B国的DS价格=

A国的DS物量
B国的DS物量

DS代表住房服务。方程式的第一项为从A国

和B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已知的相对支出。第二

项为相对价格 (或平均PPP价格),即A国的住房

服务价格除以B国的住房服务价格。将相对支出

除以相对价格得出右侧显示的相对物量。如果相

对支出不可靠,将其除以相对中性价格,将把不

可靠转移到相对量上。另一种选择便是用右边的

中性相对物量以便相对支出中的固有不可靠性转

移至相对价格 (或PPP价格)3。由于物量比较比

PPP具有更高的优先权,这种替代方法因两害相

权取其轻而被接受。居民消费支出的相对物量被

用作住房服务的基准相对物量,且通过相对物量

除以相对支出便可获得 (不可靠的)PPP。

基于汇率的参考PPP

汇率被用于产品和服务出口与进口两个基本

分类以及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和非居

民在本经济领域内的最终消费支出两个基本分类4。
尽管汇率在这里称为参考PPP,但许多观察

员会对此持有异议。他们认为,汇率理所当然应

是所有进口和出口的PPP,包括居民在出国旅行

时直接购买的产品。
另一种可能的观点是对外贸易PPP,然而,

如果进出口被完全当成其他规格品一样对待,则

这样获得的PPP必然不会与汇率相同。举一个简

单的例子,假设两国出口相同品种的香蕉,并使

用诸如中非法郎 (Central
 

Afrian
 

franc,CFA)这

样的相同货币,如果贸易完全自由,两国出口一

吨香蕉的离岸价格必然相同,否则离岸价格更高

的国家便不会再出口香蕉。且在这种情况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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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将确实等同于按相对价格计算得出的PPP:两

者在这种情况下一致。但事实上市场并非自由,
许多国际性的贸易规格品受到特定的贸易协定的

管制,香蕉便是一个恰当特例。此外,一吨这种

香蕉的到岸价格 (成本、保险和货运价格)在进

口国也不会相同,因为除开离岸价格的差异,国

际货运和保险成本也会有所不同。简而言之,如

果香蕉进出口的PPP通过分别比较离岸价格和成

本、保险和货运价格得出,则毫无疑问,他们无

论如何都不会等同于汇率。
居民在国外的所购物和非本地居民在本国土

领域内的所购物也可被视为具有与汇率不同的

PPP。这些基本上是诸如运输、酒店和餐馆用餐之

类的事情的旅游支出。非本地居民在A国所购得

的酒店房间或火车票的双边PPP,是A国的这些

价格除以非本地居民在B国所购得的相似酒店房

间或火车票价格所得比率。没有理由期望该PPP
会与汇率相同。

如果按计算最终支出的其他规格品的相同方

式来计算进出口规格品的PPP,则收集价格将会

花费很大的代价,而且从实践角度而言,使用汇

率合乎情理。对于居民在国外的购买净额而言,
前文所提供的替代方法反而比使用汇率更可取。
无论如何,将汇率视为参考PPP价格而非真正的

经测算的PPP似乎更准确。

在2005年轮ICP中采用参考PPP的基本

分类

  表17.1展示了在2005年轮ICP中六大区域采

用了参考PPP的基本分类。所采用的参考PPP的

种类表示如下: (V)代表基于物量的参考PPP,
(S)代表特定的价格法参考PPP,(N)代表中性

的价格法参考PPP,(X)代表汇率。
参考PPP在南非地区使用得最少 (32个基本

分类)而西亚则使用最多 (39个基本分类)。他们

主要被用于政府下的基本分类和大量居民支出下

的基本分类。除了西亚的所有地区中,中性的参

考PPP比特定的参考PPP使用得更多。相较于其

他地区而言,西亚在更多的基本分类上使用参考

PPP,但尝试过为大多数基本分类找出特定而非中

性的参考PPP。

表17.1 在2005年轮ICP中采用了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按区域)

代码 基本分类 欧盟统计局—OECD 独联体 亚太地区 非洲 西亚地区 南美洲

居民

110231.1 麻醉剂 N N

110411.1 实际和虚拟住房租金 V V

110441.1 供水 N

110442.1 其他住房服务 S S S S N S

110513.1 家具维修 S S S S

110533.1 家电维修 S S S S

110562.1 家政服务 S S

110562.2 居民服务 S S S S

110631.1 医院服务 S S

110712.1 摩托车 S S S S

110714.1 畜力车 N N S

110731.1 铁路客运 S

110734.1 海路客运 S S S S

110735.1 联合客运 S S S S

110736.1 其他运输服务 S S S

203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续表

代码 基本分类 欧盟统计局—OECD 独联体 亚太地区 非洲 西亚地区 南美洲

110921.1 主要娱乐耐用品 S S S

110923.1 其他主要耐用品维护 S

110933.1 花园与宠物 N N N

110935.1 兽医与宠物服务 N N S N

110943.1 赌博 N N N N S N

110961.1 旅游 S S

111011.1 教育 S S

111221.1 色情服务 N N

111241.1 社会保障 N N N N N N

111251.1 保险 N N N N N N

111261.1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N N N N N N

111262.1 其他金融服务 N N N N

111271.1 其他服务 N N N N

111311.1/2 常住单位在国外购买净额 X X X X X X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

120111.1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
构的消费 N N

政府

130111.1 住房 S S

130212.4 医院服务 S S

130222.1 中间消耗:医疗卫生 N N N N N N

130223.1 营业盈余总额:医疗卫生 S S S S S S

130224.1 生产净税额:医疗卫生 S S N N N N

130225.1 销售收入:医疗卫生 S S N N N N

130311.1 娱乐和文化 N N S

130411.1 教育福利和补偿 S S

130422.1 中间消耗:教育 N N N N N N

130423.1 营业盈余总额:教育 S S S S S S

130424.1 生产净税额:教育 S S N N S N

130425.1 销售收入:教育 S S N N S N

130511.1 社会保障 N N

140112.1 中间消耗:公共服务 N N N N N N

140113.1 营业盈余总额:公共服务 S S S S S S

140114.1 生产净税额:公共服务 S S N N S N

140115.1 销售收入:公共服务 S S N N S N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50111.1 金属制品 S

150115.1 其他制成品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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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基本分类 欧盟统计局—OECD 独联体 亚太地区 非洲 西亚地区 南美洲

150121.2 其他道路运输 S

150122.1 其他运输设备 N N S

150311.1 其他规格品 N N N N N

存货与贵重物品

160111.1/2 存货变动 S S S S S S

160211.1/2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 S S

进出口差额

170111.1/2 货物与服务净出口额 X X X X X X

基准PPP的总数
其中:基准相对物量
基准PPP:特定
基准PPP:中性
汇率

34 34 35 34 39 32

1 1

14 14 14 13 25 12

20 20 18 18 12 18

2 2 2 2 2 2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V=基准相对物量;S=特定的基准PPP;N=中性的基准PPP;X=市场汇率;FISIM=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何为参考PPP?

2005年的 《ICP操作手册》 (世界银行,
2005)为可以采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提供了指

导,并针对参考PPP使用的各种情形提出了建议。
表17.2所示的是在 《2005年轮ICP方法手册》中

推荐的PPP(世界银行,2007)。
该表突出显示了特定的参考PPP。特定和中

性的参考PPP之间的区别通常是显而易见的,但

也有模棱两可的情况。例如,在表17.2中,当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被用于其他规格品基本分类 (资
本形成)时,显示为中性的参考PPP,但当其作

为政府营业盈余总额的参考PPP时则显示为特定

的参考PPP。在第一种情况下,最有可能的意图

是避免影响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PPP (因此它是

一个中性的参考PPP),而第二种情况下的使用则

是因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相对价格被假定类似

于固定资本消耗的相对价格,固定资本消耗是政

府营业盈余总额中迄今最大的一类。

表17.2 2005年轮ICP中由全球办公室推荐使用的基准PPP

代码 基本分类 基准PPP

110231.1 麻醉剂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以及使用基准

PPP的基本分类)

110442.1 其他住房服务 实际和虚拟租金的PPP

110631.1 医院服务 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的PPP(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110714.1 畜力车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以及使用参考

PPP的基本分类)

110943.1 博彩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以及欧盟统计
局—OECD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110961.1 全包旅游 交通服务、餐饮和住宿的PPP加权平均值

111011.1 教育 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的PPP (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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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基本分类 基准PPP

111221.1 色情服务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以及使用参考

PPP的基本分类)

111241.1 社会保障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不包括社会保障、娱乐和文化以及住房)的PPP

111251.1 保险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以及使用参考

PPP的基本分类)

111261.1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以及使用参考

PPP的基本分类)

111311.1 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支出 汇率

111311.2 非常住居民在经济领土内的支出 汇率

120111.1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消费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不包括社会保障、娱乐和文化以及住房)的PPP

130111.1 住房 (政府) 实际和虚拟租金的PPP

130212.4 医院服务 (政府) 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的PPP(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130222.1 中间消耗:医疗卫生服务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以及使用参考

PPP的基本分类)

130223.1 营业盈余总额:医疗卫生服务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PPP

130224.1 生产净税额:医疗卫生服务 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的PPP(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130225.1 销售收入:医疗卫生服务 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的PPP(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1303111 娱乐文化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不包括社会保障、娱乐文化以及住房)的PPP

1304111 教育福利和补偿 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的PPP (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1304221 中间消耗:教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以及使用参考

PPP的基本分类)

1304231 营业盈余总额:教育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PPP

1304241 生产净税额:教育 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的PPP (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1304251 销售收入:教育 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的PPP (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1305111 社会保障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不包括社会保障、娱乐和文化以及住房)的PPP

1401121 中间消耗:公共服务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分类以及使用参考

PPP的基本分类)

1401131 营业盈余总额:公共服务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PPP

1401141 生产净税额:公共服务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PPP (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1401151 销售收入:公共服务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PPP (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1501221 其他运输设备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PPP

1503111 其他规格品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PPP

1601111 存货的期初价值 日用消费品和设备规格品的PPP加权平均值

1601112 存货的期末价值 日用消费品和设备规格品的PPP加权平均值

1602111 贵重物品获得 珠宝、时钟和手表的PPP

1602112 贵重物品处置 珠宝、时钟和手表的PPP

1701111 货物与服务出口额 汇率

1701112 货物与服务进口额 汇率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FISIM=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NPISH=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GFCF=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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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例子是由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的PPP,
他们被用作教育生产税净额的参考PPP。在此,
他们被显示为特定的PPP,假设其因为相对价格

被认为类似于教育服务的相对价格而被选中。然

而,由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的PPP同样也可以被

选作基准PPP,因为这对政府教育服务的整体

PPP产生的影响是中性的。
这份基本分类和推荐基准PPP列表是依据欧

盟统计局—OECD的经验而得出。独联体地区严格

遵循了这些指导方针,但从表17.1中可以看出,其

他地区却并非如此。各地区所使用的参考PPP在附

件A中列出。与表17.2的主要偏离可以概括如下:
• 大部分地区在居民消费支出上使用的参考

PPP比推荐的要多。大多集中在服务基本分类而

非规格品基本分类,除欧盟统计局—OECD以及

独联体以外的所有地区都在家政、居民、维修、
金融和保险服务基本分类上使用了参考PPP。他

们通常也是具有相当低的支出权数的基本分类,
并且因此所涉及的地区十分明确,在这些基本分

类中使用稀有资源来为规格品采价并不明智。
• 就政府消费支出而言,可以看出亚太地

区、非洲、西亚及南美洲地区比欧盟统计局—
OECD以及独联体地区使用的参考PPP更少,这

主要是因为缺少的诸如住房、社会保障、以及娱

乐文化等基本分类的支出权数为零或接近零且从

而被忽略掉了。
ICP手册中最常推荐使用的中性PPP为居民

个人消费支出PPP (不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基本

分类以及使用基准PPP的基本分类)。
表17.3展示了各个地区采用参考PPP核算的

GDP所占比例,以及采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的

相对重要性。表中突出显示了占GDP的0.5%以

上的基本分类,以表明其重要性。根据该表,以

下基本分类占至少一半地区GDP的0.5%以上。
• 住房的维护和维修

• 社会保障 (在居民消费之下)
• 保险

• 中间消耗:医疗卫生服务

• 中间消耗:教育服务

• 中间消耗:公共服务

• 营业盈余总额:公共服务

• 销售收入:公共服务

• 其他产品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下)
• 存货变动

此外,使用基于汇率的参考PPP的收支差额

也在GDP中占较大份额,实际和虚拟住房租金基

本分类也是如此。该基本分类的基准相对物量被

用在亚太地区和非洲地区。

表17.3 2005年轮ICP中用参考PPP核算的GDP所占百分比

欧盟统计局
—OECD

独联体 亚太地区 非洲 西亚 南美洲 所有地区a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110410 实际和虚拟住房租金 6.37 4.54 5.46

110430 住房的维护和维修 0.61 1.73 0.53 0.54 0.41 0.53 0.72

110440 供水及与住房相关的其他
服务 0.45 0.45

110442 与住房相关的其他服务 0.38 0.14 0.18 0.25 0.25 0.13 0.22

110513 家具、装饰材料及地板覆盖
物的维修 0.02 0.12 0.08 0.04 0.06

110533 家用电器维修 0.03 0.07 0.07 0.07 0.06

110562.1 家政服务 0.30 0.42 0.36

110562.2 居民服务 0.08 0.16 0.12 0.02 0.10

110630 医院服务 1.14 0.68 0.91

110712 摩托车 0.49 0.12 0.02 0.13 0.19

110731 铁路客运 0.00 0.00

110734 海路和内陆水道客运 0.08 0.09 0.00 0.0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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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统计局
—OECD

独联体 亚太地区 非洲 西亚 南美洲 所有地区a

110735 联合客运 0.00 0.16 0.08 0.02 0.06

110736 其他购买的交通运输服务 0.11 0.34 0.05 0.17

110921 主要的户外与室内娱乐耐
用品 0.05 0.13 0.02 0.07

110933 花园与宠物 0.06 0.08 0.12 0.09

110935 兽医和其他宠物服务 0.02 0.07 0.01 0.02 0.03

110943 博彩 0.56 0.08 0.36 0.17 0.00 0.15 0.22

110960 旅游 0.41 0.14 0.27

111000 教育 1.58 1.77 1.68

111220 色情服务 0.03 0.00 0.01 0.00 0.01

111240 保障 1.72 0.85 0.73 0.39 0.34 0.21 0.71

111250 保险 1.10 0.16 0.52 0.24 0.17 0.67 0.48

111261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0.64 0.00 0.48 0.25 0.49 0.26 0.35

111262 其他金融服务 (不另分类) 0.17 0.32 0.13 0.45 0.35

111270 其他服务 (不另分类) 0.62 0.32 0.22 1.03 0.52

111300 国外购买净额 -1.38 0.61 0.00 -0.75 0.21 0.00 -0.22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130222 中间消耗:医疗卫生服务 0.94 0.97 0.47 0.31 0.97 0.90 0.76

130223 营业盈余总额:医疗卫生
服务 0.13 0.20 0.02 0.14 0.05 0.11 0.11

130224 生产税净额:医疗卫生服务 0.02 0.14 0.00 0.05 0.00 0.01 0.04

130225 销售收入:医疗卫生服务 -0.26 -0.06 0.00 -0.05 -0.16 -0.07 -0.10

130422 中间消耗:公共服务 0.88 1.28 0.62 0.51 0.56 0.43 0.72

130423 营业盈余总额:公共服务 0.28 0.27 0.06 0.28 0.15 0.12 0.19

130424 生产税净额:公共服务 0.02 0.01 0.00 0.04 0.07 0.01 0.03

130425 销售收入:公共服务 -0.38 -0.30 0.00 -0.09 -0.45 -0.14 -0.23

140112 中间消耗:公共服务 3.85 3.61 3.01 3.97 5.19 2.72 3.72

140113 营业盈余总额:公共服务 1.23 0.79 0.27 1.49 0.49 0.46 0.79

140114 生产税净额:公共服务 0.03 0.02 0.09 0.31 0.00 0.04 0.08

140115 销售收入:公共服务 -1.20 -0.36 0.00 -0.57 -0.86 -0.52 -0.58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50300 其他产品 1.65 1.81 2.28 0.93 0.76 1.50

存货和贵重物品变动

160000 存货和贵重物品变动 1.29 2.29 2.22 2.00 0.84 0.76 1.57

进出口差额

180000 进出口差额 -3.18 -7.53 1.89 -8.10 9.92 4.17 0.47

以上合计 13.57 10.20 22.42 9.58 21.60 14.14 15.25

无存货和贵重物品变动、进出口差额
以及国外购买净额的基准PPP 16.85 14.83 18.30 16.42 10.63 9.21 14.37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FISIM=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n.e.c.=未另分类;a.采用基准PPP的各区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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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7.3的最后两行总结了各地区和所有地区

整体的参考PPP的重要性。其中,第一行所示的

“以上合计”指各栏百分比的总数。这些总数包括

三个差额总类:存货和贵重物品变动、货物和服

务净出口额以及国外居民购买净额。这意味着如

果平衡项为负值,则那些大量使用非平衡基本类

参考PPP的地区就像是未使用基准PPP。例如,
作为一个地区的非洲报告了较大的贸易逆差,则

会造成非洲并未使用参考PPP的假象。相反,西

亚地区拥有较大的贸易顺差则会夸大该地区使用

参考PPP平均幅度。
最后一行省略了这些差额总类并更加清晰地

展示了不同地区使用基准PPP的程度。总的来说,
基准PPP仅覆盖了GDP的14%多一点,南美洲最

低,占9%,而亚太地区是其两倍,达到18%。
表17.4列出了参与2005年轮ICP的国家

及其按基准PPP核算的 GDP所占百分比的排

名。表中的百分比数据与表17.3最后一栏所示

相对应,其中未包含两项贸易差额和存货与贵

重物品变动。

表17.4 2005年轮ICP中采用基准PPP核算的GDP所占百分比

国家/经济体
占GDP
百分比

国家/经济体
占GDP
百分比

国家/经济体
占GDP
百分比

国家/经济体
占GDP
百分比

巴拉圭 3.5 也门 10.9 斯里兰卡 14.2 捷克 17.5

卡塔尔 3.6 波黑 11.0 塞内加尔 14.2 斯洛伐克 17.7

委内瑞拉 4.6 喀麦隆 11.2 塞浦路斯 14.2 利比里亚 18.1

厄瓜多尔 5.0 泰国 11.3 印度尼西亚 14.2 中国 18.1

科威特 5.4 安哥拉 11.4 贝宁 14.3 以色列 18.2

玻利维亚 5.9 俄罗斯 11.5 波兰 14.4 毛里求斯 18.4

叙利亚 6.1 拉脱维亚 11.5 新西兰 14.4 越南 18.4

莫桑比克 6.4 罗马尼亚 11.6 匈牙利 14.5 英国 18.5

墨西哥 6.8 卢森堡 11.6
 

约旦 14.5 埃塞俄比亚 18.7

坦桑尼亚 6.8 爱尔兰 11.8 哈萨克斯坦 14.5 丹麦 18.9

土耳其 6.9 津巴布韦 11.8 法国 14.6 伊朗 18.9

沙特阿拉伯 7.1 乌克兰 11.8 菲律宾 14.6 尼泊尔 19.0

加纳 7.4 爱沙尼亚 11.9 奥地利 14.9 蒙古 19.2

阿根廷 7.4 保加利亚 12.2 乌干达 14.9 老挝 19.2

智利 7.4 科摩罗 12.2 文莱 15.1 纳米比亚 19.4

阿曼 7.7 巴林 12.3 肯尼亚 15.2 吉布提 19.5

尼日利亚 7.8 马里 12.4 德国 15.4 澳大利亚 19.6

刚果共和国 7.8 突尼斯 12.5 挪威 15.6 马拉维 19.6

乌拉圭 8.1 伊拉克 12.5 日本 15.7 乍得 19.7

亚美尼亚 8.3 加拿大 12.5 卢旺达 15.7 中国香港 19.8

立陶宛 9.2 阿塞拜疆 12.7 塞拉利昂 15.8 马来西亚 19.9

秘鲁 9.2 斯洛文尼亚 12.8 新加坡 15.8 瑞典 20.1

苏丹 9.2 克罗地亚 12.9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5.9 尼日尔 22.2

赤道几内亚 9.4 埃及 12.9 布隆迪 15.9 布基纳法索 22.4

黎巴嫩 9.4 孟加拉国 12.9 韩国 16.0 冈比亚 22.5

几内亚 9.4 黑山共和国 13.2 巴西 16.0 美国 22.5

博茨瓦纳 9.5 吉尔吉斯斯坦 13.2 莱索托 16.1 荷兰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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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经济体
占GDP
百分比

国家/经济体
占GDP
百分比

国家/经济体
占GDP
百分比

国家/经济体
占GDP
百分比

白俄罗斯 9.6 意大利 13.5 毛里塔尼亚 16.1 马达加斯加 22.6

中国澳门 9.6 巴基斯坦 13.5 芬兰 16.4 中国台湾 22.7

马其顿 9.7 加蓬 13.5 刚果民主共和国 16.4 南非 23.0

希腊 9.8 冰岛 13.5 多哥 16.4 几内亚比绍 23.1

阿尔巴尼亚 10.1 葡萄牙 13.6 瑞士 16.5 佛得角 24.2

中非共和国 10.2 摩洛哥 13.7 比利时 16.8 斐济 30.2

塞尔维亚 10.2 马耳他 13.8 斯威士兰 16.9 赞比亚 30.4

格鲁吉亚 10.6 摩尔多瓦 13.8 不丹 17.2 马尔代夫 37.4

塔吉克斯坦 10.7 柬埔寨 13.9 西班牙 17.4

哥伦比亚 10.8 印度 14.0 科特迪瓦 17.4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图17.1 按参考PPP测算的基本分类份额统计的国家数量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表17.4中百分比较低的国家主要报告了较低

的政府支出,而百分比更高的国家的政府支出

(集体和个人两方面)通常也更高,并且在非洲和

亚洲国家中,实际和虚拟住房租金占了较大份额。
从图17.1可以看出,各国的百分比围绕着14%的

全球平均水平相当均匀地分配。

采用参考PPP是如何影响比较结果的?

本部分的图表对已发布的2005年GDP一级

PPP与不使用基于价格的参考PPP以及不使用基

于汇率的参考PPP计算GDP的情况下会采用的

GDP一级PPP进行了比较。
表17.5显示了未使用基于价格的参考PPP来

903

第17章 参考PPP



计算的各GDP一级PPP之间的百分比差异。负数

意味着相较于不使用基准PPP时GDP一级的PPP
的水平,使用基于价格的参考PPP会低于实际已

发布的GDP一级PPP。
大多数差值为正,表明使用基于价格的参考

PPP对计算GDP的PPP有一个向上的影响。

表17.5 不使用基于价格的参考PPP计算得出的GDP一级PPP与已发布的PPP之间的差异

已发布的GDP一级PPP的百分比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波黑 -0.0 伊朗 -0.6 斯洛文尼亚 1.3 比利时 2.0

斯威士兰 0.0 南非 0.6 中国台湾 1.3 澳大利亚 2.1

黑山共和国 -0.0 阿根廷 0.6 佛得角 1.3 布基纳法索 -2.4

毛里求斯 0.0 贝宁 -0.6 爱尔兰 1.3 越南 -2.4

马尔代夫 0.1 刚果民主共和国 -0.6 马来西亚 1.3 塞拉利昂 -2.5

委内瑞拉 0.1 乌拉圭 0.6 新加坡 1.3 黎巴嫩 2.5

赞比亚 -0.1 丹麦 0.6 刚果共和国 -1.3 塞浦路斯 2.6

巴拉圭 -0.1 罗马尼亚 0.6 日本 1.3 葡萄牙 2.6

波兰 0.1 柬埔寨 -0.6 克罗地亚 1.3 西班牙 2.6

哥伦比亚 -0.2 加蓬 -0.7 科特迪瓦 -1.4 卡塔尔 2.6

塞内加尔 -0.2 厄瓜多尔 0.7 约旦 1.5 韩国 2.6

纳米比亚 0.2 菲律宾 -0.8 保加利亚 -1.5 冰岛 2.9

坦桑尼亚 -0.2 肯尼亚 -0.8 荷兰 1.5 斐济 2.9

立陶宛 -0.2 文莱 0.8 几内亚 -1.5 老挝 -3.0

泰国 0.2 尼日利亚 -0.8 以色列 1.5 哈萨克斯坦 -3.1

拉脱维亚 -0.3 也门 0.8 中国香港 1.5 塞尔维亚 -3.1

斯洛伐克 -0.3 摩洛哥 0.8 多哥 -1.6 马达加斯加 -3.1

喀麦隆 -0.3 芬兰 0.9 斯里兰卡 -1.6 马拉维 -3.2

中国澳门 0.3 乌干达 -0.9 马里 -1.6 伊拉克 3.2

科摩罗 -0.3 阿尔巴尼亚 0.9 奥地利 1.6 毛里塔尼亚 -3.2

莱索托 -0.3 智利 0.9 叙利亚 1.6 科威特 3.3

瑞典 0.3 不丹 -0.9 博茨瓦纳 -1.7 俄罗斯 -3.3

卢旺达 -0.3 印度尼西亚 1.0 马耳他 1.7 沙特阿拉伯 3.4

莫桑比克 -0.4 匈牙利 1.0 德国 1.7 美国 3.4

玻利维亚 -0.4 加纳 -1.0 英国 1.7 白俄罗斯 -3.4

印度 -0.4 巴基斯坦 -1.0 意大利 1.7 巴林 3.7

孟加拉国 0.4 苏丹 -1.0 尼日尔 -1.8 阿曼 3.9

土耳其 0.4 捷克 1.1 卢森堡 1.8 亚美尼亚 -3.9

津巴布韦 -0.4 安哥拉 -1.1 马其顿 -1.8 格鲁吉亚 -3.9

中国 -0.5 中非共和国 -1.1 法国 1.9 阿塞拜疆 -4.5

挪威 -0.5 埃及 -1.2 新西兰 1.9 乌克兰 -4.7

爱沙尼亚 0.5 墨西哥 1.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9 几内亚比绍 -4.7

秘鲁 0.5 埃塞俄比亚 -1.2 布隆迪 -1.9 乍得 -6.3

吉布提 -0.5 赤道几内亚 -1.2 瑞士 2.0 吉尔吉斯斯坦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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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巴西 0.5 尼泊尔 -1.2 加拿大 2.0 冈比亚 -8.6

突尼斯 0.6 蒙古 -1.3 利比里亚 -2.0 摩尔多瓦 -9.5

塔吉克斯坦 -11.2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各国家/经济体按差异绝对值升序排名。

图17.2 基于价格的参考PPP的影响:ICP地区范围内各国已发布GDP一级PPP和

不使用价格法参考基本分类计算得出GDP一级PPP之间的差异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参见附件B的国家/经济体代码。

  图17.2展示了按地区排列的这146个参与国

的差异分布。大部分亚太地区、南美洲、欧盟统

计局—OECD、和非洲这四个地区范围内的国家所

呈现出的差异很小;独联体和西亚的国家的差异

略大。
从图17.3的直方图可以看出,60%的国家的

差异都小于±1.5%,而四分之三的国家小于

2.5%。但独联体和非洲地区的几个国家显示出了

超过6%的显著负差异。由于对整体PPP的计算带

来的影响为中性,许多基于价格的参考PPP得以

选用,所以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即使许多

国家GDP一级PPP测算中有很大部分使用了参考

PPP,但选用的参考PPP对整体结果产生的影响

却并不大。西亚地区的国家尤其偏向于选用中性

的参考PPP,这也可以解释该地区的国家为何有

了较大的差异。
表17.6和图17.4及17.5展示了基于汇率的

PPP的影响。由此带来的差异远大于基于价格的

参考PPP,这些差异从冰岛的近-7%到摩尔多瓦

和冈比亚共和国的+11%以上。
在诠释这些差异时,需记住这些差异即取决

于贸易与直接从国外购买物的差额规模,以及汇

率与PPP的差异程度两个因素。如果两项的总差

额为零或很小,则表17.6中所示的差值也将为零

或较小。如果总差额较大,则表17.6中所示的差

值将取决于汇率与GDP一级PPP的偏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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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按不使用基于价格计算得出的参考PPP的GDP一级PPP与已发布的GDP一

级PPP之间的差值大小统计的国家数量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表17.6 不使用基于汇率的参考PPP的GDP一级PPP与已发布的GDP一级PPP之间的差异

已发布的GDP一级PPP的百分比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厄瓜多尔 0.0 阿塞拜疆 -0.5 乌克兰 1.2 马耳他 -2.5

喀麦隆 0.0 印度尼西亚 -0.5 贝宁 1.2 克罗地亚 -2.6

韩国 -0.1 白俄罗斯 0.5 博茨瓦纳 -1.3 赤道几内亚 2.6

捷克 -0.1 科威特 0.5 尼日尔 1.3 丹麦 2.7

波兰 -0.1 塞内加尔 0.6 乍得 -1.3 马来西亚 -2.7

科特迪瓦 0.1 秘鲁 -0.6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3 乌干达 2.9

哥伦比亚 -0.1 阿根廷 -0.6 印度 1.4 西班牙 -3.0

赞比亚 0.1 土耳其 -0.7 英国 -1.4 中国澳门 3.0

斯洛伐克 0.1 黑山共和国 0.7 卡塔尔 -1.4 津巴布韦 -3.1

斯威士兰 -0.1 马里 0.7 埃及 1.6 马拉维 3.1

吉布提 -0.1 莫桑比克 0.7 巴拉圭 1.6 保加利亚 3.1

玻利维亚 -0.1 意大利 -0.8 比利时 1.7 荷兰 3.2

委内瑞拉 -0.1 苏丹 0.8 俄罗斯 -1.7 葡萄牙 -3.3

毛里求斯 0.1 利比里亚 0.8 安哥拉 1.7 瑞士 3.3

刚果民主共和国 -0.1 中非 0.8 加蓬 -1.7 几内亚比绍 3.4

智利 0.2 爱沙尼亚 -0.8 坦桑尼亚 1.7 瑞典 3.4

科摩罗 -0.2 中国 -0.8 波黑 1.8 卢旺达 3.5

拉脱维亚 0.2 哈萨克斯坦 -0.9 孟加拉国 2.0 亚美尼亚 3.5

伊拉克 -0.2 刚果共和国 0.9 阿曼 -2.0 老挝 3.6

巴西 -0.2 加拿大 0.9 新西兰 -2.0 不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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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国家/经济体 %

乌拉圭 -0.2 几内亚 0.9 莱索托 2.0 斐济 -4.0

匈牙利 -0.3 斯洛文尼亚 -0.9 越南 2.0 佛得角 -4.0

马尔代夫 -0.3 中国香港 0.9 德国 2.1 马达加斯加 4.1

立陶宛 0.3 菲律宾 0.9 加纳 2.1 格鲁吉亚 4.1

墨西哥 -0.3 法国 -1.0 美国 -2.1 塞拉利昂 4.1

以色列 -0.3 巴林 -1.0 肯尼亚 2.2 塞浦路斯 -4.4

突尼斯 0.3 沙特阿拉伯 -1.0 文莱 -2.2 埃塞俄比亚 4.5

叙利亚 -0.3 也门 -1.0 巴基斯坦 2.2 尼泊尔 4.6

中国台湾 -0.4 阿尔巴尼亚 1.0 塞尔维亚 2.3 塔吉克斯坦 6.3

泰国 0.4 新加坡 1.1 约旦 2.3 冰岛 -6.7

南非 -0.4 伊朗 -1.1 布基纳法索 2.3 毛里塔尼亚 6.8

摩洛哥 -0.4 纳米比亚 -1.1 布隆迪 2.3 爱尔兰 7.1

黎巴嫩 0.4 柬埔寨 1.1 斯里兰卡 2.4 吉尔吉斯斯坦 7.7

日本 0.4 澳大利亚 -1.2 多哥 2.4 挪威 10.4

奥地利 0.5 蒙古 1.2 芬兰 2.5 卢森堡 10.5

罗马尼亚 0.5 尼日利亚 -1.2 马其顿 2.5 摩尔多瓦 11.2

冈比亚 11.7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图17.4 基于汇率的参考PPP的影响:ICP地区内各国已发布的GDP一级PPP和不使用基于汇率

的参考PPP的GDP一级PPP之间的差异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参见附件B的国家/经济体代码。

2011年轮ICP的经验教训

对于何时使用参考PPP而不收集基本分类价

格,必须由各区域内各个国家与区域协调员共同

协商后做出决定。制定该决策将取决于可用于采

集价格的资源,以及基本分类的重要性。参考

PPP的选择同样需要各国与该区域的协调员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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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5 不使用基于汇率的参考PPP的GDP一级PPP与已发布的GDP
一级PPP之间的差异大小统计的国家数量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协商决定。但ICP全球办公室可基于之前几轮ICP
所获得的经验对各国进行指导。从本章的论述中

可总结出以下七条建议:
1.就在GDP中所占的份额而言,使用参考

PPP的四大基本分类为十分重要。他们分别是:
住房的维护和维修、社会保障 (在居民消费之

下)、保险5以及其他规格品 (在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之下)。在2011年轮ICP中,至少某些基本分

类中的代表性本可能收集到价格以便使其PPP直

接使用实际价格测算得出。

2.一些地区应当考虑收集那些在本地区重要

权重的规格品和服务的价格,如亚太地区的摩托

车、非洲的家政服务、欧盟统计局—OECD和独

联体地区的民办教育。
3.通常情况下,最好尽可能不要将产品和服

务混合。如果某一参考PPP将用于规格品基本分

类,则该基准PPP也应当基于某一规格品基本分

类。服务基本分类也同样理应如此。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我们从过去几轮的ICP中得知,规格品和

服务的相对价格在不同国家间通常差异很大。在

2005年的ICP中,大型家电、小型家电和小工具

和杂件的PPP在亚太和非洲两大地区被用作家政

服务的参考PPP,而使用服务基本分类的PPP作

为参考PPP原本可能更好。

4.如住宿、餐饮和交通等旅游类支出的PPP
的加权几何平均值可能比汇率更适合作为常住居

民在国外净支出的基准PPP。
5.可能的话,与中性参考PPP相比,应优先

选择特定参考PPP。在2005年轮ICP中,西亚地

区使用了花园与宠物、医疗卫生服务和辅助医疗

服务的PPP平均值作为兽医和宠物服务的参考

PPP,娱乐和运动服务的PPP作为博彩的参考

PPP。其他地区在这两种情况中则使用的是中性参

考PPP。
6.2011年轮ICP中本应避免使用对实际和虚

拟住房租金使用参考PPP。亚太和非洲地区可能

在提供租金数据和住房数量和质量上需要更多的

帮助,以便某种或其他首选方法能够用于计算重

要基本分类的PPP。在2005年轮ICP中使用基于

物量的参考PPP无疑影响了这些地区PPP的可靠

性,尽管误差的大小和方向不得而知。
7.最后,在数据验证阶段审查参考PPP会非常

有用。在2005年轮ICP中大量精力被用于价格验证,
但却并未在参考PPP的评估中投入相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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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采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BH)

基本分类:烈酒 基本分类代码:110211.1

西亚 非酒精饮料 (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也门)

基本分类:葡萄酒 基本分类代码:110212.1

西亚 非酒精饮料 (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

基本分类:啤酒 基本分类代码:110213.1

西亚 非酒精饮料 (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

基本分类:麻醉剂 基本分类代码:110231.1

欧盟统计局—OECD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教育基本分类和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供水 基本分类代码:110441.1

西亚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使用基准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其他居民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10442.1

欧盟统计局—OECD 实际和虚拟租金

亚太地区 住房维护、供水

非洲 住房维护、供水

西亚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使用基准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住房维护、供水

基本分类:家具维修 基本分类代码:110513.1

亚太地区 住房维护

非洲 住房维护

西亚 清洁类PPP的几何平均数;服装修补和租用;鞋类修补和租用;住房维护和维修

南美洲 住房维护

基本分类:家用电器维修 基本分类代码:110533.1

亚太地区 住房维护

非洲 住房维护

西亚 清洁类PPP的几何平均数;服装修补和租用;鞋类修补和租用;住房维护和维修

南美洲 住房维护

基本分类:家政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10562.1

亚太地区 大型家电;小型家电;小工具和杂件

非洲 大型家电;小型家电;小工具和杂件

基本分类:居民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10562.2

亚太地区 住房维护

非洲 住房维护

西亚 家政服务

南美洲 住房维护

基本分类:医院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10631.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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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分类:摩托车 基本分类代码:110712.1

亚太地区 汽车

非洲 汽车

西亚 汽车

南美洲 汽车

基本分类:畜力车 基本分类代码:110714.1

欧盟统计局—OECD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教育基本分类和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自行车

基本分类:铁路客运 基本分类代码:110731.1

西亚 公路客运

基本分类:海路客运 基本分类代码:110734.1

亚太地区 运输基本分类,不包括汽车、自行车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交通运输基本分类,不包括汽车、自行车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公路客运和航空客运的PPP几何平均数

南美洲 运输基本分类,不包括摩托车、自行车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联合客运 基本分类代码:110735.1

亚太地区 交通运输基本分类,不包括摩托车、自行车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交通运输基本分类,不包括摩托车、自行车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公路客运

南美洲 交通运输基本分类,不包括摩托车、自行车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其他运输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10736.1

亚太地区 交通运输基本分类,不包括摩托车、自行车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交通运输基本分类,不包括摩托车、自行车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交通运输基本分类,不包括摩托车、自行车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主要娱乐耐用品 基本分类代码:110921.1

亚太地区 自行车;视听、摄影和计算机设备

非洲 自行车;视听、摄影和计算机设备

南美洲 自行车;视听、摄影和计算机设备

基本分类:其他主要耐用品维护 基本分类代码:110923.1

西亚 视听、摄影和信息处理设备的维修

基本分类:花园与宠物 基本分类代码:110933.1

亚太地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医院服务
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
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兽医与宠物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10935.1

亚太地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医院服务
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
考PPP的基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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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 花园和宠物、医疗卫生服务及辅助医疗服务PPP的几何平均数

南美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博彩 基本分类代码:110943.1

欧盟统计局—OECD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教育基本分类和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亚太地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医院服务
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
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娱乐和体育服务

南美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旅游 基本分类代码:110961.1

欧盟统计局—OECD 交通服务、餐饮和住宿的PPP加权平均值

基本分类:教育 基本分类代码:111011.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基本分类:色情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11221.1

欧盟统计局—OECD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教育基本分类和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社会保障 基本分类代码:111241.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社会保护、娱乐和文化以及住房基本分类

亚太地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
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
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

南美洲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
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保险 基本分类代码:111251.1

欧盟统计局—OECD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教育基本分类和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亚太地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
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
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11261.1

欧盟统计局—OECD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教育基本分类和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亚太地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
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
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其他金融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11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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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
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
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其他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11271.1

亚太地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
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
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常住居民国外净购买 基本分类代码:111311.1

欧盟统计局—OECD 汇率

西亚 汇率

基本分类:非本地居民在国家的所
购物

基本分类代码:111311.2

欧盟统计局—OECD 汇率

基本分类: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的消费

基本分类代码:120111.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社会保护、娱乐和文化以及住房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住房 基本分类代码:130111.1

欧盟统计局—OECD 实际和虚拟租金

基本分类:医院服务 基本分类代码:130212.4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基本分类:中间消耗 基本分类代码:130222.1

欧盟统计局—OECD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教育基本分类和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亚太地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住院服务
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
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营业盈余总额 基本分类代码:130223.1

欧盟统计局—OECD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亚太地区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非洲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西亚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生产税净额 基本分类代码:130224.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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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品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
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
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医疗卫生服务,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
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销售收入 基本分类代码:130225.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亚太地区
雇员报酬、机械及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
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雇员报酬、机械及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
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医疗卫生服务,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雇员报酬、机械及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
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娱乐和文化 基本分类代码:130311.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社会保护、娱乐和文化以及住房基本分类

亚太地区 娱乐与体育服务、文化服务

基本分类:教育福利和补偿 基本分类代码:130411.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基本分类:中间消耗 基本分类代码:130422.1

欧盟统计局—OECD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教育基本分类和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亚太地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住院服务
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
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营业盈余总额 基本分类代码:130423.1

欧盟统计局—OECD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亚太地区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非洲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西亚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包括使用基本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生产税净额 基本分类代码:130424.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亚太地区
雇员报酬、机械及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
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
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教育服务,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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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
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销售收入 基本分类代码:130425.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亚太地区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
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雇员报酬、机械及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
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教育服务,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雇员报酬、机械及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
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社会保障 基本分类代码:130511.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社会保护、娱乐和文化以及住房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中间消耗 基本分类代码:140112.1

欧盟统计局—OECD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医疗卫生基本分类、教育基本分类和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亚太地区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
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
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
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营业盈余总额 基本分类代码:140113.1

欧盟统计局—OECD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亚太地区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非洲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西亚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机械及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生产税净额 基本分类代码:140114.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亚太地区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
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
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公共服务,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南美洲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
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销售收入 基本分类代码:140115.1

欧盟统计局—OECD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包括生产税净额和销售收入

亚太地区
雇员报酬、机械及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
的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医院服务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非洲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常住居民在国外的
最终消费支出净额、大型工具和设备以及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西亚 公共服务,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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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
雇员报酬、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家政服务以及使用
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金属制品 基本分类代码:150111.1

西亚 金属规格品和设备,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其他制成品 基本分类代码:150115.1

西亚 金属规格品和设备,不包括使用参考PPP的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其他道路运输 基本分类代码:150121.2

西亚 机动车辆、拖车及半拖车

基本分类:其他运输设备 基本分类代码:150122.1

欧盟统计局—OECD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西亚 机动车辆、拖车及半拖车

基本分类:其他规格品 基本分类代码:150311.1

欧盟统计局—OECD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亚太地区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非洲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南美洲 机械设备基本分类、建筑基本分类

基本分类:存货的期初价值 基本分类代码:1601111

欧盟统计局—OECD 日用消费品和设备规格品的PPP加权平均值

西亚 耐用品基本分类PPP的几何平均数

基本分类:存货的期末价值 基本分类代码:160111.2

欧盟统计局—OECD 日用消费品和设备规格品的PPP的加权平均值

基本分类:贵重物品收购 基本分类代码:160211.1

欧盟统计局—OECD 珠宝、时钟和手表

基本分类:贵重物品出售 基本分类代码:160211.2

欧盟统计局—OECD 珠宝、时钟和手表

基本分类:商品与服务出口额 基本分类代码:170111.1

欧盟统计局—OECD 汇率

西亚 汇率

基本分类:商品与服务进口额 基本分类代码:170111.2

欧盟统计局—OECD 汇率

  资料来源: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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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国家/经济体代码

国家 代码 国家 代码 国家 代码

阿尔巴尼亚 ALB 丹麦 DNK 老挝 LAO

安哥拉 AGO 吉布提 DJI 拉脱维亚 LVA

阿根廷 ARG 厄瓜多尔 ECU 黎巴嫩 LBN

亚美尼亚 ARM 埃及 EGY 莱索托 LSO

澳大利亚 AUS 赤道几内亚 GNQ 利比里亚 LBR

奥地利 AUT 爱沙尼亚 EST 立陶宛 LTU

阿塞拜疆 AZE 埃塞俄比亚 ETH 卢森堡 LUX

巴林 BHR 斐济 FJI 中国澳门 MAC

孟加拉国 BGD 芬兰 FIN 马其顿 MKD

比利时 BEL 法国 FRA 马达加斯加 MDG

贝宁 BEN 加蓬 GAB 马拉维 MWI

不丹 BTN 冈比亚 GMB 马来西亚 MYS

玻利维亚 BOL 格鲁吉亚 GEO 马尔代夫 MDV

波黑 BIH 德国 DEU 马里 MLI

博茨瓦纳 BWA 加纳 GHA 马耳他 MLT

巴西 BRA 希腊 GRC 毛里塔尼亚 MRT

文莱 BRN 几内亚 GIN 毛里求斯 MUS

保加利亚 BGR 几内亚比绍 GNB 墨西哥 MEX

布基纳法索 BFA 中国香港 HKG 摩尔多瓦 MDA

布隆迪 BDI 匈牙利 HUN 蒙古 MNG

柬埔寨 KHM 冰岛 ISL 黑山共和国 MNE

喀麦隆 CMR 印度 IND 摩洛哥 MAR

加拿大 CAN 印度尼西亚 IDN 莫桑比克 MOZ

佛得角 CPV 伊朗 IRN 纳米比亚 NAM

中非 CAF 伊拉克 IRQ 尼泊尔 NPL

乍得 TCD 爱尔兰 IRL 荷兰 NLD

智利 CHL 以色列 ISR 新西兰 NZL

中国 CHN 意大利 ITA 尼日尔 NER

哥伦比亚 COL 日本 JPN 尼日利亚 NGA

科摩罗 COM 约旦 JOR 挪威 NOR

刚果民主共和国 COG 哈萨克斯坦 KAZ 阿曼 OMN

科特迪瓦 CIV 肯尼亚 KEN 巴基斯坦 PAK

克罗地亚 HRV 韩国 KOR 巴拉圭 PRY

塞浦路斯 CYP 科威特 KWT 秘鲁 PER

捷克 CZE 吉尔吉斯斯坦 KGZ 菲律宾 PHL

波兰 POL 斯洛文尼亚 SVN 多哥 T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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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代码 国家 代码 国家 代码

葡萄牙 PRT 南非 ZAF 突尼斯 TUN

卡塔尔 QAT 西班牙 ESP 土耳其 TUR

罗马尼亚 ROM 斯里兰卡 LKA 乌干达 UGA

俄罗斯 RUS 苏丹 SDN 乌克兰 UKR

卢旺达 RWA 斯威士兰 SWZ 英国 GBR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STP 瑞典 SWE 美国 USA

沙特阿拉伯 SAU 瑞士 CHE 乌拉圭 URY

塞内加尔 SEN 叙利亚 SYR 委内瑞拉 VEN

塞尔维亚 SRB 中国台湾 TWN 越南 VNM

塞拉利昂 SLE 塔吉克斯坦 TJK 也门 YEM

新加坡 SGP 坦桑尼亚 TZA 赞比亚 ZMB

斯洛伐克 SVK 泰国 THA 津巴布韦 ZWE

尾注

1.合格的参考引出了 “以什么为参考”的问题。诸如

“替代PPP(surrogate
 

PPP或者proxy
 

PPP)”之类的术语

可能更易理解。然而,参考PPP这个术语在国际比较的文

献中随处可见,因而也始终贯穿于本章节。

2.2005年轮ICP涉及了非洲、亚太地区、独联体、南

美洲 和 西 亚 等 五 大 地 理 区 域。欧 盟 统 计 局—OECD
(OECD)成员构成了第六大区域。

3.在先前的比较基础上进行了该章节内容的计算,对

于大多数家来说,其实际住房服务与实际住房消费支出大

致成比例。这也证明了基准物量为中性的观点。

4.实际上,除欧盟统计局—OECD以外的所有地区将

这些基本分类压缩成为单个的 “差额”基本分类:出口额

减去进口额、常住居民国外所购物减去非本地居民在本国

领域内的所购物品。请注意,如果居民消费支出乃基于居

民支出调查,则常住居民在国外的最终消费支出这个基本

分类,以及非本地居民在本经济领域内的最终消费支出基

本分类皆为通常非必需的调整内容。实际上这便是除欧盟

统计局—OECD以外的诸多国家测算居民消费支出的方式,
且这些国家因此无需测算这些基本分类。

5.保险基本分类仅包含服务费用而非全部保险费。保

险服务费无法直接测算,但假设服务费的PPP接近通过保

险费计算得出的PPP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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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DATASTATISTICS/ICPEXT/0,contentM-
DK:20126612~pagePK:60002244~piPK:62002388
~theSitePK:27006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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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外推PPP与ICP基准年结果的比较
PAUL

 

MCCARTHY

  国际比较项目为大多数国家提供以某种统一

货币和特定基准年 (本书以2005年为基准年计算

测算值)的一致物价水平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及

其主要支出构成项的测算值。对此,这些测算值

不同于常用的国家国民核算中的那些数据,在国

民经济核算中,某一经济体的发展可通过可用的

年度 (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因为ICP
数据与单个基准年内各国经济活动水平相关,其

结果常常被当作参与国经济关系间的 “快照”。
2005年轮ICP为146个国家提供了详细的购

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数据。
由于执行诸如ICP这类世界性活动的成本问题,
大多数国家的PPP数据无法频繁地产生。例如,
2011年轮ICP在2005年轮ICP之后六年才进行。
但一些国家的PPP及相关数据 (实际支出和价格

水平指数PLI,)可以更为频繁地获得。例如,欧

盟统计局使用 “滚动基期”法1为其成员和候选国

测算年度PP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三年为其

非欧洲成员测算PPP、实际支出和PLI。
诸多国家可获的基于2005年PPP的支出数据

已引起从事比较世界性经济活动的分析家对PPP
的更多关注。一个结果是分析家希望获得那些未

参与2005年轮ICP国家的PPP和实际支出数据。
在过去几轮的ICP中,未参与国的PPP和实际支

出数据是通过使用回归模型测算得到。2005年轮

ICP中需要测算的未参与国的数量小于之前的几

轮,但即使如此,2005年轮ICP还是在对146个

参与国中的42个国家进行了PPP测算。然而,由

于在实践中通过测算程序计算得出的结果的准确

性依赖于大量的假设,所以其结果不如参与ICP
国家的测算结果的准确性高。为这42个国家测算

PPP的数据需求已通过使用回归模型得到满足。
另一个结果是,PPP测算的时效性需求比在2005
年轮ICP中更高。因此,2005年PPP被外推至随

后几年,以应用于那些未纳入欧盟统计局PPP年

度计划的国家。一个结果是使用基准年之外年份

的外推PPP,形成能够直接应用于诸如GDP的国

民经济核算值。尽管还存在缺陷,但许多研究都

基于此类程序,因为仅有的替代方法便是使用汇

率,但显然汇率法对于大多数的国际比较而言都

并非可行的方法。
各机构还提供除基准年以外年份的PPP测算

值。由于使用者对每年PPP的需求,OECD从最

近的基准年外推各连续年份的GDP的PPP。该组

织还在过去的各基准年之间插值,从而形成每年

的PPP和实际支出时间序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生产、收入和价格国际比较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on)编制了

宾大世界表 (Penn
 

World
 

Table,PWT),以提供

基于PPP的年度实际支出和PLI的时间序列,从

而满足使用者对此类数据的需求。然而尽管它们

是时间序列,但在PPP使用中仍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PPP旨在比较各国间的经济活动,而非比较

跨时间经济变动情况,这种分析方法在国民经济

核算中更常见。从概念上讲,除非是在严格限制

假设下,否则同时在空间和时间上保持一致性不

太可能。倘若参与比较的各国的经济结构不发生

急速改变,则PPP的时间序列所提供的结果貌似

合理。然而,若各国经济情况不相似或各国的经

济结构正在不同程度地发生改变 (如最近几年的

美国和中国),则获得的结果可能是扭曲的。
本章详细地阐述了时间序列模式中使用PPP

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旨在让与PPP相关数据的使

用者对外推和回推PPP和实际支出所基于的各类

假设有所警惕,以便其能够做出与正在使用的数

据相关的知情决策。显然,尽管PPP作为时间序

列使用仍存在缺陷,但相较于常用替代选择的市

场汇率而言,其仍能够在大多数场合提供更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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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国际比较数据。
本章介绍了一些相当复杂的概念,在各位读

者进一步深入本章之前,对本章节所用术语提先

了那是十分有益的。国民经济核算时间序列中的

表格通常用 “价值”这个术语来表示,这些价值

可用 “现行价格”或 “不变价”这两个术语来表

示。按 “现行价格”表示的价值可被称为 “现值”
或 “现价值”,或者甚至直接称为 “价值”,“现行

价格”需结合语言环境进行理解。“价值”可被当

作是通过用某特殊规格品的数量乘以其单位价格

获得。例如,价格为每吨250美元的100吨小麦的

价值将为25000美元。当价格随时间变化时,即使

其实际数量仍然不变,其现值也随之变化,因此

每年现值时间序列包含每年数量变化和价格变化

的综合效应。就许多分析而言,确定实际数量十

分有益。然而,一旦某一价值包括多个规格品时,
不太可能获得有意义的数量 (无法汇总苹果和橘

子的老问题)。因此,通过去除对随时间变化的价

格对价值产生的影响,测算 “不变价价值”的时

间序列。这个过程的技术性细节可发生显著变化,
视为将相关规格品的物价指数从相应现值中区分

出来。这些物价指数通常被称为 “物价平减指

数”。用代数式表示为:不变价价值=现值/物价

平减指数。
在此,还有必要阐述一下在测算一系列的不

变价价值时用到的特定 “基准年”。在基准年中,
GDP各构成项的不变价价值水平等于其现值,但

在其他年份中不变价价值不同于现值 (除非价格

从基准年到正进行测算的年份之间无任何变化)。
不变价价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常被称为 “物量”。
不变价价值一年又一年的变化可密切连结在一起

形成 “物量链”。GDP众多构成项的物量测算后汇

总得到GDP的物量。在ICP中,GDP及其各构成

项的现值通常被当作以 “本地货币单位”或 “本
国货币单位”表示的价值,以此强调这些现值的

单位在各国之间不可比的事实。这些价值通过除

以PPP,以按照某种统一货币表示,其合成值被

称为 “实际支出” (有时也被称为 “物量”),因

为各国的物价水平差异带来的影响已经去除。在

ICP中,将各种本地货币单位通过用汇率相除之后

转换为某统一货币表示的价值,称为 “票面价

值”,因为它们仍包含了各国间的物价水平差异及

物量差异的影响。

测算非基准年PPP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年)(欧洲共同体

委员会等,2008年)中提供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统

计框架。其中第15章中有关价格和物量测量的内

容描述了最常用的物量测算方法。该章还说明了

在国际比较中获得PPP和实际支出所涉及的一些

问题,第15.232部分和第15.233部分还阐述了如

何测算非基准年的PPP的一般方法。
15.232

 

将PPP从基准年外推到另一年的一般

方法是用各国与某一货币兑换率计价标准国 (通
常是美国)进行比较得出的国民经济核算平减物

价指数比率,将各国PPP从基准年向前推。将推

导出的PPP应用于国民经济核算的相关构成项,
以获得所讨论年份以某统一货币表示的物量 (实
际支出)。
15.233

 

从理论上讲,从基年外推PPP的最好

方式是,使用ICP中各国单个规格品水平的价格

时间序列来外推ICP基准所包含的单个规格品的

价格。在实践中,从基准年外推PPP使用这种方

法不太可能,因为无法从各国获得所需的详细价

格数据。因此,一种基于宏观层面 (GDP或GDP
的大量构成项)外推PPP的方法被广泛采用。且

不说所有参与国在数据搜集方法的一致性问题,
在此过程会产生一个主要概念性问题,因为从数

学角度便可证明,保持时间和空间一致性是不可

能的。换句话说,即使所有的数据都能完全一致,
在较高水平 (比如GDP)上使用价格时间序列来

外推PPP无法与基于基准年PPP的测算值相

匹配。

时间与空间的一致性

自ICP初始阶段,专家通过测算的国民经济

核算时间序列及PPP基准探究各GDP物量增长率

差异性质。例如,Khamis(1977)的调查研究,
以及1975年ICP官方报告第8章的探讨 (联合国

统计署和世界银行,1982)。20世纪70年代各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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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每五年才进行一次,因此,这个问题在当时非

常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实际结果”(即PPP基

准测算值)和 “外推结果”(即使用时间序列从最

近的基准年份外推的结果)之间的差异大。造成

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平减物价

指数时间序列和PPP测算中使用了不同的篮子规

格品、不同的计算方法、不同的加权模式等。
随时间推移,学者们对国际比较问题的兴趣

越来越浓,并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Dalgaard
和Sorensen(2002)对保持PPP同时满足时间和

空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有趣分析。他们指出,从

概念上讲,保持这种一致性是不可能的 (除非各

时期具有共同的固采价格矢量这种完全不切实际

的情况,这意味着各国的价格结构在各个时期完

全相同)。其结论是在选定年份无需考虑选择何种

指数公式来测算价格指数序列和PPP。简而言之,
其原因在于指数公式要么测算随时间推移的价格

变动 (如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要么测算各国间

的价格水平 (如PPP),而不能同时测算这两个

方面。
实践中,通过PPP对国民经济核算价值进行

“缩减”,获得每年的实际支出,满足使用者的需

求。计算PPP的一般方法基于宏观方法 (在 《国
民核算体系2008》(2008年SNA)第15.232段和

第15.233段中有所描述),主要因为更为详细的方

法缺少数据支持。这涉及到在各基准年份中插值,
或使用各国 GDP隐含平减价格指数 (Implicit

 

Price
 

Deflators,IPD)从最近的基准年进行外推。
该过程是用各国的GDP隐含平减价格指数分别除

以基准国 (通常为美国)的GDP隐含平减价格指

数,再将该比率应用到该基准年里相关国GDP的

PPP计算中 (在计算该比率之前,各国在该基准

年的内含平减价格指数必须重新以100为基准)。
方程表示如下:

PPPA
t+1=PPPA

t×
IPDA

t+1

IPDR
t+1  

其中,PPPtA+1 代表A国在t+1年的PPP,

PPPtA代表A国在t年的PPP,IPDtA+1代表A国

在t+1年中的GDP隐含平减价格指数 (t年为基

准年=100),IPDtR+1代表基准国R在t+1年中的

GDP隐含平减价格指数 (t年为基准年=100)。
这种方法还可扩展应用于较低层级汇总。例

如,t+1年中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

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的

PPP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测算,一般再经过

加权获得t+1年GDP的PPP的测算值。然而,
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结果将与根据150多个基本分

类的价值数据得到ICP的数据有所不同。其原因

并非是单方面的,各国的经济结构以及自t年起与

其他国家相比该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各类因素都

可能影响单个国家的结果。
使用这种方法外推的各年PPP和实际支出看

似能够与下一轮ICP中测算得出的相应每年的

PPP和实际支出时间序列数据保持一致。然而实

际并非如此;即使各国所有实际的国民经济核算

数据完全一致以及测算PPP中所使用的价格与国

民经济核算价值一致 (即所有规格品的价格为每

年的全国平均价格)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在实

践中,为何外推的时间序列数值无法与下一个基

准年匹配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在本章节的后面部

分将进行详细的阐述。时间序列指数理论和空间

(跨国)指数理论均非常复杂。实际上,跨时间外推

PPP的过程结合了这两种复杂指数理论的一些元素。
不可能完全实现时间序列和空间概念的合并,因此

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许多假设,这些假设在一些情

况下比另一些情况下更为现实。外推GDP总额的

PPP或实际支出有时会得出一些具有误导性的结果。
Dalgaard和Sorensen (2002)用一个简单的

例子展示了从GDP层级外推得到的PPP结果会如

何的不一致。该实例展示了当从基准年外推GDP
总额的PPP时会产生多少不可思议的结果,即使

进行比较的两国相似规格品的价格趋同。文章还

拓展小部分宏观总类外推PPP的情况,如居民最

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
及货物与服务净出口。
Dalgaard和Sorensen (2002)所展示的例子

假设所涉及的两国 (A国和B国)在t年中具有相

同的GDP和价格水平。GDP支出有两部分组成,
分别是 “货物”和 “服务”。货物支出占A国GDP
的80%,而仅占B国GDP的20%。反之,服务支

出占A国GDP的20%,但占B国GDP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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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两国在t年中的货物价格 (以本地货币单位

表示)皆为1.00,且该价格在下一个基准年 (即t
+1年)下仍保持一致。这两国在t年中的服务价

格为1.00,但这两国在t+1年中的服务价格翻倍

至2.00,然而t年和t+1年中所产生的货物和服

务数量并没有变化。详细总结请参见表18.1。
两种规格品在t年中的PPP皆为1.00(货物

和服务的PPP为1.00/1.00),这意味着该年的

GDP的PPP也为1.00。两种规格品在t+1年的

PPP皆为1.00 (货物 PPP为1.00/1.00,服务

PPP为2.00/2.00),所以t+1年的PPP仍等于

1.00。A国和B国在t年和t+1年的货物和服务

PPP皆为1.00。因此,这两年的GDP的PPP也

必须为1.00。表18.2总结了PPP。

表18.1 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和价格

规格品

A国 B国

GDP,
t年

价格,
t年

价格,
t+1年

GDP,
t+1年

GDP,
t年

价格,
t年

价格,
t+1年

GDP,
t+1年

货物 80 1.00 1.00 80 20 1.00 1.00 20

服务 20 1.00 2.00 40 80 1.00 2.00 160

GDP 100 120 100 180

表18.2 货物和服务的PPP

规格品 PPP A
B  ,year

 

t PPP A
B  ,year

 

t+1

货物 1.00 =
1.00
1.00  1.00 =

1.00
1.00  

服务 1.00 =
1.00
1.00  1.00 =

2.00
2.00  

GDP 1.00 1.00

以t年作为基准年的,t+1年的GDP物量可

通过这样的方式计算得出:从两国分别获得货物

和服务的平减价格指数,然后用平减价格指数除

以相应的价值,汇总获得GDP物量。由于t年是

基准年,其平减价格指数等于100.0。t+1年的平

减价格指数可通过货物和服务在t+1年的价格除

以其在t年的相应价格得出 (即两国货物的平减价

格指数为1.00/1.00
 

×
 

100
 

=
 

100.0,服务的平减

价格指数为2.00/1.00
 

×
 

100
 

=
 

200.0)。表18.3
给出了获得t+1年货物、服务物量及GDP物量的

详细步骤。
GDP隐含平减价格指数是用现行价格计算的

GDP价值 (来自表18.1)除以表18.3的GDP物

量获得。A国在t+1年的GDP隐含平减价格指数

为120.0 (=
 

120/100
 

×
 

100),B 国 为 180
(=

 

180/100
 

×
 

100)。表18.1和表18.3现在可以

结合起来总结这些平减价格指数所包含的细节

(表18.4)。

表18.3 货物和服务的物量

规格品

A国 B国

GDP,
t年

平减价格
指数,t年

平减价格指
数,t+1年

物量,t+1年 GDP,t年
平减价格指
数,t年

平减价格指
数,t+1年 GDP,t+1年

货物 80 100.0 100.0 80 20 100.0 100.0 20

服务 20 100.0 200.0 20 =
40
200.0×100.0  80 100.0 200.0 80 =

160
200.0×100.0  

GDP物量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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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4 现价、物量,以及货物、服务和

GDP的平减价格指数

规格品
A国 B国

t年 t+1年 t年 t+1年

现行价格 货物 80 80 20 20

服务 20 40 80 160

GDP 100 120 100 180

物量 货物 80 80 20 20

服务 20 20 80 80

GDP 100 100 100 100

平减价格指数 货物 100.0 100.0 100.0 100.0

服务 100.0 200.0 100.0 200.0

GDP 100.0 120.0 100.0 180.0

从t年到t+1年外推PPP最为常用的方式为:
用t+1年的GDP平减指数的比率 (基于t年=
100)推导t年GDP的PPP。根据表18.1中的平

减价格指数,B国和A国在t+1年的GDP平减指

数比率为1.50(=
 

180.0/120.0)。因此B国对A
国的GDP的PPP的测算值为1.50 (=

 

1.00
 

×
 

1.5),而非1.00,这便是全部数据可得时通过测

算的PPP(参见表18.2)。
同样道理,A国对B国GDP的PPP测算值也

非1.00。A国和B国在t+1年的GDP平减指数

比率为0.67(=
 

1.20/1.80),则外推得到A国对

B国的PPP将为0.67(=
 

1.00
 

×
 

0.67)。
造成这些异常结果的原因是两国的经济结构

有着显著不同:在A国,货物在其经济活动中占

主导,而服务在B国的重要性远大于A国;相较

于货物而言,服务的价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需重点强调的是,如果通过运用相关的价格

变化来外推GDP的单个构成项 (例如各基本分类)
的PPP将得到不同的结果。汇总时,整轮ICP使

用相同处理方法,基本分类的PPP可以通过加权

方法获得更高层级支出总类的PPP。在上面给出

的例子中,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变动在两国相同。
因此,外推t年GDP两个构成项各自的价格,并

计算t+1年里两部分的PPP会得出货物和服务的

PPP皆为1.00。将其汇总得出的GDP的PPP结

果将与表18.2中所示的 GDP的PPP结果相同

(例如GDP的PPP在t年和t+1年皆为1.00)。

在实践中,运用各国与基准国各基本分类的相对

价格之间的关系,单个外推ICP中155个基本分

类的PPP才是外推法所能获得的最佳结果 (Big-
geri和Laureti,2011)。

在实践中,从基本分类层级外推PPP与从

GDP总额层级外推PPP这两个极端的折衷方法,
便是从基本分类层面和GDP层面的某个中间层级

外推PPP (如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

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等主要

构成顶)。在这种情况下,从该中间层面外推得到

PPP,再通过加权测算得到GDP的PPP。PWT中

的时间序列便是基于这种技术,其克服了各国间

经济结构的重大差异。但是需要重点强调的是,
使用该分类的国民经济核算平减价格指数或CPI
缩减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层级外推得出的PPP
结果,与外推总类之下的基本分类的PPP并加权

得出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总额的PPP有所不同。
在基本分类之上外推总类层级PPP,如GDP

总额,是基准国保持不变所得到的结果。换句话

说,基准国的选取不得影响外推法所获得的结果,
外推法是将价格指数运用到基本分类之上的国民

经济核算价值中。然而,在GDP层面外推PPP的

过程取决于与数据概念和实践特征相关的大量假

设。例如,假设基准国与其他国家在外推过程中

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且其经济按相似的方式发

展。在实践层面,各国在编制国民经济账户中,
不同程度地遵循着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SNA)
中所列的标准。即使严格遵循SNA标准的国家,
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

同,这会对运用平减价格指数外推PPP产生重大

影响。例如,可用的数据源可能因计算方法的差

异存在不一致,或不同国家所用的统计技术存在

差异,从而影响GDP平减指数的一致性。例如,
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使用了特征价格技术 (He-
donic

 

Techniques)调整诸如计算机、机动车辆或

房屋等规格品的品质变化价格;使用 “产出指标”
来测算物量 (如外科手术的物量)在各国也存在

着显著差异。在这些情况下,因为不同的统计处

理方法对不同国家的平减价格指数的影响有所不

同,使用GDP平减指数的变动来外推PPP会得出

扭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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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统计局的滚动基期法

正 如 前 文 所 指 出 的,Biggeri 和 Laureti
(2011)提出,使用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单独外推每

个基本分类的PPP是推断PPP的最佳方式。欧盟

统计局在其 “滚动基期法 (Rolling
 

Benchmark
 

Method)”中使用了该过程。滚动基期法以三年

为周期,基于每半年规格品清单中的采价部分,
使用每个基本分类的特采价格指数序列推测随后

年份的值。
欧盟统计局在其方法论手册 (欧盟统计局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5)中对该过程进行了

描述:
2.24滚动基期法按如下方式促进年度比较:

首先始于基准年t年参与国基本分类PPP矩阵。
在随后的t+1年,一些基本分类PPP由新的PPP
所替代,新的PPP通过t+1年所收集的价格计算

得出,而那些未被替换的基本分类PPP则使用特

定的短期调整因素来推导t+1年的数据。该矩阵

中的所有基本分类PPP现在都适用于t+1年。用

t+1年的支出权重汇总该矩阵得出的各层级乃至

GDP层级的PPP和实际最终支出,由此可进行新

的基准年t+1年的比较。通过对t+2,t+3,t+
4等年如此循环地进行替换、推断和汇总,可以进

行基准年t+2,t+3,t+4等年的比较。每年有

三分之一以上的基本分类PPP被重新测算,在结

束前的36个月中,该矩阵中的任意给定基准年的

所有基本分类PPP至少被替换掉了一次。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大多数基本分类都按

照这种方式处理,由于获取一致价格时间序列以

推算租金PPP的方法存在许多困难,因此需要每

年收集租金价格 (实际和测算)。同样地,每年还

对雇员报酬的价格数据进行收集。起初,每年只

收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设备规格品和建筑规格

品)的价格。但2005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
每两年才进行一次价格收集以降低成本。基本分

类层面的国民经济核算支出仍每年收集一次,年

平均汇率和年平均常住人口数也是如此。空间调

整因素在这些国家进行了测算,其中PPP调查仅

覆盖了该国的部分地区 (如首都城市)。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分为六组调查,对半年期

间各组基本分类的价格进行收集。在2005年轮

ICP中收集价格的六大分组及时段为:

1. 食品、饮料和烟草 2003年上半年

2. 个人形象 2003年下半年

3. 房屋和花园 2004年上半年

4. 交通运输、餐饮和住宿 2004年下半年

5. 服务 2005年上半年

6. 家具和医疗卫生 2005年下半年

滚动基准法的主要优点在于:计算出较为可

靠的年度PPP;降低了成本;各国的国家统计局

可为其工作人员制采价格收集常规的工作周期

计划。

宾大世界表

宾大世界表 (Penn
 

World
 

Table,PWT)由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产、收入和价格国际比较研

究中心编制。自1950年起,它为180多个国家提

供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PPP的时间序列。
PWT中的PPP和实际支出是通过外推和回推ICP
(“基准”)中PPP的测算值测算而得。PWT数据

的计算方法是介于欧盟统计局所采用的详细滚动

基准法,和使用GDP物量增长外推GDP实际支出

或使用GDP平减指数的相对变动外推GDP的PPP
这样广泛方法的中间阶段。通过这种方式,从

GDP层面外推PPP所造成的问题 (参见前文有关

时间和空间之间的一致性的探讨),以及外推每个

基本分类的PPP,并将其加权以获得GDP的PPP
所需的详尽数据问题,便有了一个折衷办法。

最新的 PWT 时间序列 (PWT
 

7.1)始于

2005年轮ICP中的全球基本分类PPP和支出数

集。该表测算了实际消费 (C)、政府公共消费

(G)、资本形成总额 (I)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

的PPP。早前版本的PWT中使用了Geary-Kha-
mis(GK)法,以便结果可相加。因此GDP用四

种主要构成项之和进行测算。PWT
 

7.1将2005年

轮ICP并入到测算值中并通过使用 Gini-Éltetö-
Köves-Szulc(GEKS)法的变量为2005年的初始

份额及早些年份的现行价格序列产生了首选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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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各国这些主要构成项的价格变动分别向前推

测和向后推测基于2005年的实际消费 (C)、政府

公共消费 (G)和资本形成总额 (I)的基准PPP,
并汇总成为 “国内需求”的测算值 (在国民经济

核算中有时也被称为 “国内最终需求”)。国际贸

易差额进行单独处理后,合并到国内需求中,从

而测算出GDP总额的PPP。如之前的版本一样,
PWT还提供了GDP中消费、投资和政府份额的

现行价格和不变价测算值。

世界发展指标的国际比较

世界银行在其年刊 《世界发展指标》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上定期发布国际

比较数据。三种不同的方法用来将一些主要的国

民经济核算总类,如国民总收入2 (Gross
 

National
 

Income,GNI或GDP)换算为某种统一货币 (美
元)以进行国家间比较。在2010年发行的 《世界

发展指标》中,表1.1“经济规模”,及表1.6“以
美元表示的GNI”使用的是世界银行的地图集法

(Atlas
 

method,一种汇率调整法,下一段将对其

进行详细说明),以及外推至基准年的PPP (2010
年版 WDI中的基年为2008年)。在2010年版

WDI表4.2产出结构中,将各国的本国货币通过

汇率换算成美元后,各国的GDP水平皆用美元进

行表示 (世界银行,2010)。
实际上,图表地图法是通过对通货膨胀率的

相对差异进行一些额外调整来解决汇率问题,旨

在 “减少汇率波动对跨国国民收入比较造成的影

响”(世界银行,2010年)。简单而言,首先是获

得该国三年汇率的移动平均数 (当年加上此前两

年),然后调整该国与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

的GDP平减指数的差异。显然,从本质上讲,这

是一种将价值调整为某种统一货币的汇率法,它

消除了汇率短期波动带来的影响。因此,同固定

汇率一样,它也存在着无法消除各国价格水平差

异影响的问题。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个缺陷,汇率

法在特定情境下的一些国际比较中仍比PPP更为

合适。有关WDI图表集法的详细说明,请参见本

章的附录A。
用PPP将GNI测算值调整为某种统一货币,

是基于运用宏观方法 (在本章时间与空间之间的

一致性这一小节中已做说明)将2005年轮ICP外

推至最近的基准年得出的PPP,即运用参考年内

2005年PPP中各国的GDP平减指数与美国GDP
平减指数的比率PPP。

自半个世纪前ICP全面启动以来,每轮ICP
的参与国逐渐增加,使用方法得到不断改进,尤

其是在2005年轮ICP中,引入指定规格品及衔接

区域的一些新方法。此外,一些国家在两轮ICP
期间退出了一轮,随后又重新加入。因此,就欧

盟统计局—OECD之外的许多国家而言,在相邻

的两轮之间很难插入PPP。一部分研究者在非参

与国中使用估算PPP作为插值的基准值,而另一

部分研究者仅从最新一轮的ICP进行回推,并忽

略前几轮ICP中可用的PPP。通过为参加2005年

轮ICP的大多数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基准的方式,
2011年轮ICP将建立在2005年轮ICP之上,并使

用非常相似的方法,以便方法改变所造成的影响

比之前有所减小。因此,简单回推2011年轮PPP
对2005年轮ICP提供的基准带来的影响有可能得

以测算 (如使用某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物量变动)。

不变价PPP

保持同时跨国和跨时间的实际支出的一致性

的一种方式是使用单个年份作为某一时间序列的

基准年。运用PPP将基准年的国民经济核算值调

整为某种统一货币表示,并将GDP物量的增长率

应用于基准年的价值中,从而获得基准年之前或

之后年份的实际支出序列。显然,单个国家GDP
实际支出的百分比变动数据与该国在其GDP物量

时间序列中发布的数据是一致的。此类比较通常

被视为使用 “不变PPP”进行测算。事实上,此

类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支出序列大致等同于定基时

间序列的物量,且它们和这类物量具有同样的

缺陷。
该测算背后的假设是,所选定的基年实际支

出的相对水平与该序列中的其他所有年份有关。
然而在实践中,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 (价格和物

量这两大类)变动的速率也有所不同。因此,使

用此类数据比较实际支出的相对水平可能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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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选定的基准年。由于

各国间关系变动如此迅速,我们无法选中一个理

想的基准年。例如,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欧洲

国家的经济增长要低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增

长。因此,使用2011年作为基准年会导致亚洲国

家每年时间序列数据更为接近欧洲国家的数据,
而使用2005年作为基准年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换言之,各国所有年份时间序列数据的相对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选定的基准年。就这点而言,
当使用固定基准年进行测算时,不变PPP的时间

序列类似于某国内的一组行业物量。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一国经济结构随时间推移会发生改变,
则每年各行业总规格品物量间的关系将取决于所

选定的基准年。
基于 “不变价PPP”的这些序列的一个用途

便是测算区域总值 (以及因此获得的区域实际支

出的增长率)。然而,区域总量的百分比变动也会

因所选定的不变价PPP基准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这同固定基准物量序列的基准年发生变动时单个

国家的GDP物量百分比变动会有所差异是一个

道理。

在实践中,为何外推的结果与后续的调查结

果存在差异

PPP可从基本分类到GDP的各个层级进行外

推,因为更详尽的方法可能会得出更好的结果。
然而,由于缺少一致的各国基本分类层级的价格

时间序列数据,在实践中,从更高层面进行外推

的可能性更大。从GDP一级或其高层汇总如居民

最终消费支出进行外推的方法无法得到与新的ICP
基准年相一致的PPP结果,这在本章的第一部分

已经说明。然而事实证明,用户需要频繁 (最好

每年)得出的PPP,因此必不可少地需要用到外

推法,尽管过去十多年的经验表明,用户需要获

悉从一个基准年与下一个基准年外推得出的PPP
有何差异。

实际上,从更高层级外推PPP的过程已获得

一些合理的结果,但更为常见的是,至少就一些

国家而言由于一些原因,外推得出的PPP与从后

续基准轮中获得的PPP有显著差异。在某些情况

下,有可能找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其中通常涉及到几个因素,且这些因素可能会

随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或者因两个 (组)不同

国家而有所差异。下文概括列出了影响该结果可

靠性的潜在问题。一些问题在本章的其他小节已

经进行了详细阐述。它们分别列入两大类别之下,
即 “普遍情况”和 “基本分类层级之上的外推”。
“普遍情况”适用于那些对PPP和实际支出测算和

外推造成影响的问题,无论其属于基本分类层级

还是更高的总量层面 (如GDP总额及其构成项,
诸如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等主要构成项,其合计为

GDP)。“从基本分类层级之上进行外推”包含了

那些不会对从基本分类层级外推PPP并将之加权

至更高层级的总量所得出的结果造成影响,但确

实对外推GDP或其主要总量的PPP所得出的结果

有一定影响的问题。

普遍情况

• 仔细确定ICP中的采价规格品,从而确保

各国间的可比性,但测算一国国民经济核算物量

中使用的时间序列采价规格品,则是基于某国可

获的最具代表性的规格品这一标准选择的。此外,
一国价格指数时间序列中使用的价格远比ICP中

所包含的价格指数广泛。
• 一国时间序列价格指数 (如CPI)中的价

格对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品质变化进行了调整,且

各国并未使用通用的办法来做这些调整。例如,
各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特征价格法,其结果导致

各国品质调整的时间序列不一致。尤其,与其他

国家相比,美国经济分析局更为普遍地使用了特

征价格法测算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平减价格指数。
因此,如果因为使用了特征价格法而使美国的

GDP平减指数中随时间推移的价格变动低于其他

国家,则与基准国的美国相比,其从基准年外推

的价格水平将更高。
•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很少有国家调整其非

市场服务物量的生产率变动。因此各国随时间推

移的生产率差异将作为价格变动的一部分反映在

GDP平减指数中,由此导致各国用于外推的平减

价格指数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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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测算价格指数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物

量的方法在不断发展,这些方法将影响ICP结果

的可比性。此外,2005年轮ICP使用的方法便与

1993年轮ICP所使用的方法有显著差异。例如,
使用了结构化产品描述 (Structured

 

Product
 

De-
scriptions,SPD)法来描述各规格品的特征;使

用了不同的汇总法;对一些地区各国间的生产力

差异进行了调整;以及引进了一种新方法———环

形列表法 (Ring
 

List
 

Approach)连结各地区。
2005年轮ICP和2011年轮ICP的方法差异较少,
但仍对这两轮活动的可比性造成了影响。例如,
用来测算建筑品价格的方法发生了变化;2011年

轮ICP中更为广泛地使用生产率调整;住房服务

(即实际和虚拟租金)将进行有区别地测算;以及

过去用来连结各地区的方法也会发生改变。
• 获得更为可靠的数据之后各国便对其GDP测

算值进行了修改。当一国对其GDP测算值进行 “重
大修改”时,通常牵涉到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进行完

全的重新评估,以及联合各类数据组的假设,此时修

改具有重大影响。因此相较于ICP中提供的数据,时

间序列中的GDP测算值将会产生不一致的情况。例

如,将2005年轮ICP提供的GDP测算值与2010年联

合国统计署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国民

经济核算数据库中获得的2005年GDP测算值进行比

较之后得出:146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2005年

GDP水平修订了10%以上,有19个国家的修订在

5%到10%之间,16个国家的修订幅度在2%到5%之

间。换句话说,参与2005年轮ICP的国家中,通过
 

2005年轮ICP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与发布的2010
年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2005
年轮ICP对其2005年GDP水平的修改幅度在2%以

上。在那期间,仅19个国家对其2005年GDP水平未

做任何修改。克服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重新计算

GDP的实际支出,将2005年的PPP应用到修改之后

的2005年一国GDP测算值,以便使各国在2011年轮

ICP中提供的GDP测算值保持一致。

基本分类层级之上的外推

• 一国时间序列价格指数所用的加权模式是

该国特定的,而ICP中的加权模式是参与ICP的

各国的加权模式的混合。(本小节中有关时间和空

间之间的一致性的示例便阐述了由此产生的影响。)
• 从GDP层级外推PPP的方法背后的假设

在于,各国的经济结构与货币兑换率计价标准国

相似,且以相同的方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而实

践中,不同国家经济结构截然不同,尤其是将发

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进行比较之时 (例如,
中国的经济最近几年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中,其经

济结构的变化方式与美国则有着显著差异)。
• 由于在任意时间长度上均使用固定基准年

会导致数据扭曲,许多国家在其时间序列中使用了

链式—连接物量。从而使这些国家的GDP平减指数

与那些使用传统的固定基准方法来评估其GDP物量

的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此外,物量测量长期存在

的特征是,固定基准GDP物量的增长率在基准年后

的年份存在向上偏离趋势,因此各国按不同基准年

比较物量包含了不具有严格可比性的匹配序列。
• 在ICP中,基准PPP (汇率)用作货物和

服务国际贸易的净差额。贸易条件变动在ICP中

被当作物量影响,因为该改动会直接影响进出口

的价格,但基本上不会造成汇率的同等变化,至

少短期内不会。例如,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会转

化为石油生产国出口价值 (假设出口物量不会大

幅下滑)及其GDP的大幅增加。将汇率应用于出

口值会导致出口实际支出的大幅增加,由此带来

GDP实际支出的大幅上涨。但贸易条件变动被包

含在用于外推PPP的GDP平减指数中。例如,因

石油价格上涨而出口物量相同导致的出口值增加,
在出口平减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中反映为价格

影响。该因素常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出

口会显著影响其贸易地位的国家,如货物出口国。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年)的第15章描

述了一些从基准外推或在基准间插值所涉及的问

题。(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等,2008)。
从2005年 (或其他任何基准年)外推其他

(非基准)年份的PPP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如果

PPP在基准年里可传递,则各年的PPP可传递至

被外推的年份 (2005年轮ICP的PPP便是如此)。
由于使用GDP平减指数法外推PPP的传递性,本

章附录B阐述了保留在外推PPP中的这种传递性。
汇总若干外推的构成项来外推GDP时,保留这种

传递性更为困难。无论是从基本分类层级外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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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居民最终消费支出这类更高层级的总量外推,
GDP的单个构成项的外推PPP具有可传递这是事

实。但将这些 (可传递的)外推PPP汇总到更高

层面的总量,包括GDP在内,会产生不可传递的

PPP。需要诸如GEKS方法 (参见第5章)来确保

更高层面的总类PPP具有传递性。
评估外推序列如何与基准年匹配的问题之一

是,除欧盟统计局—OECD的PPP项目外,在早

些年,许多国家测算的PPP并非基于PPP的价格

调查。例如,尽管中国在2005年才首次参加ICP,
但已通过各种方法测算出了中国多年的PPP和实

际支出,包括部分价格数据、国民经济核算以及

回归分析技术等更为常规的方法。因此从这些国

家1993年的PPP外推2005年的PPP,以及核对

外推PPP与2005年基准的匹配情况,不但会在外

推过程中产生错误,而且1993年起始点自身也会

带来误差。

各国经济结构相似的假设

外推PPP序列和实际支出背后的两个关键假

设在于,基准国的经济结构与对比国相似,及随

时间推移其经济以相似的方式发展。如果不满足

这些假设,则外推结果可能与进行完整的价格调

查和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得出的PPP存在差异。
差异的程度将取决于经济结构及其价格水平的差

异程度。就这一点而言,这种情况类似于,若所

有规格品价格正以相同速度变化,则价格时间序

列运用何种权重无关紧要。但从2005年轮ICP收

集的价格可以明显看出,各国的价格结构有着显

著差异,即使经济大体相似的相邻国家。其中,
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价格结构基本不相

似,因此经济结构的任一差异更为重要。就此而

论,比较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结构十

分有趣。表18.5展示了从1985年到2010年间,
中美两国每隔五年的主要支出总类在GDP中所占

的百分比。
在表18.5中,以下几点更为有趣:
• 相较于中国,美国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

GDP中所占的百分比相对更高。
• 相较于美国,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在GDP

中所占的百分比很高 (在中国,建设支出占较高

份额)。

表18.5 中国与美国不断发展的经济结构,各类别与1985-2010年间所占GDP的百分比

国家 年份 HFCE GGFCE GFCF Inventories Exports Imports Net
 

trade GDP

中国 1985 51.6 14.3 29.4 8.7 9.2 13.2 -4.0 100.0

美国 1985 64.9 17.5 19.7 0.6 7.2 10.0 -2.8 100.0

中国 1990 48.8 13.6 25.0 9.9 15.5 12.9 2.6 100.0

美国 1990 66.6 17.0 17.4 0.2 9.6 10.9 -1.3 100.0

中国 1995 44.9 13.3 33.0 7.3 19.4 17.9 1.6 100.0

美国 1995 67.8 15.4 17.7 0.4 11.0 12.3 -1.2 100.0

中国 2000 46.4 15.9 34.3 1.0 23.4 21.0 2.4 100.0

美国 2000 69.0 14.3 20.0 0.6 11.0 14.9 -3.9 100.0

中国 2005 38.8 14.1 39.7 1.9 36.6 31.2 5.5 100.0

美国 2005 70.1 15.8 19.5 0.4 10.4 16.1 -5.8 100.0

中国 2010 35.0 13.1 46.9 2.4 27.0 23.0 4.0 100.0

美国 2010 70.9 17.5 14.7 0.5 12.7 16.3 -3.6 10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统计署。
注:HFCE=居民最终消费支出;GGFCE=政府最终消费支出;GFCF=资本形成总额;inventories=存货变动;exports=货物和服务

出口额;imports=货物和服务进口额;net
 

trade=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净差额。该表中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统计署2010年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库,且他们合并了对2005年的数据的全部修改结果,这些数据被提供给ICP全球办公室用于2005年轮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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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的

百分比显著下降,尤其是在2000年至2010年间,
而美国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百分比却在缓慢而稳

步地增长。
• 自1990年起,中国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净

差额每年皆呈现出正值,而美国此部分在GDP中

的百分比却一直为负值。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表18.5所示期间内,中

国的GDP支出结构与美国一点也不相似,且随时

间变化,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两大

重要支出总类的百分比变动方向相反。一个重要

的启示是:倘若考虑到中国和美国GDP之间经济

结构和发展方式的相似性这一假设,基于收集的

唯一真实数据,外推的中国2005年GDP的PPP
存在问题。

回推中国GDP实际支出所用的一个方法是,
从2005年轮ICP中获得GDP实际支出数据,再使

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中国GDP物量增长率来回推

各年份以美元表示的实际支出水平 (例如,参见

Bhalla,2008)。考虑这一过程背后的非现实假设

也具有启发性。最为关键的是,在外推的年份中

假设中美价格水平的关与2005年轮ICP中关系相

同。表18.5中所示,两国GDP构成项巨大的相对

变化表明这种关键假设不可能成立,尤其是从

2005年里中国GDP单个构成项所呈现的不同PPP
的角度来看,参见2005年轮ICP报告中的表1,
PPP,以美元计价的本地货币单位 (世界银行,
2008)。

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

货物和服务出口价格与货物和服务进口价格

之间的比率被称为贸易条件。许多国家的经济经

常受到贸易条件大幅变动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主

要资源出口国,诸如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一样的石油生产国或货物出口国。无论使用支出

法、收入法还是生产法进行测算,任何此类变动

带来的影响皆作为GDP的一部分进行记录。例如,
如果某国的全部石油生产皆用于出口,且石油价

格从一年的300货币单位翻倍至下一年的600货币

单位,而石油物量及该国经济的其他方面保持不

变,则其石油出口价值将翻倍 (增加300),且

GDP支出价值也因此增加300。采矿生产价值也增

加300,则按生产法计算的GDP也因此增加300。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方面来看,石油企业的营

业盈余增加300,则按收入法计算的GDP也因此

增加300,从而保持三个不同测算方法的 GDP
相等。

基于支出法的GDP测算为ICP提供了价值,
但基准PPP (汇率)被应用于货物和服务的进出

口。贸易条件的突然变动并不同量地影响某国的

汇率,因此本例中增加的300将主要被记录为

GDP实际支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如果GDP平减

指数法被用来外推PPP和实际支出基准,则这种

出口价值的增加被记录为价格上涨,因为所出产

的石油的物量并未增加,从而导致外推的PPP和

来自基准的PPP不匹配。
下面的方法可用来顾及这种影响:从国内最

终需求各构成项中单独外推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
调整因石油价格上涨而导致的出口价格上涨,使

其与从基准比较中获得的数据相符。对该过程进

行测试表明,在一些国家的外推PPP的精确性中

可获得一些重要好处。然而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因为ICP各参与国经济水平截然不同。实

际上,某国的出口 (进口)受到诸多不同类型因

素的影响。且贸易条件变动带来的影响不能仅归

结于石油价格上涨这类单个原因。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在20世纪60年代,Balassa (1964年)和

Samuelson(1964年)各自假设高收入国家的价格

水平系统性地高于低收入国家。几十年后,Rogoff
(1996)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提供了大量实证

支持,但其适用的情况有限。Rogoff发现,比较

极度贫穷和极度富裕的国家时该效应最为显著,
但在一组相对富裕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时该效应通

常不那么明显。PWT的发展为证实实践中存在巴

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提供了新数据。这也引出了

称为 “宾大效应 (Penn
 

effect)3”的相关理论。
“宾大效应”是指与高收入国家相比,用汇率调整

为某统一货币的GDP支出会系统性降低低收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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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基于PPP的GDP实际支出。换言之,当用市场

汇率将每个国家的GDP调整为某统一货币时,低

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GDP(及人均GDP)
差距被夸大了。从目前各轮ICP获得的数据已证

实了 “宾大效应”。
Ravallion(2010年)对 “宾大效应”的基本

原理进行了如下阐述:
在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来解释较为贫穷

的国家的PPP往往更低 (相对于市场汇率)中所

用的假设是:国家越发达,其贸易货物的劳动生

产率越高,但非贸易货物的生产率并不随其发展

水平发生系统性地变化。贸易货物生产中的劳动

力生产的边际产品越多,则其工资水平越高,这

对非贸易货物部门 (假定劳动力可自由移动)也

会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在更为发达的国家的非贸

易货物的价格也会更高,且因此价格总水平也会

上涨。同样道理,实际工资低的贫穷国家则会导

致非贸易货物价格走低。PPP与市场汇率之间的

比率将因此成为收入的一个增长函数。
Ravallion运用从2005年轮ICP获得的数据,

通过引入他所谓的 “动态宾大效应 (Dynamic
 

Penn
 

Effect,DPE)”进一步发展了 “宾大效应”。
DPE描述了相对于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人

均实际GDP增加时,基于汇率的GDP比较与基于

PPP的GDP比较之间差距缩小的趋势。 “动态宾

大效应”的重要性在于,它可提供一种调整外推

数据的方法,以使其更好地匹配下一轮ICP基准。
从2011年轮ICP中获得的数据尤为重要,它

提供可靠基准来评估在外推序列中考虑 “动态宾

大效应”是否会得出比使用现有方法所获得的测

算值更为准确。

由方法改变导致的2005年与2011年的基准

差异

  基准间的外推还受到两年间所涉及到的方法

变化的影响。2005年轮ICP与2011年轮ICP的主

要方法改变如下:
• 亚太地区和非洲地区的住房租金测算将基

于数量方法而非基准物量法。但是,可以使用基

准物量法PPP测算出2011年轮PPP,以便可以测

算出使用数量方法对2011年的结果带来的影响。
• 全球核心规格品清单上采价的规格品将对地

区PPP产生影响。地区PPP可使用和不使用核心规

格品来进行测算,从而决定其在2011年的影响。
• “重要”和 “不太重要”分类 (参见第7

章)的使用将会影响2011年的PPP。在2011年,
PPP、实际支出和价格指数可不使用这种分类进行

测算 (如2005轮一样),以便确定使用该分类带来

的影响。
• 在2011年使用的全球汇总法产生的结果将

与2005年所使用的两阶段法产生的结果有所不同。
用2005年使用的方法重新测算2011年的PPP,以

确定此方法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
•2005年,仅在ICP六个地区中的三个地区

(非洲、亚太地区、西亚)进行生产率调整,但地

区链接因子的测算未使用生产率调整。在2011年

轮ICP中,一些地区可能会使用生产率调整,而

一些地区则不会。但所有地区的链接因子的测算

会将所有地区生产率调整均计入在内。
•2011

 

ICP中的建筑品的方法有所改变,但

与2005年轮ICP差异较大,很难比较这种改变带

来的影响。
一旦2011年的结果最终敲定,便有可能测算

大多数方法改变带来的影响,但需强调的重要一

点是,用这种方法测算得出的差异表明的是方法

改变而非精确的数量变化带来的影响。

外推方法的改进

为了PPP的所有使用者的利益起见,非基准

年的PPP需尽可能地精确。显然,不同的方法几

乎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使用者有责任

对其分析背后的假设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2005
年轮ICP提供了改进外推方法的动力,且一些研

究者正在研究一些有前景的替代方法。2011年轮

ICP的结果将成为2005年轮ICP几乎全部146个

参加国的可靠基准,并将为研究者们提供比现有

评估各类方法的可靠性的更好的数据集。
改进外推PPP的方法的可能方式包括:
• 从尽可能细致的层级而非仅从GDP层级来

外推PPP。但经验表明,缺少一致、详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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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将限制这种可能性。
• 调整受任何贸易条件影响的价格外推项目

(如区别对待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净差额与GDP的

其他构成项,及使用GDP各构成项的国内最终需

求平减价格指数)。
• 在外推PPP中系统地纳入DPE,使用回归

分析技术来测算该效应的大小。
此外,几 位 研 究 者 (如,Hill,2004 年;

Feenstra,Ma和Rao,2009年)正在研究几种全

新的方法,如计量经济学技术,以提供更为可靠

的PPP和实际支出时间序列。

未参与国的PPP的测算

虽然参加2005年轮ICP的国家数量再创新高

(六大地区共146个国家),仍有50多个国家未参

与ICP。这些未参加国很多属于低收入国家,这成

为很多使用ICP结果进行贫穷分析的研究者的主

要研究热点。因此,同前几轮的ICP一样,2005
年轮ICP也使用回归分析技术对许多未参与项目

国家的 GDP的PPP进行了测算。在2005年轮

ICP中,共测算了42个未参与项目国家的PPP。
所用的方法是用一个含有两个解释变量的对数模

型测算人均GDP。这两个解释变量为: (1)用世

界银行地图集法测算的,用美元表示的人均GNI;
(2)中等 (学校)毛入学率。

对所用模型的详细说明已在2005年轮ICP的

全球报告中提供 (世界银行,2007),相关部分请

参见本章的附录C。

ICP基准结果比较

连续两轮ICP的结果彼此独立,因为其结果

用参与国所涉及各年份的普遍价格水平来表示。
就两轮ICP的比较结果而言,尽管实际支出和PLI
存在密切联系,但将二者分开考虑较为妥当。

本章前文部分已对跨时间和空间保持一致性

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尽管这些问题存在于

从一轮ICP外推另一轮的PPP和实际支出中,但

他们仍对连续轮ICP基准的比较有一定的启发性。
对2011年轮ICP的实际支出测算与2005年的数据

进行直接比较不仅应理解2005年与2011年之间价

格变动水平,还应理解不同国家间价格不同程度

变动水平。比较两个不同年份中一国人均GDP实

际支出指数与世界 (地区)平均值应理解,该平

均值的结构可能在两轮ICP间发生了改变,其改

变范围取决于所涉及的国家。例如,一国的GDP
较大,且其物量的增长率高于平均值,便会对连

续两轮ICP的世界平均GDP实际支出造成不同程

度地影响。这样一个国家对地区平均值的影响会

更为明显。例如,亚太地区的实际支出总额中,
中国占主导地位,印度次之。因此,在每轮ICP
中,这两国的经济行为将对亚太地区的平均实际

支出造成重大影响。

表18.6 GDP估计实际支出 (2011年),五大地区

国家 2005年轮

ICP,实际支出 2005PPP 2005-2011年的变
动%,GDP

 

IPD 2011年PPP 2011年的PPP
(美国=1.00)

2011年

GDP,现价
2011年GDP

实际支出

美国 12376100 1.00 13.4 1.134 1.00 15064816 15064816

中国 5333230 3.45 33.2 4.594 4.05 45821758 11308355

日本 3870282 129.55 -6.5 121.105 106.82 469545267 4395654

德国 2514783 0.89 5.6 0.940 0.83 2568196 3098360

印度 2340997 14.67 51.2 22.185 19.57 87454896 4469339

地区总额 26435392 38336523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
注:IPD=隐含平减价格指数。

  作为可能产生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本小节研究

了在2005年轮ICP中拥有世界最高的实际GDP五个

国家不同增长率带来的影响。这五国分别是:美国、
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 (“五大”地区)。表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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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在2005年轮ICP中这五国各自的GDP实际支

出测算值,及相应的GDP的PPP。运用2005年与

2011年间GDP平减指数的百分比变动可将各国2005
年的PPP外推至2011年。这些PPP仍基于2005的国

民经济核算,及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第三季

度的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获得的2011年测算

值 (IMF2011)。2011年的PPP再度参考了美国=
1.00的基准。按现价表示的2011年GDP为2011IMF
测算值,且用2011年的GDP除以外推的2011年PPP
(US=1.00)得出了各国2011年的GDP实际支出。

从该表得出的一个关键点是,2011年的GDP
实际支出不能直接与2005年的GDP实际支出进行

比较,因为这两个年份各自的GDP实际支出是用

不同的价格水平来表示的。表18.7通过纳入2005
年和2011年间的增长率对表18.6进行了扩展。

表18.7中,美国2005年的GDP实际支出指

数为234(有别于五大地区平均值100),但这一数

字在2011年下降为196。表面上的含义是美国经

济在这期间有所收缩,而事实上,美国经济的增

长超过了5%。所观察到的下降表明美国经济的显

著增长少于地区平均值,事实的确如此,如表

18.7列 (5)所示的-16%。列 (5)还表明中国

和印度的增长显著高于地区平均值 (分别为46%
和32%),而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增长皆低于地区

平均值。但在这两个年份里,美国的GDP水平仍

高于中国,尽管这两国之间的差距已明显缩小。
表18.7的列 (9)展示了国民经济核算时间序列中

相对于地区平均值的GDP物量增长。这些数字与

列 (5)中的GDP实际支出的相对变化非常接近。
然而这种接近是所用的外推方法所致,在实践中,
一旦2011年轮ICP用该表 (2)列中的外推测算

值替代时,这种差异可能会大得多。值得注意的

是,列 (5)和列 (9)中的实际支出相对增长率

并非恰当的时间上的物量的变化,因为他们结合

了物量和价格变化两个因素。

表18.7 比较物量变化和GDP实际支出变化,五大地区

国家
2005年轮

ICP,GDP
实际支出 (1)

2011年GDP
实际支出
(2)

2005年轮

ICP,GDP
实际支出指数

(3)

2011年GDP
实际支出指

数 (4)

PPP隐含的
实际支出相
对增长率
(5)

2005年的GDP
物量 (国家

测算值,本地
货币)(6)

2011年的GDP
物量 (国家测
算值,本地
货币)(7)

2005到2011
年的变动百
分比,(GDP
物量)(8)

国民经济核
算相对物量
增长率 (%)

(9)

美国 12376100 15064816 234 196 -16 12622.95 13287.89 5.3 -17
中国 5333230 11308355 101 147 46 8307.14 15457.37 86.1 47
日本 3870282 4395654 73 57 -22 536762.20 537356.11 0.1 -21
德国 2514783 3098360 48 40 -15 2220.95 2428.52 9.3 -13
印度 2340997 4469339 44 58 32 34489.09 55929.10 62.2 28
总额 26435392 38336524

平均值 5287078 7667305 100 100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

表18.8 GDP实际支出 (平均值=100),五大地区

国家 2005年轮ICP,
GDP实际支出 (1)

2011年GDP实
际支出 (2)

2005年轮ICP,GDP
实际支出指数 (3)

2011年GDP实
际支出指数 (4)

2005年的GDP实
际支出在地区总额
所占百分比 (%)

(5)

2011年的GDP实
际支出在地区总额
所占百分比 (%)

(6)

美国 12376100 15064816 234 196 46.8 39.3
中国 5333230 11308355 101 147 20.2 29.5
日本 3870282 4395654 73 57 14.6 11.5
德国 2514783 3098360 48 40 9.5 8.1
印度 2340997 4469339 44 58 8.9 11.7

地区平均值 5287078 7667305 100 1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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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例子通过比较各国在所在地区的实际支

出总额所占百分比进行进一步分析。表18.8的列

(1)至列 (4)中的数据来自于表18.7中的相应

列。列 (5)和列 (6)展示了2005年和2011年各

国在所在地区总额的百分比。
表18.8中,美国、日本和德国在2011年的指

数皆低于2005年 (相较于地区平均值),尽管这三

个国家的GDP物量在2005年和2011年间有所增

长,即使日本只增长了0.1%,请参见表18.7的

列 (8)。其原因在于,中国 (86.1%)和印度

(62.2%)在2005年和2011年的GDP物量增长使

这两国在2011年的地区总额所占百分比要比2005
年的要大得多。表18.8列 (5)和列 (6)分别展

示了2005年和2011年各国在GDP实际支出中的

份额。从这两列可以明显看出,五大地区中,在

美国、日本和德国百分比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和

印度的百分比显著增长。因此,若要使2005年和

2011年GDP实际支出指数变动有意义,必须理

解,即使每个单独年份里的指数提供了有用的信

息,基准 (例如地区平均值)在每年有所不同。
比较两个年份间地区总额的百分比变动有助于解

释2005年与2011年间GDP实际支出指数的变动。
按照不同价格水平表示的实际支出这一问题

的解决之道是,根据2005年到2011年间的价格变

动来调整价值。然而,其最终结果取决于用于调

整价格水平的基准国的选择。换言之,如果用美

国的价格变动将2011年的实际支出调整为2005年

的价格水平则会获得一组结果。如果,例如用中

国的价格变动来调整两年间的实际支出变动则会

获得一组不同的结果。
在尝试解释连续两轮ICP间的PLI也会遇到

类似问题。PLI按照某个基准来表示,这个基准可

以是某国,更为常见的是一个地区或世界平均值。
各国的经济规模随时间变化而产生变化,价格水

平也是如此,因此,任何单个国家的PLI会对两

轮ICP的地区或世界平均值变动产生影响。因而

某国的PLI在一轮ICP中高于 (或低于)另一轮

的事实并不能提供有用信息。它需要基于地区或

世界平均值的构成项信息一起进行解释。
总之,ICP旨在比较各国在某年而非历年的实

际支出。然而,相较于某基准国或一组国家的实

际支出变动,分析某国的实际支出变动是有可能

的 (即相对变动)。例如,评估几对国家间的关系

是可能的,如 “A国的GDP实际支出在2011年高

于B国x%,而A国的GDP实际支出在2005年高

于B国y%”。关键点在于,因为在2005年与2011
年这两年地区 (世界)平均值的构成项有所不同,
一组国家在这两年记录水平的比较会存在问题。
不能直接进行水平比较,必须采取额外的步骤评

估这两年的相对变动以解释呈现的差异。

结论

收集测算PPP和实际支出所需的数据是一件

耗时且成本较高的事。1967年,首轮ICP仅测算

了少量国家的数据,而2011年轮ICP (有180多

个参与国)将是国际比较项目进行的第八轮。由

此可见,每轮ICP之间平均间隔了6年以上。随

着人们对国际比较的兴趣的加深,与之前6年频率

相比,需要更频繁地测算PPP和实际支出,并研

发各种方法以得出非基准年历年测算值。不同的

方法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也并不必然地与后面

的基准充分匹配。在评估外推的PPP和实际支出

有效性的过程中,有必要理解外推过程背后的假

设。本章旨在提供相关的各类假设的细节,以便

使用者能够选取最适合其情况的假设。然而,使

用者应当考虑的一个关键点是,经验表明与使用

市场汇率将价值转换为某统一货币这种替代方法

相比,外推的PPP和实际支出会得到更为准确的

数据。
比较两轮ICP的结果并非易事,因为历年实

际支出是按各年 (不同的)价格水平表示的。在

解释相邻一轮ICP的结果时,很有必要注意所示

的实际支出与价格水平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

区平均值相关。因此,一国在一个地区 (或整个

世界)的相对位置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涉及

的国家的经济活动 (或价格水平)下降了,而是

这意味着该国的经济活动 (或价格水平)上涨的

速度不如与之相比的其他国家那么快。
2011年轮ICP提供了一些方法上的改进,以

便未来更有效地外推PPP。例如,使用连接各地

区的核心规格品集来获取各基准间的一些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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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测算GDP下的各总类的PPP。各国CPI的协

调也将有助于改进外推法。
本章以附录D结束,相较于新基准,附录D

进行了外推的经验性分析。该分析是基于17个欧

洲国家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总量 (Household
 

Fi-

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HFCE)欧盟统计

局数据,展示基准测算值与六年外推值之间的分

歧。请注意,如果纳入的国家越多,或者分析基

于GDP而非居民最终消费,则结果会有所不同。

附录A

世界银行图表集法

  下文节选自2010年 《世界发展指数》(世界银

行,2010,435)。
出于某些实用目的,计算以美元计价的GNI

和人均GNI时,世界银行使用图表集转换系数。
使用这一转换系数是为了减少汇率波动对国民收

入跨国比较的影响。
每年的图表集转换系数都是一个国家当年汇

率 (或替代转换系数)和前两年汇率的平均值,
同时还应按该国与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的

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别进行调整。一国的通货膨

胀率用GDP平减指数变化来衡量的。
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代

表着国际通货膨胀,这些都是以 “SDR平减价格

指数”的变动来衡量 (SDR,即特别提款权,是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记账单位)。SDR平减价格指数

是以SDR表示的这些国家GDP平减指数的加权平

均数。权数由一个SDR单位中所含的各国货币量来

决定。权数随时间而改变,因为每种货币出现价值

波动时,SDR的构成及每种货币兑换的相对汇率都

要改变。SDR平减价格指数先以SDR为单位进行计

算,然后再按SDR对美元的图表集转换系数换算成

美元。图表集转换系数可用于算出一国的GNI。把

以美元计值的 GNI除以年中人口数,得出人

均GNI。
如果一国的官方汇率被认为不可靠或不能代

表这一时期的实际汇率,就要使用图表集公式中

汇率的替代测算值 (参见下文)。
以下的两个公式分别用于计算t年的图表集转

换系数:

e*t=
1
3 et-2

pt
pt-2  pS$t

pS$t-2  +






et-1
pt
pt-1  pS$t

pS$t-1  +et




和以美元计值的t年人均GNI:

y$
t=

Yt

Nt  
e*t

其中:
e*t 是t年的图表集转换系数 (本国货币对美

元)
et 是t年的年度平均汇率 (本国货币对美元)

pt 是t年的GDP平减指数

pS$
t 是t年以美元计值的SDR平减指数

y$t 是t年以美元计值的图表集人均GNI
Yt 是t年现值GNI(以本国货币计值)
Nt 是t年的年中人口数

替代转换系数

世界银行对官方汇率是否适宜做转换系数进

行系统性的评估。当认为官方汇率严重偏离国内

的外币和贸易规格品交易中使用的实际汇率时,
需使用另一种替代转换系数。这一点如原始数据

文档所示,只适用于少数几个国家。图表集法以

及WDI其他地方使用的替代转换系数仅用作单一

年份的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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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使用GDP平减指数法外推PPP的传递性

  在2005年轮ICP中,所有国家的PPP具有传

递性。传递性是ICP中的重要条件,因为它确保

了任何两个国家间的结果的一致性,无论其结果

是直接计算两国或间接通过第三国进行计算。例

如,在2005年轮ICP中,A、B、C三国的传递性

条件为:
PPP2005A/C=PPP2005A/B×PPP2005B/C (18B.1)

PPP2005A/C 是2005年A国相较于C国的PPP。
用于从一个基准年外推其他年份的PPP的

GDP平减指数法已在本章探讨时间与空间一致性

的一节中进行了阐述。该方法的实用性是,外推

的PPP仍具有传递性,因此无需进行特殊调整。
用GDP平减指数法来外推A、B、C三国t年

的PPP的公式如下:

PPPt
A=PPP2005A ×

IPDt
A

IPDt
US

(18B.2)

PPPt
B=PPP2005B ×

IPDt
B

IPDt
US

(18B.3)

PPPt
C=PPP2005C ×

IPDt
C

IPDt
US

(18B.4)

PPPt
A 代表t年A国的PPP;IPDt

A 代表t年

A国的GDP隐含平减价格指数 (2005年基准=
100);IPDt

US 代表t年美国的GDP隐含平减价格

指数 (2005年基准=100)。
运用 (18B.2)和 (18B.3)的关系得出,t年

A国和B国之间的PPP为:

PPPt
A/B =PPP2005A ×

IPDt
A

IPDt
US  ÷PPP2005B ×

IPDt
B

IPDt
US  

=
PPP2005A

PPP2005B  ×IPDt
A

IPDt
B  . (18B.5)

类似地,我们运用 (18B.3)和 (18B.4)的

关系得出,t年B国和C国之间的PPP为:

PPPt
B/C=

PPP2005B

PPP2005C  ×IPDt
B

IPDt
C  (18B.6)

且运用 (18B.2)和 (18B.4)的关系得出,t
年A国和C国之间的PPP为:

PPPt
A/C=

PPP2005A

PPP2005C  ×IPDt
A

IPDt
C  (18B.7)

若要 保 持 外 推 序 列 的 传 递 性,需 要 对 式

PPPt
A/C=PPPt

A/B×PPPt
B/C 进行说明。根据

(18B.7),按外推序列该公式可重新表示为:

PPPt
A/C=

PPP2005A

PPP2005C  ×IPDt
A

IPDt
C  (18B.8)

运用 (18B.5)和 (18B.6)之间的关系,

PPPt
A/B×PPPt

B/C =
PPP2005A

PPP2005B  ×IPDt
A

IPDt
B  




 






×
PPP2005B

PPP2005C  ×IPDt
B

IPDt
C  




 






=
PPP2005A

PPP2005B  × PPP2005B

PPP2005C  



 




 ×

IPDt
A

IPDt
B
×
IPDt

B

IPDt
C  




 





=
PPP2005A

PPP2005C  ×IPDt
A

IPDt
C  

正如 (18B.8)所要求的一样。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用 GDP平减指数法从

2005年外推得出的t年的PPP在t年具有传递性,
前提是该PPP在2005年也具有传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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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非基准经济体的PPP的测算

  下文节选自 《全球PPP和实际支出:2005年

轮ICP》(世界银行,2008年,164页)。
世界银行每年凭借从基准经济体获得的信息,

运用测算方程式将非基准经济体的PPP测算值纳

入到WDI出版物和数据库中。下面的测算方程式

(5)用来测算未参与前几轮 (1993—1996年)ICP
的经济体的价值:

LnGDPcap  =0.3402+0.5851*LnGNIcap  
+0.2941*Ln(SGER) (5)

其中:
GDP
cap

代表ICP人均GDP的基准测算值 (PPP)

GNI
cap

代表用世界银行地图集法进行测算的以美

元计值的人均GNI,以及SGER代表中等 (学校)
毛入学率。

以上三个变量均以美国的相应价值进行表示

(美国=100)。该模式运用前几轮ICP的基准结果

进行首次测算,当1993—1996年ICP的结果可获

时再重新测算。
运用2005年轮ICP的初步结果,该模型或式

(5)可重新估计,为模型或式 (6):

LnGDPcap  =0.3553+0.6994*LnGNIcap  +
0.2292*Ln(SGER) (6)

由于经济体间的贸易与非贸易部门之间劳动

力流动性统计的不完善,可以通过加入与要素生

产率和工资差异相关的其他自变量来改善模型的

准确性。然而,设定的各类模型全面探索超过了

初步实践的范围,因为初步实践旨在复制现有方

法以便其他方法能够与之进行比较。
上面的模型用来测算非基准经济体 (参见表8

所示结果)。对于无法获取地图集人均GNI的少数

经济体而言,该模型或式 (6)经调整后用以美元

计值的人均GDP来取代GNI
cap
,用模型或式 (7)中

的所有可获数据进行重新测算。

LnGDPcapPPP  =0.1987+0.7147*
LnGDPcapUS$  +0.2422*Ln(SGER) (7)

输入数据和以美元计值的基准人均GDP主要

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获得 (2008年,4月)。
被测算2005年PPP的42个国家是:

阿富汗 海地 塞舌尔

阿尔及利亚 洪都拉斯 所罗门群岛

安提瓜和巴布达 牙买加 圣基茨和尼维斯

巴哈马 基里巴斯 圣卢西亚

巴巴多斯 利比亚 圣文森特

伯利兹 马绍尔群岛 苏里南

哥斯达黎加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东帝汶

多米尼克 缅甸 汤加

多米尼加 尼加拉瓜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萨尔瓦多 帕劳 土库曼斯坦

厄立特里亚 巴拿马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格林纳达 巴布亚新几内亚 乌兹别克斯坦

危地马拉 萨摩亚 瓦努阿图

圭亚那 圣马力诺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143

第18章 外推PPP与ICP基准年结果的比较



附录D

有关外推PPP的注意事项

Robert
 

Inklaar和Marcel
 

P.Timmer(格罗宁根大学)

  很少对各国间的价格水平进行比较,但进行

频繁地测算的需求更加强烈。常用的方法是凭借

ICP或GDP隐含平减价格指数获得的价格变动数

据来外推基准PPP。但正如本章进行的阐述,为

何从某一基准外推的PPP和后面的实际基准间存

在不匹配,有概念上的原因,也有实践上的原因。
简而言之,如果两国在任一时间点的经济结构不

同,使用GDP平减指数来外推GDP的PPP,即使

详细的价格趋势相同,但实际GDP的PPP和外推

GDP的PPP也将无法匹配。此外,为何从某一基

准外推的PPP结果与后面的实际基准之间不一致

还有实践上的原因,包括价格抽样、权重差异,
以及比较各国GDP时忽略了贸易条件等。

在本注意事项中,我们旨在从定量的角度来

分析这个问题,对造成外推购买力结果不同于实

际基准的系统性原因和非系统性原因进行区分。
本章列举了一些系统性原因:因权重 (指数问

题)、缺失价格 (如贸易条件)、对时间序列进行

了修改而非水平比较、某些国家进行价格质量调

整,以及非市场服务的生产率调整造成的差异。
上述这些情况,获得更准确的数据或进行更为适

当的测量可以消除这些差异的源头。非系统性差

异则较难处理,尤其是抽样范围 (时间可比性或

跨国可比性)和基本分类层面以下的权重差异。
在基本分类层面,这些差异似乎更像是随机误差,
因此解决这些误差有相当难度。只有使用某一组

通用的单独报价数据来测算跨国和跨时间的价格

变动时,我们才有可能从源头上消除外推PPP和

基准PPP间的差异。然而,在实践中即使拥有这

样的数据组也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差异,尽管这样

的数据组可大幅减小这种差异。
为了量化非系统性差异的重要性,我们分析

不存在本章指出的大多数系统性差异的一组数据,
随后继续消除剩余的系统性差异。为此,我们使

用了欧盟统计局关于1996-2010年期间17个欧洲

国家 (以前的欧盟15国加上冰岛和挪威)的居民

最终消费支出的PPP与经调和的通货膨胀数据。
仅对HFCE数据分析后发现,因为不需要进出口

和非市场服务的价格,系统性差异较少。对于上

述17国,我们推测许多非系统性差异也可减到最

少,因为这些国家全部属于富裕国家,且最近一

段时期数据的使用也会减少时间序列测算和跨国

相对价格所用的方法的不匹配。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滚动基期法,三分之一的

HFC的相对价格是在某特定年份测量,并使用后

两年详细的CPI序列进行了外推。这样便会得出

146个HFC基本分类每年的观察值,且HFC分类

可与欧盟统计局的消费者调和价格指数 (Harmo-
nized

 

Index
 

of
 

Consumer
 

Prices,HICP)数据组中

的详细通货膨胀率序列相匹配。
为了测量数据组中系统性和非系统性差异的

重要性,我们使用了四种方法来计算HFC支出的

相对价格:
1.用GEKS法对欧盟统计局给出的146个基

本分类进行汇总。
2.用GEKS法对这146个基本分类进行汇总,

其中基本分类使用可获的最详细的通货膨胀数据

进行外推。
3.用GEKS法对这146个基本分类进行汇总,

其中基本分类用总量通货膨胀率进行外推。
4.用总类通货膨胀率对总体HFC价格水平进

行外推 (即全球性的外推)。
为了模拟ICP情景,用1996年的价格水平并

结合1996-2002年期间的通货膨胀率外推了六年的

数据。六年后,新的ICP基准可用来替换上一个

外推。这意味着共有9组外推HFC价格水平可以

进行比较 (1996—2002年,1997—2003年等等)。
方法1与欧盟统计局所用的方法相同,相应的

结果也接近已公布的HFC价格水平4。方法2外推

基本分类价格的方式也与欧盟统计局相同,但未

引入新的基准信息。使用方法1和方法2所得出的

结果的差异表现了抽样、价格收集方法、货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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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基本分类层面上权重差异 (即非系统性差异)
的重要性。方法3省略了详细的价格趋势,但用相

同的多边指数法来计算相对价格。使用这种方法

所得出的结果与全球性的外推 (方法4)所得出的

结果相比较,对应着共同的价格趋势但权重不同

的程式化例子。方法2和方法4得出结果的差异可

被视为该指数问题的上限:两种方法都使用了相

同的价格趋势 (HICP),但所用的权重却不相同。
表18D.1对这四种方法的比较进行了总结5。

列 (1)、(2)和 (3)分别用方法2、3、4与方法

1即官方方法比较得出HFC价格水平。列 (4)和

列 (5)用方法4 (全球性外推法)分别与方法2
和方法3比较得出。结果显示,方法2(用详细的

通货膨胀率进行外推再汇总)比另外两种方法得

出的结果更接近官方公布的结果。但仍存在约3%
的显著差异。该结果还表明,相较于方法1,方法

2、方法3及方法4三者得出的结果彼此更为接近。
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在这一数据组内,非系统性

差异仍是造成结果差异的主要来源。这一发现还

表明,指数问题 (参见列 (4))在这种情况下较

为适度,存在1.4%的中间数差异。然而,尽管非

系统性差异从数量上讲比系统性差异更为重要,
但表18D.1也表明,用详细的通货膨胀率进行外

推再汇总 (即方法2)会产生比全球性的外推 (方
法4)更小的最终基准差异。测算中间数的差异会

下降约20% (2.6%对3.3%)

表18D.1方法1(PL1)至方法4(PL4)之间HFC价格水平的绝对差异 百分比

PL2/PL1 PL3/PL1 PL4/PL1 PL4/PL2 PL4/PL3

(1) (2) (3) (4) (5)

平均值 3.6 4.1 4.1 1.5 0.6

中间数 2.6 3.1 3.3 1.4 0.5

第25个百分位 1.3 1.4 1.8 0.7 0.2

第75个百分位 5.2 5.7 6.0 2.1 0.8

最小值 0.0 0.0 0.0 0.0 0.0

最大值 12.0 16.2 14.3 5.4 2.9

  注:通过144个观察值计算得出的概括统计量:九组价格水平 (1996—2002年以及2004—2010年)和16个国家同德国的比较结果。

结论

经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 外推的PPP通常与随后的基准不匹配,即

使考虑到了诸如在基本分类层面上使用相同权重

等全部系统性差异。

• 在解释外推的PPP与随后的基准间的差异

中,非系统性差异更为重要。这一发现可充分适

用于17个欧洲国家自1996年来的居民最终消费支

出数据组。

• 通过使用详细水平的价格来外推PPP,以

及使用相同的多边指数法作为原始基准进行汇总的

方式消除系统性差异,与使用全球外推方式相比,
更能让外推的PPP接近随后的基准。在目前的设置

中,增长相对适中 (±20%),但在ICP的设置中,

所有系统性的差异更大,因而增长也会更大。
• 减少非系统性差异的可能唯一方式是更广

泛地利用那些用于国际比较的,跨时间价格指数

的相同价格,如CPI。

• 分析HFC比分析GDP产生的系统性差异

要少。GDP的其他构成项的价格不如HFC中的价

格那么可靠,因此ICP参与国提供的价格不一致

的可能性更高。因而与对HFC分析相比,对GDP
进行类似分析几乎必然会导致更大的差异。

尾注

1.滚动基期法包括:收集以三年为周期的居民最终消

费支出的价格;约六分之一的价格每半年收集一次,且基

本分类的PPP是通过每个基本分类的特采价格指数进行外

推。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及资本形成总额中的规格品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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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更为频繁。

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年)对GNI(GNI)的

定义为:GDP加上国外应收劳动者报酬,加上国外应收财

产收入,加上税收,减去国外应收生产补贴,减去国外应

付劳动者报酬,减去国外应付财产收入,再减去税收加上

国外应付生产补贴。

3.这一术语由Kravis等人 (1975年)在参阅1970年

ICP出版物中的结果时首次使用。该术语因来自宾夕法尼

亚大学的Irving
 

Kravis、Alan
 

Heston、和Robert
 

Summers
在该轮ICP中的深度参与而得名。

4.因后几年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在基本分类上存在

一些权重差异,但这一影响相对较小。

5.一详细结果已证实18D.1结果与各国历年结果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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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2005年轮ICP结果与实证分析
YURI

 

DIKHANOV和FREDERIC
 

A.
 

VOGEL

  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结果使人们对世界

经济规模和构成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中,GDP及

其构成的价值采用通用货币进行测算,按价格水

平差异进行调整,不受临时汇率变动的影响。
本章将根据2005年轮ICP结果对全球经济进

行概述。此外,本章还将对最终结果中所使用的

概念及方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例如,前面章

节中已对诸如不变性和可加性等基本概念进行了

广泛探讨。本章将对此类概念对最终结果的影响

加以讨论。同时还将介绍不同的汇总方法及其优

缺点以及2005年和2011年两轮比较中所做出的

选择。

全球经济概览

本节中的四个图表采用 《全球PPP与实际支

出: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 (世界银行,2008)
中所述的按购买力平价 (PPP)测算GDP的方式

对全球经济进行概述。
图19.1中显示了采用PPP和汇率法测算的全

球GDP在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

家中的分布1。当采用PPP (而非汇率)将国家

GDP转换成通用货币时,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全球

GDP中的占比已从全球经济总量的19%增加至

32%。同样低收入经济体采用PPP后,其GDP在

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增加了一倍以上,但差距

仍然是巨大的:占全球人口35%的国家的经济总

量仅占全球GDP的7%,而仅占全球人口17%的

国家 的 经 济 总 量 在 全 球 GDP 中 的 占 比 却 高

达61%。
根据2005年轮ICP中按PPP测算的GDP结

果,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占全球经济

总量的22.5%),而中国和日本则分别以9.7%和

7.0%的占比名列其后。全球12大经济体的经济总

量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其中包括巴西、中国、
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上述五个低收入或中等

收入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共同占比几乎达到

了22%。
按区域统计,同样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结果。

就非洲经济体而言,目前,埃及、摩洛哥、尼日

利亚、南非和苏丹占据主导地位,占该区域GDP
总量的三分之二2。巴西的经济总量占南美洲经济

总量的一半。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占独立国家联合

体 (CIS)GDP总量的四分之三;中国和印度的经

济总量占亚太地区GDP总量的三分之二;而沙特

阿拉伯则是西亚GDP总量最大的国家。
图19.2中显示了按国家或经济体统计的全球

GDP分布。这些经济体按照人均GDP的大小沿横

坐标排序,并用矩形表示,该矩形沿水平标尺的

宽度为各经济体所占世界人口的相应比例。垂直

标尺上显示的是基于PPP的人均GDP指数,即各

经济体的人均GDP在世界人均GDP (世界=100)
中所占百分比。因此,各经济体的GDP表示为矩

形面积,或者表示为人口总数与人均GDP的乘积,
这样就可以对这些经济体进行直接比较。

在图19.2中,各经济体是根据其人均GDP的

大小以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的。从100%水平

线与矩形的交点处来看,目前大约有四分之三的

世界人口的人均GDP低于世界人均GDP。尽管中

国和印度目前分别是第二大和第五大经济体,但

它们的人均GDP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因为

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人口总数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40%。人均GDP水平位列全球第六的美国则在图

的右侧。其余国家由于其人口较少,因此在图中

用深色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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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 占全球比例:按PPP测算的GDP与按美元测算的GDP的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年。

图19.2 全球GDP的国家分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年。
注:图中根据各国人均实际GDP水平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对各国进行排序。图中各个矩形的面积分别对应各国所占全球GDP的份

额。人均GDP水平位列全球前五位的经济体 (即:卢森堡、卡塔尔、挪威、文莱和科威特)在图中未显示,这是因为这五国的

GDP总量所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并且它们的人口总数所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亦太小。就人均GDP水平而言,
美国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图19.3是按价格水平指数 (美国=100)绘制

的,它从另一个视角展示了各国的人均GDP。切

记:价格水平指数 (Price
 

Level
 

Index,PLI)是

PPP与相应汇率之比,用于比较各经济体间价格

水平。图19.3是PLI与经济规模大小成比例的人

均GDP的多维比较,代表各国的小圆球已按ICP
中的区域进行了颜色区分3。PPP和汇率通过PLI
表示,人均支出水平反映出各国的富裕程度,而

小圆球的大小则表示各国的GDP水平。一个重要

的发现是:一般来说,国家越发达,价格水平越

高。另一个发现是:对于个别国家 (特别是较高

收入水平的国家)而言,价格水平与人均GDP之

间的关系并不统一,例如:冰岛的PLI大约比美

国的PLI高60%,但冰岛的人均GDP水平却比美

国的人均GDP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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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 PLI与人均GDP(美国=1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年。
注:各经济体用小圆球表示,小圆球大小与按PPP测算的GDP成正比。代表各国的小圆球及标签均按ICP区域进行

了颜色区分。关于国家代码详情,请参见第10章附录。

  通过建立PLI对数与名义人均GDP对数的回

归模型,我们便可以测算出2005年轮ICP中的静

态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或静态宾大效应)4:

ln(PLIi)=-0.0774(0.0359)
+0.2131
(0.0115)

ln(Yi)+̂εi

R2=0.7045;回归标准误差 (均方误差)=
0.2341。 

这意味着名义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价格水平 (PLI)将增加0.2131% (相对于美国而

言)。如前文所述,这种关联性并不是十分明显。
但通过使用此公式,我们能够预测一个国家的PLI
或实际GDP,其中标准估计误差为23.4%5。

当采用非参数回归进行测算时,可能会得到

更好的拟合结果。特别是,在图19.4中使用了

局部多项式加权回归 (LOESS)方法和叶帕涅奇

尼科 夫 (Epanechnikov)核 方 法 (Cleveland和

Devlin,1988年)。LOESS拟合曲线 (即粗线)

与用来比较的三次拟合曲线形成了鲜明对照。图

19.4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数价格水平与按汇率测

算的人均收入对数之间呈现出了很强的非线性关

系。LOESS的标准误差为0.18 (仍然较高),但

这一数值明显低于线性方程的标准误差。

区域不变性应用方法的影响

前面章节中已对PPP测算过程中所涉及的不

同方法和概念进行了极为详细的介绍。当中指出

了用来测算任意两个国家间PPP的任何合理定义

的多边方法都会受到国际比较项目中其他国家的

影响。以墨西哥和德国为例,这两国间的PPP将

取决于国际比较项目中其他国家的情况。第10章

对这些可变性来源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为了消除非区域国家的影响,ICP遵循以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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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 价格水平指数 (PLI)对数与人均GDP对数 (汇率法)
注:关于国家/经济体缩略语,请参见第10章附录。

则:首先在区域层面对PPP进行测算,然后在保

留区域内价格与实际支出对比关系的情况下进行

全球汇总。这就是所谓的不变性。不变性要求的

基本原理如下:由于各区域内的各国会使用一份

相同的规格品清单,并且各国具有相似的价格和

经济结构,因此区域内国家间的比较比区域外国

家间的比较意义更大。第4章至第6章中介绍了在

2005年轮ICP中对这些区域PPP进行测算的方法

并说明了如何将它们与其他区域联系起来以进行

全球比较。这种关联是在确保符合不变性概念的

前提下完成的。由此定义的不变性概念可确保一

个区域内任何一对国家间的相对位置 (PPP或实

际支出的比例)在区域比较和全球比较中保持不

变。(此概念也使在不同时间编制和公布区域结果

成为了可能)。
此概念允许各区域在不同时间编制和公布区域结

果然而,ICP区域组合已从主要基于地理位置的组合

转向更加基于组织分布的组合。特别是欧盟统计局—
OECD区域目前包括大韩民国、日本、墨西哥和俄罗

斯6。此外,区域组合在每一轮比较中都在发生变化:
1993年,中国和印度尚未加入ICP,而2005年,这两

个国家均被纳入了亚太地区。同时,日本和韩国早在

1993年就被纳入了亚太地区的国际比较项目中,但

2005年,这两个国家未被纳入亚太地区国际比较

项目。
本节把2005年轮ICP中在不变性原则下所采用

的两阶段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与在不对全球GDP或总

量实施不变性原则的情况下基于单阶段全球汇总所得

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区域不变性可通过如下方法还

原:采用单阶段全球汇总得出区域总量,然后基于区

域汇总量分摊到各区域内的各个国家。
ICP六大区域和部分国家的结果如表19.1所

示。根据世界银行 (2008)所公布的信息,下表

中第 (1)列和第 (4)列分别表示以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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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1 两阶段和单阶段汇总的人均GDP指数及世界份额

人均GDP指数 (世界=100) GDP世界份额

GEKS法 GEKS法

两阶段
(1)

单阶段
(2)

比值
(3)

两阶段
(4)

单阶段
(5)

比值
(6)

亚太地区 40.0 43.8 1.10 21.9 23.2 1.06

南美洲 93.8 91.9 0.98 5.6 5.3 0.95

欧盟统计局—OECD 295.3 299.3 1.01 66.3 65.2 0.98

独立国家联合体 102.5 116.6 1.14 4.1 4.5 1.10

非洲 24.8 26.8 1.08 3.3 3.2 0.96

西亚 86.0 89.6 1.04 2.5 2.5 1.01

世界 8971 9210 54976 58329

中国 45.6 50.4 1.11 9.70 10.42 1.07

印度 23.7 25.9 1.09 4.26 4.51 1.06

巴西 95.8 93.4 0.98 2.88 2.72 0.95

俄罗斯 132.2 147.6 1.12 3.09 3.34 1.08

塔吉克斯坦 15.8 23.2 1.47 0.24 0.27 1.12

南非 94.5 93.1 0.99 0.72 0.69 0.96

埃及 56.3 56.9 1.01 0.64 0.64 0.99

美国 464.5 452.5 0.97 22.51 21.2 0.94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轮ICP详细投入信息测算。
注:GEKS是Gini-Éltetö-Köves-Szulc的首字母缩略词。各区域的份额总和大于100是因为俄罗斯和埃及被纳入到了两个区域中进行

计算。

显示的人均GDP和各国GDP占世界的份额。它们

是建立在Gini-Éltetö-Köves-Szulc(GEKS)汇总

法基础之上。此表还显示了单阶段和两阶段的全

球人均GDP水平和全球GDP。
如第10章所示,2005

 

年施行的不变性GEKS
汇总法属于两阶段方法。作为一个初步步骤,将

按照区域法进行区域汇总,即采用GEKS指数或

非洲采用的Iklé-Dikhanov-Balk(IDB)法。有时,
区域汇总法本身就是一种多阶段方法,如在欧盟

统计局—OECD地区。
单阶段和两阶段全球汇总输入因素包括区域

内基本分类PPP以及将区域内PPP转换为一组传

递性全球基本分类PPP的区域间链接因子。两阶

段GDP汇总法及其各部分如下:
• 第一阶段:使用分区域计算的区域基本分

类实际支出汇总按区域价格表示的区域总量 (超
级国家)。

• 第二阶段:使用按基本分类划分的区域总

量以及在GDP及各层次的区域间链接因子,运用

GEKS法进行全球汇总。
完成上述过程后,按照区域结果对GDP及各

层次的区域总量进行重新分摊以确保不变性。
可选的 (单阶段)全球汇总方法是将146个国

家的129个基本分类PPP全部转换成一种全球通

用货币后,使用这些PPP直接按照各汇总水平计

算出GEKS结果,但无须对区域总量进行汇总。
计算出全球汇总量后,对GEKS结果进行标准化,
使之在区域比较中具有相同的区域内相对性 (即:
正如两阶段不变性的情况)。

单阶段汇总中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PPP将受

到各区域内国家的影响。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

规模的大小,在汇总各阶段将受到平等对待,因

此,可直接 (而非通过区域间链接因子)计算出

两国 (如巴西和印度)间的PPP。此外,任意两

国间的PPP亦会受到基于第10章所述剩余144个

国家的间接PPP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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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单阶段方法未使用不变性———即:
本章中所涉及的单阶段及两阶段方法的区别在于

不变性和额外汇总阶段这两方面的影响。
在基因不变性不存在时,单阶段全球汇总法

将增加亚太、CIS和非洲地区 (特别是中国、印

度、俄罗斯、坦吉克斯坦地区)人均支出占全球

总量的百分比。
第 (4)列和第 (5)列显示了按区域及国家

计算出的单阶段和两阶段的世界份额。按单阶段

汇总法计算时,美国占世界的实际GDP份额有所

减少。然而,如第 (6)列所示,各区域及国家间

的GDP分布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清楚地表

明:方法的选择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基因不变性不存在时,当采用单阶段全球

GEKS汇总法时,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所占全球

GDP的国家份额将会增大,而相对价格水平则会

相应降低。同时,当采用单阶段汇总法时,巴西、
南非和埃及的价格水平会升高。图19.5绘出适用

于比较项目中用于所有国家的两种方法之间的差

异。回归线是建立在非参数LOESS方法的基础

之上。

图19.5 确保不变性情况下两阶段GEKS与未确保不变性情况下单阶段GEKS的

比率以及按GEKS法计算的人均GDP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轮ICP详细投入信息测算。
注:GEKS是Gini-Éltetö-Köves-Szulc的首字母略词。

  某些国家 (特别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出现了非常高的偏差,这表明此方法很可能

存在局限性。
在对2011年和2005年两轮ICP进行比较时,

应当将此影响纳入考虑范围,这是因为2011年

所采用的连接各区域的方法将产生更接近本章所

述单阶段计算的区域结果。例如:单阶段计算的

亚太地区GDP水平预计将比官方结果高出10
个百分点,同时在基国不变性存在时,印度、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亚太地区的相对地位将

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意味着:与世界相比,
亚洲各国的地位将随该区域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GEKS法及可加性

可加性是国际比较中所需的统计特性。例如:
将按本币表示的各基本分类支出除以各自的PPP的

总额应该等于以本币表示的基本分类支出除以食品

PPP。按照PPP计算出的主要GDP汇总支出增额应

等于实际支出额,该实际支出额是用按本国货币单

位计量的GDP支出除以GDP总类PPP得出的。
可采用不同的方法将基本分类PPP平均分配到

汇总的GDP以及GDP。在本书第5章中,Diewert
对三个主要方法,GEKS法、IDB法和GK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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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描述,这三种方法用于将基本分类PPP汇总

到包括GDP层次的更高水平。其中,他对可加性以

及用于多边比较的经济方法进行了研究。
GEKS法不会提供具有可加性的结果,然而,

GK法和IDB法均满足可加性这一特性。Diewert
指出GEKS法符合适用于指数理论的经济方法。
该法是最高级多边方法之一,并且也满足某些重

要的公理化性质。
他还解释道:所有可加性方法在不同国家的经济

效用不一致。价格向量与可加性方法中所使用的 “国
际或世界”价格相差很大的国家将产生向上偏倚的数

量份额。换言之,若使用可加性方法,价格向量高于

“国际价格”的国家的GDP份额将向上偏倚。7

因此,2005年轮ICP和2011年轮ICP中所选

用的全球汇总方法均为GEKS法 (尽管采用此法

算出的结果不具有可加性)。本节其余部分将对主

要汇总法以及缺乏可加性的影响进行简要阐述。
表19.2和表19.3中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2008)的表4汇总实际支出和GDP。该表提供了

机械和设备、建筑品及其他大类的实际支出信息。
然后计算这些总量PPP的平均值以便提供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 (GFCF)的实际支出信息。在将各自

PPP进行汇总后,机械和设备、建筑品及其他规

格品的实际支出总额与GFCF的实际支出额并不

相等,因此不具有可加性。与之类似的在GDP水

平的比较是将构成实际个人消费 (Actual
 

Individ-
ual

 

Consumption,AIC)的实际支出汇总额与

AIC实际支出相比较。

表19.2 通过GDP、AIC和GFCF汇总值占整体值的

比例展现GEKS法的可加性的影响 (按区域)

区域 GDP总值
/GDP

AIC总值
/AIC

GFCF总值
/GFCF

亚太地区 1.04 1.21 1.32

南美洲 1.00 1.03 1.04

欧盟统计局—OECD 1.00 1.02 1.01

独立国家联合体 0.99 1.16 1.07

非洲 1.02 1.03 1.08

西亚 1.01 1.14 1.08

世界 1.01 1.06 1.11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AIC=实际个人消费;GFCF=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表19.3 通过GDP、AIC和GFCF汇总值占整体值的

比例展现GEKS法的可加性的影响,亚太地区

GDP总值
/GDP

AIC总值
/AIC

GFCF总值
/GFCF

孟加拉国 1.06 1.04 1.59

不丹 1.17 1.33 1.71

文莱 0.93 1.22 1.23

柬埔寨 1.07 1.41 1.28

中国 1.05 1.28 1.44

中国香港 0.96 1.08 0.92

中国澳门 0.83 1.10 1.26

中国台湾 1.04 1.22 0.93

斐济 1.17 1.09 0.93

印度 1.05 1.20 1.14

印度尼西亚 1.01 1.01 1.60

伊朗 1.01 1.21 0.98

老挝 1.24 1.27 1.29

马来西亚 0.94 1.11 0.96

马尔代夫 1.28 1.88 0.96

蒙古 1.06 1.52 1.08

尼泊尔 1.11 1.18 1.50

巴基斯坦 1.10 1.14 1.22

菲律宾 1.04 1.09 1.17

新加坡 0.92 1.10 0.97

斯里兰卡 1.11 0.93 1.28

泰国 1.04 1.15 0.90

越南 1.08 1.66 1.52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AIC=实际个人消费;GFCF=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表19.2显示了六个地区及全球的GDP、AIC
和GFCF的实际支出汇总额占按汇总PPP计算的

实际支出额的比例。第一列显示了:亚太地区的

GDP差异最大,为4%;考虑到方法中固有的统计

变异性,其他所有地区基本相同。然而,GDP的

分类汇总差异却变得相当大。在亚太地区,机械

和设备、建筑及其他规格品的实际支出总额的汇

总值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汇总值高出32%。
表19.3中所显示的比较方法与表19.2中的比

较方法相同,但其比较范围仅限于亚太地区国家。
很显然,各国的各项总值与PPP汇总值之间的差

异在国家层面相对较大。造成资本形成总额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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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素在于建筑类别,其中某些国家的建筑

实际支出额超过了资本形成总额。实际个人消费

类别同样显示出了较大差异。在GDP水平层面上

的差异则小得多。
缺乏可加性的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ICP的主

要目的是获得与国家经济效用相一致的比较结果。
此外,如第10章中的例子所示,GEKS法在汇总

方面按照对称和平等原则对待所有国家。因此,
缺乏可加性的主要后果是:GDP的各构成项及汇

总值的PLI和实际支出额必须予以分开考虑和分

开使用,以理解不同国家间的比较。不能将其用

于国家内部的比较。第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最适合的比较是使用汇总的实际支出额,而非个

别部分的总和。因此,缺乏可加性的主要后果是:
难以进行国内经济结构的分析。换言之,难以比

对GDP各部分的贡献并汇总到GDP层次 (按国

家),例如,回答以下问题:按实际支出计算,医

疗卫生与教育行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
下一节将对在使用不同的汇总方法时,实际

GDP及主要的汇总情况进行评述。

不同汇总方法计算出的GDP

本部分对用以估计PPP以及全球实际GDP总

值的四种方法进行比较。第4、5及6章已对这些

方法进行全面评述。然而,本章将会对探讨这些

方法的背景进行简要总结。
在本章前面对不变性进行讨论时已对GEKS

法进行了相关阐述。而GK法是一种采用146个国

家的129项基本分类支出额和PPP的全球汇总法。
基于各基本分类支出总额,采用不同国家间保持

不变的国际价格进行加权得出的各国实际支出额。
其结果是一组对于ICP而言具有可加性的实际支

出额。然而,大国通常会在决定国际价格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因此,经济大国在国际比较项目中

将更具代表性。
而IDB法是一种采用关于基本分类PPP和支

出额的129
 

×
 

146阶矩阵的全球汇总法。第5章详

细讨论了IDB法,此法亦可产生可加性效果。此

法与GK法十分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此法以减少

大国影响并由此减少格申科龙效应的方式确定国

际价格8。与GEKS
 

法一样,IDB法平等对待所有

国家。
对于那些在不同国家和规格品组别间寻求一

种具有可加性方法的研究者来说,一定会对这两

种方法或其中的一种方法感兴趣。因此,以下内

容将对相关方法产生的结果进行评述,表19.4
说明了采用不同汇总方法算出的实际GDP (ICP
区域和世界)。

表19.4 采用不同汇总方法计算的实际GDP(ICP区域和世界)
单位:百万美元

区域 GEKS法
(两阶段)

GEKS法
(单阶段) GK法 IDB法

亚太地区 12020.7 13529.6 13463 12599

南美洲 3078.1 3103.4 2975 2771

欧 盟 统 计
局—OECD 36469.0 38033.5 37134 36788

独立国家联合体 2269.2 2648.3 2509 2281

非洲 1835.6 1877.0 1998 1702

西亚 1354.1 1454.9 1516 1420

世界 54975.6 58329.0 57457 55579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注:GEKS是

 

Gini-Éltetö-Köves-Szulc的首字母缩略词;GK
是Geary-Khamis的首字母缩略词。IDB是

 

Iklé-Dikhanov-Balk的
首字母缩略词。

世界总量已进行相应调整,去除在欧盟统计

局—OECD和CIS地区中重复出现的俄罗斯以及

在非洲和西亚中重复出现的埃及的影响。
表19.4的数据以美元作为货币单位表示,因

此世界总量的变化反映出美国所占世界GDP份额

的相对变化。换言之,使用GK法时美元的价值比

使用两阶段 GEKS法时的价值低4.5%,依此

类推。
这两种GEKS汇总法很有趣,因为它们简要

地显示出了直接汇总跨区域的国家PPP的效果以

及各自价格水平上的较大差异。同样有趣的是:
两阶段GEKS法、单阶段GEKS法及IDB法计算

的实际GDP值非常接近,这表明它们不存在统计

上的差异。
现在采用区域和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

份额说明本部分中的四种方法对区域和国家经济

规模的影响。表19.5显示了采用各种不同汇总法

时各区域的实际GDP所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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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5 各汇总法计算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ICP区域和世界)
 

(份额;世界=100)

区域 GEKS法
(两阶段)

GEKS法
(单阶段) GK法 IDB法

亚太地区 21.87 23.20 23.43 22.67

南美洲 5.60 5.32 5.18 4.99

欧 盟 统 计 局
—OECD 66.34 65.21 64.63 66.19

独立国家联合体 4.13 4.54 4.37 4.10

非洲 3.34 3.22 3.48 3.06

西亚 2.46 2.49 2.64 2.55

世界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在GK法与GEKS(两阶段)法的对比中可以

看到:采用GK法时,亚太地区、CIS、非洲和西

亚地区占世界总量的份额较大。而南美洲以及欧

盟统计局—OECD区域所占世界总量的份额则较

小。由此可见,采用GK法时,大国的经济权重对

国际价格的影响是:提高较不发达区域占世界经

济总量的份额并降低高收入国家占世界总量的

份额。
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区域层面采用

不同方法的差异不大,这是因为各区域中存在发

达程度不同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具有平滑效果;
例如:亚洲既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又有最贫

穷的国家,并且在区域层面高采用GK法时,格申

科龙效应并不显得十分明显。GEKS法与可加性方

法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示:IDB法保持了可加性且对

大多数区域的国家份额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在国家层面上,情况则有很大不同,采用不

同方法所造成的差异会显得更加明显。图19.6在

国家层面上比较了不同方法下的人均GDP水平。
GEKS法 (单阶段)将各国的人均GDP作为分母。
此图显示了采用GK法、IDB法测算的GDP与采

用GEKS法 (单阶段)的测算值的比率散点图。
由于GK法和IDB法均为单阶段法,因此可将它

们与采用GEKS法 (单阶段)所算出的值进行比

较。此比较明确显示:人均GDP越低,GK法所

固有的偏倚就越大,但将随人均水平的增高而减

小。同时当中也有较大数量的离群值。仅有一个

国家的IDB/GEKS比值大于25%,而其他国家的

此比值则均匀分布在回归线 (非参数LOESS拟合

线)附近。由此可得出以下结果:IDB法所产生的

效果与GEKS法所产生的效果类似,并且将产生

可加性的结果。GK法的格申科龙效应显而易见。

图19.6 GK/GEKS比值和IDB/GEKS比值与采用GEKS法算出的人均GDP(按国家)
注:GEKS是

 

Gini-Éltetö-Köves-Szulc的首字母缩略词;GK是Geary-Khamis的

首字母缩略词;IDB是
 

Iklé-Dikhanov-Balk的首字母缩略词。

  跨区域的份额总和大于100,这是因为俄罗斯

和埃及被同时纳入了两个区域中。
下一节将对使用可加法 (在这种情况下是IDB

法)收集的结构信息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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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GDP及其总量结构

本章附录将提供采用IDB汇总法计算的各项

份额,这些份额可加入到各国的GDP中。通过使

用此表,我们可以对实际GDP支出的分布进行研

究。以下是部分例子。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支出占世界GDP的比例为

12%。非洲在这些规格品上的支出占到了其GDP
的四分之一,而欧盟统计局—OECD区域的此类

支出仅占其GDP的10%。很多较不发达国家的食

品支出占到了其GDP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间。
该表表明食品支出随国家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减小。

卫生支出占世界GDP的比例为6%,但有更

小的变化:西亚卫生支出所占比例为3.8%,而在

欧盟统计局—OECD区域所占比例为6.4%。仅有

六个国家的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或超过

10%。教育支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所占的

比例变化从欧盟统计局
 

—OECD 区域国家的

2.8%至CIS国家的6.6%不等。
政府支出 (个人和集体)占世界 GDP的

12%。区域所占的份额从非洲的29%至亚太地区

的12%不等。有11个国家的政府支出比例达到或

超过了其GDP的四分之一。
建筑支出则占世界GDP的13%。其中,亚太

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其建筑支出所占的比例几乎

达到其GDP的四分之一。而欧盟统计局—OECD
区域的建筑支出仅占其GDP的9%左右。但此区

域的机械和设备支出所占的比例却最大 (为
11%),而亚太地区的此项支出所占的比例仅为

8%。这表明在亚洲存在一个劳动生产率因素,即

存在更多的劳动力,而在欧盟统计局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区域则使用更多设备以达到规定的建筑

水平。
对国家层面支出发布 (特别是按经济规模)

的审视工作将留给读者,很显然,发展速度较快

的国家拥有较高的投资份额。

结论

本章对2005年轮ICP的结果进行了概述,同

时还对之进行了分析以澄清不变性和可加性的概

念。此外,还对包含这些概念的不同的PPP测算

方法进行了比较。
通过此分析得出的结论是:ICP结果非常稳

定。尽管不同的测算方法可能给出略有不同的答

案,但测算结果均在统计变异性范围之内。尽管

IDB法会产生剩余格申科龙效应,但其结果与采用

GEKS法计算的结果相近,且此法具有可加性,这

对结构分析很重要。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区

域不变性可能会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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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各类实际支出所占份额 (按世界平均价格)
单位:%

经济体
国内生产

总值
实际个人

消费
食品和非
酒精饮料

酒精饮料、
烟草和麻

醉品

服装和鞋
类规格品

住房、水、
电、气和
其他燃料

家具、家
庭设备用
品及维修

医疗卫生 交通运输 通信
娱乐与
文化

孟加拉国 100.0 71.8 41.1 1.8 4.2 7.8 2.7 3.0 2.2 0.3 0.5

不丹 100.0 42.9 16.6 1.0 2.9 5.1 2.1 6.4 0.7 0.2 1.4

文莱 100.0 28.9 6.1 0.1 1.4 2.2 1.1 1.4 5.8 1.7 24

柬埔寨 100.0 82.6 38.6 2.7 1.5 6.0 1.3 10.4 4.6 0.2 2.0

中国 100.0 40.0 10.6 0.5 1.8 4.2 1.4 4.5 1.6 2.7 2.2

中国香港 100.0 56.3 6.0 0.3 8.5 5.0 3.4 3.5 3.1 2.8 9.1

中国澳门 100.0 28.4 4.5 0.3 2.0 2.6 0.5 2.1 2.5 2.0 5.1

中国台湾 100.0 65.1 8.8 1.4 3.3 5.5 3.3 8.1 6.5 3.8 72

斐济 100.0 90.8 30.9 2.2 3.5 9.8 11.0 5.9 8.8 0.8 5.0

印度 100.0 66.3 23.6 0.7 4.3 6.2 1.4 9.0 7.8 1.2 1.2

印度尼西亚 100.0 68.8 32.1 0.8 3.5 8.9 2.0 1.8 4.0 0.9 1.3

伊朗 100.0 65.8 9.7 0.4 3.8 12.5 2.7 6.7 6.3 14.9 16

老挝 100.0 57.0 25.7 2.0 0.9 9.5 1.4 3.0 3.0 0.2 1.6

马来西亚 100.0 51.2 10.3 0.4 1.4 4.8 2.7 2.6 8.2 3.2 2.5

马尔代夫 100.0 53.0 14.4 1.2 2.3 4.5 2.2 7.4 1.5 2.8 2.1

蒙古 100.0 59.8 22.2 1.1 6.2 5.3 1.9 5.5 3.3 1.2 1.8

尼泊尔 100.0 77.9 43.2 1.2 5.2 6.4 1.7 9.2 1.8 0.2 0.8

巴基斯坦 100.0 81.1 34.7 0.5 7.1 11.8 1.8 8.2 4.0 2.4 2.2

菲律宾 100.0 73.1 35.8 2.2 1.7 6.8 1.4 2.3 4.0 2.4 0.8

新加坡 100.0 38.1 3.9 0.3 1.6 3.2 2.5 3.0 5.4 1.9 6.2

斯里兰卡 100.0 75.3 26.9 1.4 9.6 6.5 4.1 2.9 13.1 0.6 2.2

泰国 100.0 63.6 11.0 1.9 4.8 5.2 3.4 5.5 9.3 0.9 3.7

越南 100.0 57.3 18.2 0.9 2.0 5.3 2.1 8.0 2.7 0.6 2.6

亚太地区 100.0 54.1 16.1 0.7 3.1 5.9 1.8 5.6 4.2 3.0 2.4

阿根廷 100.0 70.2 20.8 3.0 3.0 9.6 2.8 5.9 6.5 3.8 3.6

玻利维亚 100.0 80.5 23.0 1.0 1.9 9.6 3.6 6.1 15.7 1.3 0.7

巴西 100.0 68.6 15.6 2.8 2.6 8.3 3.5 7.1 7.6 3.0 2.5

智利 100.0 60.2 13.5 1.9 4.6 8.9 3.9 4.7 8.6 1.4 2.7

哥伦比亚 100.0 70.2 18.2 3.2 2.9 12.4 3.4 6.5 6.6 2.0 2.0

厄瓜多尔 100.0 68.6 20.6 1.7 4.4 6.9 5.0 4.7 10.8 3.3 3.0

巴拉圭 100.0 84.2 35.9 2.1 4.9 11.4 3.5 3.4 6.6 2.3 3.4

秘鲁 100.0 69.5 22.6 1.3 4.8 6.8 3.1 3.2 6.6 1.7 2.8

乌拉圭 100.0 77.7 20.6 3.1 4.0 11.7 4.7 6.6 9.7 2.9 3.4

委内瑞拉 100.0 57.7 16.1 2.9 1.7 8.0 2.4 3.7 7.2 3.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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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教育
餐饮及
住宿
服务

其他货
物和
服务

国外购
买净额

私人
消费

政府
消费

一般
政府

固定资
本形成
总额

机械和
设备

建筑
其他

规格品
存货 净出口

孟加拉国 4.6 1.2 2.2 0.0 70.4 1.3 2.7 29.8 3.6 25.9 0.3 0 -4

不丹 2.5 0.0 3.9 0.0 32.8 10.3 8.7 58.2 5.9 51.5 0.8 0 -10

文莱 3.4 1.5 1.8 0.0 24.4 4.3 16.0 13.8 3.6 9.3 0.9 0 41

柬埔寨 9.4 2.9 3.0 0.0 74.5 9.4 6.5 11.6 3.1 8.4 0.1 0 -1

中国 3.3 1.6 5.6 0.0 34.7 6.5 8.6 46.9 8.0 36.6 2.4 1 3

中国香港 1.7 5.4 7.6 0.0 54.1 2.1 3.7 26.7 15.1 10.4 1.3 0 14

中国澳门 1.4 3.4 2.0 0.0 25.5 2.5 3.4 29.6 7.6 21.5 0.5 1 38

中国台湾 4.1 5.6 7.4 0.0 61.2 3.5 8.0 22.8 11.8 9.0 2.0 0 4

斐济 5.8 2.3 4.8 0.0 84.0 6.6 8.4 32.7 16.4 11.7 4.6 2 -34

印度 4.1 0.9 6.1 0.0 62.4 3.4 4.9 26.4 9.8 16.0 0.6 4 -2

印度尼西亚 4.9 4.7 4.0 0.0 66.1 2.6 3.6 24.8 2.6 21.5 0.6 0 3

伊朗 2.5 0.5 4.2 0.0 61.2 3.7 5.5 15.5 7.3 7.7 0.5 11 2

老挝 7.0 1.3 1.3 0.0 51.0 6.4 16.1 30.4 5.5 19.5 5.5 2 -5

马来西亚 4.2 3.8 7.4 0.0 44.9 6.3 7.0 25.3 12.2 12.4 0.7 0 17

马尔代夫 11.9 0.5 2.3 0.0 42.8 10.5 16.1 56.6 21.8 20.6 14.2 0 -26

蒙古 9.8 0.2 1.3 0.0 48.4 13.0 6.6 29.8 8.4 15.2 6.3 6 -3

尼泊尔 3.8 1.3 3.0 0.0 75.5 2.3 3.6 21.7 1.7 16.2 3.8 6 -9

巴基斯坦 4.8 0.3 3.4 0.0 77.5 3.3 5.0 16.3 4.8 10.3 1.1 1 -4

菲律宾 6.2 2.3 7.3 0.0 70.5 2.5 4.2 14.8 4.3 9.3 1.2 11 -3

新加坡 2.0 3.4 4.7 0.0 35.5 2.4 7.0 29.2 14.5 14.1 0.7 -4 30

斯里兰卡 2.6 0.9 4.4 0.0 68.2 7.6 6.0 21.9 5.8 15.6 0.5 3 -6

泰国 4.8 9.7 3.2 0.0 58.1 5.4 5.0 29.7 16.2 13.4 0.2 3 -1

越南 10.0 3.3 1.7 0.0 50.6 8.1 6.9 35.6 5.3 27.9 2.5 2 -2

亚太地区 3.8 2.2 5.4 0.0 49.5 4.9 6.7 34.4 8.4 24.4 1.5 3 2

阿根廷 2.2 3.8 5.2 0.0 67.3 2.9 5.5 20.7 7.0 13.1 0.6 -1 4

玻利维亚 10.3 5.3 1.9 0.0 68.0 12.5 7.2 9.6 2.6 6.6 0.5 1 2

巴西 3.6 3.4 8.5 0.0 62.4 6.2 10.9 17.4 7.6 8.4 1.4 0 3

智利 2.6 2.0 5.2 0.0 56.9 3.2 5.0 24.1 9.0 14.9 0.2 2 9

哥伦比亚 3.4 5.8 3.7 0.0 64.3 5.8 9.0 20.9 5.5 14.5 0.9 1 -1

厄瓜多尔 3.5 2.0 2.7 0.0 64.0 4.6 5.1 25.1 6.8 17.8 0.5 3 -1

巴拉圭 3.7 3.1 3.6 0.0 80.5 3.6 4.1 14.8 5.0 9.6 0.2 0 -3

秘鲁 3.1 5.5 8.0 0.0 67.1 2.5 4.9 22.0 3.8 16.4 1.8 0 4

乌拉圭 2.5 3.3 5.2 0.0 74.4 3.3 5.1 14.8 6.3 8.0 0.5 0 2

委内瑞拉 3.1 4.7 3.2 0.0 53.8 3.9 4.9 16.4 7.0 8.6 0.8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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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国内生产

总值
实际个人

消费
食品和非
酒精饮料

酒精饮料、
烟草和麻

醉品

服装和鞋
类规格品

住房、水、
电、气和
其他燃料

家具、家
庭设备用
品及维修

医疗卫生 交通运输 通信
娱乐与
文化

南美洲 100.0 67.9 17.3 2.7 3.0 8.8 3.3 6.1 7.5 2.8 2.6
阿尔巴尼亚 100.0 87.4 22.9 4.3 3.1 15.5 4.7 8.4 8.8 2.5 4.8
澳大利亚 100.0 64.3 7.8 1.8 3.2 8.6 4.3 5.0 9.9 1.6 7.4
奥地利 100.0 64.4 8.5 2.0 4.7 9.3 5.5 4.7 8.7 1.9 7.4
比利时 100.0 63.1 9.3 2.3 3.4 7.6 3.3 5.6 9.4 1.3 5.4
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 100.0 109.5 33.9 7.1 3.9 19.6 7.7 7.5 6.3 3.2 45

保加利亚 100.0 81.3 17.6 2.6 1.9 16.4 2.7 6.8 10.5 2.3 4.3
加拿大 100.0 64.9 6.7 1.6 2.8 10.3 3.8 4.4 11.9 1.4 6.8
克罗地亚 100.0 71.2 20.1 2.9 3.5 16.2 6.6 7.5 6.8 2.6 6.4
塞浦路斯 100.0 74.7 15.3 4.8 5.8 11.9 5.2 3.8 13.2 3.8 6.8
捷克共和国 100.0 63.6 11.0 4.3 2.0 11.6 2.6 6.5 5.7 1.2 7.5
丹麦 100.0 58.5 7.2 2.2 3.2 8.2 3.6 4.5 6.6 1.9 6.2
爱沙尼亚 100.0 69.0 13.9 5.6 3.6 9.8 3.9 5.1 7.6 1.7 6.3
芬兰 100.0 60.6 8.8 2.4 2.9 8.3 3.5 5.5 7.1 2.4 6.4
法国 100.0 74.3 11.8 2.1 4.3 9.9 4.4 7.1 11.1 1.9 7.1
德国 100.0 68.3 9.4 2.4 3.6 8.6 4.8 6.6 9.7 1.7 5.7
希腊 100.0 72.8 8.5 3.3 5.3 12.4 3.6 10.0 4.3 1.4 3.6
匈牙利 100.0 72.5 12.6 5.1 1.8 11.9 4.3 7.4 8.0 2.1 5.7
冰岛 100.0 90.9 9.9 2.1 3.3 10.0 5.3 7.1 16.5 2.5 8.7
爱尔兰 100.0 51.2 3.5 1.6 3.3 5.5 3.8 3.9 7.1 1.7 4.1
以色列 100.0 66.4 12.7 1.3 2.6 10.9 4.1 4.6 7.3 3.0 5.2
意大利 100.0 68.5 11.4 1.5 6.1 9.0 5.1 5.8 9.9 2.0 4.5
日本 100.0 65.1 7.4 2.3 2.0 9.0 3.1 8.4 8.6 2.0 6.9
韩国 100.0 54.1 6.4 1.2 2.0 6.2 2.6 6.2 6.2 4.2 3.5
拉脱维亚 100.0 76.6 17.3 5.2 3.3 13.1 2.4 5.8 6.7 1.7 6.3
立陶宛 100.0 82.0 22.7 5.0 3.9 11.5 3.9 7.0 8.6 1.8 5.3
卢森堡 100.0 43.5 3.3 3.2 1.2 3.4 2.3 3.5 6.9 0.5 2.7
北马其顿共
和国 100.0 86.4 27.4 3.0 3.8 19.7 3.1 6.0 5.7 3.5 1.7

马耳他 100.0 80.2 16.4 1.8 4.4 11.5 6.2 6.0 10.0 3.3 8.6
墨西哥 100.0 79.2 23.2 2.6 2.5 7.9 6.4 3.2 14.8 1.0 2.2
黑山 100.0 82.3 26.0 3.8 2.7 17.3 2.9 6.2 4.0 4.7 2.2
荷兰 100.0 60.3 8.8 1.6 3.4 6.7 3.8 4.5 5.9 2.6 6.1
新西兰 100.0 73.0 11.3 2.8 3.4 10.0 4.5 4.4 13.8 2.0 9.5
挪威 100.0 44.3 5.5 1.0 2.2 6.4 2.8 3.9 5.2 1.5 5.0
波兰 100.0 75.7 17.6 4.3 2.0 16.7 2.8 6.4 4.4 1.5 4.8
葡萄牙 100.0 82.5 16.1 2.8 6.5 8.4 5.5 7.7 10.8 2.1 6.4
罗马尼亚 100.0 81.5 22.5 3.9 2.2 14.0 4.0 7.4 10.3 1.0 4.4
俄罗斯 100.0 67.2 18.0 4.6 3.8 8.8 2.1 5.5 6.6 1.9 36
塞尔维亚 100.0 81.5 20.5 4.6 2.2 18.6 2.9 6.5 4.9 4.7 3.4
斯洛伐克 100.0 71.0 13.4 3.4 2.2 15.6 3.2 6.5 4.4 1.4 6.1
斯洛文尼亚 100.0 63.7 10.6 3.1 3.2 9.4 3.9 5.7 10.0 2.5 6.0
西班牙 100.0 73.5 13.2 2.3 4.5 7.2 3.7 6.9 9.3 1.8 6.6
瑞典 100.0 61.0 7.8 1.6 3.0 9.5 3.0 5.4 7.1 2.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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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教育
餐饮及
住宿
服务

其他货
物和
服务

国外购
买净额

私人
消费

政府
消费

一般
政府

固定资
本形成
总额

机械和
设备

建筑
其他

规格品
存货 净出口

南美洲 3.3 3.8 6.7 0.0 62.8 5.1 8.4 18.9 7.0 10.7 1.1 0 5
阿尔巴尼亚 4.6 4.9 6.0 -3.1 79.8 8.3 7.1 35.5 16.9 17.0 1.6 -4 -26
澳大利亚 3.6 5.2 7.5 -0.9 57.9 4.6 9.4 29.8 16.4 11.1 2.4 0 -4
奥地利 2.4 7.6 7.1 -4.6 54.1 5.0 4.6 22.6 13.8 7.5 1.3 1 8
比利时 2.5 2.6 9.1 1.7 51.3 6.0 4.9 25.2 15.6 7.4 2.3 1 6
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 5.7 6.8 6.8 -3.4 100.4 8.3 8.8 25.5 10.7 14.1 0.6 0 -44

保加利亚 6.4 8.8 3.6 -2.6 70.9 11.0 9.4 19.8 9.7 9.6 0.4 3 -14
加拿大 2.5 3.8 9.1 0.5 55.6 5.9 5.6 23.0 10.8 10.7 1.5 1 6
克罗地亚 4.2 4.9 6.0 -16.3 61.5 8.0 7.6 31.8 13.5 17.1 1.2 2 -13
塞浦路斯 3.4 9.4 9.8 -18.3 67.5 4.8 7.7 22.1 7.6 14.0 0.5 1 -5
捷克共和国 3.6 4.3 5.6 -2.3 52.2 8.7 9.5 23.0 11.1 10.8 1.1 1 3
丹麦 3.0 2.1 10.2 -0.2 45.9 9.1 5.9 25.6 14.9 6.4 4.2 1 9
爱沙尼亚 5.1 4.4 6.4 -4.2 57.7 9.5 7.2 28.7 13.5 14.6 0.6 4 -9
芬兰 2.8 3.0 8.3 -0.3 47.9 8.2 5.8 21.5 9.4 9.4 2.7 2 10
法国 2.6 3.7 9.8 -0.9 60.3 8.1 5.4 21.9 10.4 9.4 2.2 1 -2
德国 1.5 3.3 9.1 2.1 57.6 4.3 5.1 19.2 11.6 6.2 1.4 0 8
希腊 8.5 8.9 4.6 -4.2 60.8 9.6 13.0 21.7 6.4 14.4 1.3 0 -6
匈牙利 4.0 3.1 8.3 -1.5 59.0 10.1 7.3 20.7 10.6 9.0 1.1 1 -2
冰岛 4.5 4.2 7.8 9.8 74.5 10.3 7.1 48.7 23.9 21.8 3.1 0 -47
爱尔兰 2.6 6.4 7.2 0.6 42.1 5.3 3.7 22.9 9.1 12.7 1.1 0 22
以色列 5.1 2.6 7.9 -0.5 55.2 8.8 11.1 21.0 10.2 9.1 1.6 1 0
意大利 1.9 6.3 7.0 -1.7 60.0 5.4 6.0 25.6 14.6 8.3 2.6 0 0
日本 1.9 4.3 8.4 0.8 55.3 5.5 6.1 26.1 12.5 9.9 3.7 0 2
韩国 2.9 3.2 8.7 0.9 48.8 3.0 6.2 35.2 12.0 20.9 2.3 2 3
拉脱维亚 6.1 3.4 4.2 1.2 66.4 9.1 9.2 27.9 16.2 11.0 0.7 4 -18
立陶宛 5.3 2.1 5.7 -0.9 71.3 10.2 6.0 18.2 9.0 8.5 0.7 2 -9
卢森堡 1.4 2.1 5.2 8.1 35.1 3.6 3.8 18.7 7.8 8.6 2.3 2 32
北马其顿
共和国 4.3 3.2 4.5 0.7 77.8 8.2 9.8 15.6 4.9 10.3 0.4 3 -15

马耳他 3.3 11.7 9.5 -12.4 70.1 7.4 7.0 21.6 8.6 11.1 2.0 0 -9
墨西哥 4.8 5.5 5.9 -0.6 74.0 4.3 2.8 17.0 8.8 8.0 0.2 3 -2
黑山 3.9 0.9 6.4 1.3 73.2 9.3 23.1 17.4 6.9 9.3 1.2 -2 -20
荷兰 2.4 2.6 12.2 0.3 48.0 7.2 7.6 19.2 9.7 6.7 2.8 0 13
新西兰 3.0 6.5 6.6 -4.1 62.8 6.8 6.0 24.8 14.1 9.0 1.7 1 -5
挪威 1.7 1.7 5.6 2.1 35.3 5.2 4.8 19.2 9.6 6.1 3.5 3 29
波兰 4.3 1.6 9.6 -0.3 65.6 8.4 6.5 17.1 7.7 8.1 1.3 1 0
葡萄牙 2.6 8.8 9.5 -3.7 71.4 5.8 6.0 27.9 9.9 13.8 4.2 1 -18
罗马尼亚 4.8 4.0 3.2 -0.2 70.3 10.0 9.3 21.4 10.4 10.4 0.7 0 -12
俄罗斯 4.9 1.5 4.7 1.1 56.3 10.8 6.1 14.4 5.8 7.5 1.1 3 9
塞尔维亚 4.1 1.7 7.9 -0.3 70.1 10.4 6.3 17.7 8.2 8.7 0.9 15 -20
斯洛伐克 4.0 4.6 6.2 -0.1 61.7 8.1 9.7 23.1 12.5 9.2 1.4 2 -6
斯洛文尼亚 3.0 4.4 6.4 -4.0 54.6 6.7 5.9 29.3 13.5 14.6 1.3 2 -1
西班牙 2.4 12.6 8.1 -5.0 64.1 6.3 5.9 31.8 12.0 13.9 5.9 0 -11
瑞典 3.6 2.2 9.5 -0.1 45.1 10.6 6.0 20.2 13.5 3.9 2.7 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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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国内生产

总值
实际个人

消费
食品和非
酒精饮料

酒精饮料、
烟草和麻

醉品

服装和鞋
类规格品

住房、水、
电、气和
其他燃料

家具、家
庭设备用
品及维修

医疗卫生 交通运输 通信
娱乐与
文化

瑞士 100.0 56.7 7.9 3.0 3.2 7.0 3.2 4.4 6.3 1.8 5.9
土耳其 100.0 77.0 19.8 2.6 4.6 20.9 5.7 2.0 6.7 2.3 1.7
英国 100.0 82.0 8.2 1.7 5.0 9.7 4.5 6.5 12.1 2.0 97
美国 100.0 80.8 8.0 1.7 4.6 8.3 4.9 6.7 16.9 1.3 8.1
欧盟统计局
—OECD 100.0 72.8 10.0 2.2 3.9 9.0 4.3 6.4 11.8 1.7 6.6

亚美尼亚 100.0 88.6 42.9 2.4 1.4 19.8 0.9 5.6 2.6 0.6 1.0
阿塞拜疆 100.0 67.1 32.8 1.1 1.8 9.2 2.1 5.3 4.4 0.5 1.2
白俄罗斯 100.0 77.1 24.2 3.0 2.7 13.8 1.7 7.9 3.7 4.9 2.3
格鲁吉亚 100.0 84.1 23.5 3.6 1.2 15.6 1.6 8.3 10.3 2.0 3.8
哈萨克斯坦 100.0 66.4 13.7 2.7 3.6 9.3 1.5 7.6 6.8 0.7 2.9
吉 尔 吉 斯
斯坦 100.0 93.5 27.2 5.9 2.8 20.6 1.4 7.1 6.5 1.0 1.4

摩尔多瓦 100.0 101.2 18.7 7.5 1.9 32.9 3.8 3.8 7.1 2.6 3.7
俄罗斯 100.0 67.1 17.8 4.6 3.8 8.8 2.1 5.5 6.7 1.9 37
塔吉克斯坦 100.0 91.0 21.3 0.3 1.2 30.3 0.9 10.4 3.4 0.5 1.2
乌克兰 100.0 80.7 24.0 4.3 1.9 14.5 1.6 6.9 7.1 1.8 3.2
独立国家联
合体 100.0 70.1 19.1 4.3 3.4 10.3 1.9 5.9 6.5 1.9 3.4

安哥拉 100.0 23.5 8.5 1.2 1.1 3.7 1.3 1.2 1.0 0.1 0.4
贝宁 100.0 77.7 29.3 1.7 7.8 15.0 2.4 3.0 4.8 0.5 1.5
博茨瓦纳 100.0 26.9 5.6 2.3 1.8 3.1 1.6 1.5 3.4 0.9 0.5
布基纳法索 100.0 73.0 30.1 5.8 3.5 10.5 5.2 2.2 3.6 0.3 1.1
布隆迪 100.0 68.4 24.9 2.6 3.4 9.9 2.5 4.9 3.2 1.4 1.5
喀麦隆 100.0 76.8 33.1 1.8 7.3 9.1 7.3 1.7 4.7 0.4 1.0
佛得角 100.0 91.7 33.9 1.7 2.9 16.9 4.2 3.4 5.9 2.6 3.1
中非共和国 100.0 93.9 47.6 8.5 8.1 13.4 5.5 1.5 2.2 0.5 1.9
乍得 100.0 51.7 18.1 0.5 0.9 4.2 2.5 2.6 7.4 0.2 2.2
科摩罗 100.0 79.0 53.9 0.8 4.7 10.8 0.2 1.9 0.5 0.6 0.5
刚果民主共
和国 100.0 55.9 31.5 1.1 3.8 8.3 1.6 2.6 1.4 0.2 0.5

刚果共和国 100.0 35.3 10.9 1.3 0.7 5.7 1.0 2.4 1.9 0.8 0.6
科特迪瓦 100.0 77.7 34.1 2.6 3.0 11.5 6.7 2.3 6.2 1.1 2.3
吉布提 100.0 61.5 18.0 13.3 1.4 9.3 3.2 2.3 3.3 0.2 0.3
埃及 100.0 72.9 28.8 1.8 5.3 7.1 2.8 5.7 3.5 1.0 1.6
赤道几内亚 100.0 30.1 10.5 1.1 1.1 4.7 1.0 3.2 2.1 0.5 0.4
埃塞俄比亚 100.0 80.5 45.6 0.5 3.8 13.5 6.1 1.8 1.6 0.2 0.3
加蓬 100.0 30.7 9.2 0.7 1.4 4.6 0.7 2.5 1.6 0.6 0.7
冈比亚 100.0 78.2 18.3 0.6 7.5 7.4 2.3 7.3 1.2 1.1 4.2
加纳 100.0 80.1 30.1 1.4 8.6 12.2 4.5 5.8 3.8 0.2 2.2
几内亚 100.0 72.1 23.2 3.2 5.8 7.7 6.7 7.6 4.0 0.1 1.3
几内亚比绍 100.0 71.4 36.2 1.3 4.8 13.2 4.1 2.4 3.2 0.1 2.4
肯尼亚 100.0 89.8 29.5 2.3 3.5 11.8 4.6 8.8 7.5 1.0 4.8
莱索托 100.0 120.9 37.6 3.6 14.0 12.4 6.4 19.1 5.0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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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教育
餐饮及
住宿
服务

其他货
物和
服务

国外购
买净额

私人
消费

政府
消费

一般
政府

固定资
本形成
总额

机械和
设备

建筑
其他

规格品
存货 净出口

瑞士 2.1 4.8 8.7 -0.6 51.4 2.8 3.5 27.0 18.8 6.0 2.3 1 12

土耳其 3.5 2.7 4.5 0.0 72.6 4.0 7.2 20.0 11.4 8.6 0.0 5 -10

英国 2.2 7.2 12.5 1.7 68.9 8.4 6.5 19.6 11.0 5.5 3.1 1 -9

美国 2.8 6.2 11.3 0.0 77.0 3.3 7.8 22.9 10.9 8.5 3.5 0 -12
欧盟统计局
—OECD 2.8 5.2 9.3 0.0 64.9 5.3 6.6 22.9 11.2 8.9 2.7 1 -3

亚美尼亚 9.5 0.3 1.4 0.2 80.3 8.6 5.2 16.6 1.9 14.5 0.1 -2 -9
阿塞拜疆 8.6 0.9 1.1 -1.7 53.6 13.9 4.4 26.8 14.2 7.9 4.7 -3 5
白俄罗斯 8.6 1.4 2.6 0.6 59.8 16.1 5.2 17.2 7.5 9.6 0.1 0 0
格鲁吉亚 8.9 3.6 0.9 0.6 76.1 9.0 5.3 18.9 7.7 10.6 0.6 5 -13
哈萨克斯坦 12.9 1.7 2.7 -0.6 57.2 7.9 4.6 21.0 6.7 11.3 3.0 2 6
吉尔吉斯
斯坦 12.5 1.6 3.5 -0.2 75.5 19.6 7.1 6.2 1.8 4.1 0.3 0 -7

摩尔多瓦 13.6 1.1 3.2 0.4 87.8 13.2 3.8 11.3 1.8 8.9 0.6 4 -20
俄罗斯 4.9 1.5 4.7 1.1 56.3 10.8 6.1 14.4 5.9 7.5 1.1 3 10
塔吉克斯坦 19.3 0.1 0.7 1.1 60.7 33.1 6.7 2.8 1.4 1.1 0.3 4 -5
乌克兰 10.4 1.4 4.1 -0.2 65.8 13.9 4.8 13.5 5.7 7.2 0.6 1 0
独立国家联
合体 6.6 1.5 4.3 0.8 58.3 11.5 5.8 14.9 6.0 7.8 1.2 2 7

安哥拉 1.4 0.6 3.1 0.0 21.6 1.9 12.4 38.2 13.4 24.8 0.0 0 26
贝宁 4.1 5.3 3.8 -1.5 74.1 3.6 10.1 19.8 4.1 15.4 0.3 -1 -6
博茨瓦纳 4.8 0.0 1.4 0.0 23.6 3.4 19.2 24.4 12.6 11.2 0.5 18 11
布基纳法索 4.2 3.5 3.0 0.0 69.4 3.6 20.1 17.5 5.1 10.6 1.8 1 -11
布隆迪 10.1 1.6 2.8 -0.4 62.0 6.4 17.0 18.2 5.0 12.5 0.7 2 -5
喀麦隆 3.7 4.2 1.8 0.8 73.8 3.0 7.9 14.4 6.3 8.0 0.2 2 -1
佛得角 9.2 2.7 5.1 0.0 87.2 4.5 8.1 48.3 21.0 26.5 0.9 -1 -47
中非共和国 4.4 1.9 3.3 -5.1 91.8 2.1 7.6 7.2 1.3 4.7 1.1 0 -9
乍得 11.4 0.2 1.7 -0.1 39.4 12.3 25.0 14.2 4.8 6.3 3.1 4 5
科摩罗 4.7 0.0 0.0 0.5 78.6 0.4 23.6 11.5 4.4 6.5 0.6 2 -16
刚果民主
共和国 2.3 0.7 2.0 0.0 55.3 0.6 15.8 26.6 0.8 20.1 5.7 1 0

刚果共和国 6.1 2.7 1.4 -0.3 28.6 6.6 11.1 11.7 2.2 9.4 0.1 0 42
科特迪瓦 2.3 1.1 3.6 1.0 75.6 2.1 9.1 5.5 3.0 2.2 0.2 2 5
吉布提 6.3 1.4 2.8 -0.4 54.7 6.8 21.9 17.1 4.4 11.9 0.8 0 -1
埃及 9.8 1.7 4.4 -0.7 62.5 10.4 14.6 12.8 3.8 8.7 0.3 1 -1
赤道几内亚 2.3 1.1 2.1 0.0 29.1 1.0 5.8 26.3 16.0 6.4 3.9 -1 38
埃塞俄比亚 2.2 1.9 3.4 -0.4 78.3 2.2 11.3 17.0 3.1 13.6 0.3 0 -9
加蓬 4.3 0.7 2.2 1.5 26.0 4.8 11.5 26.8 11.5 10.8 4.5 0 31
冈比亚 24.9 0.3 3.2 0.0 67.7 10.5 31.4 10.6 4.8 4.8 1.0 4 -24
加纳 6.8 0.0 4.6 0.0 78.0 2.1 6.3 28.4 18.7 8.6 1.2 0 -15
几内亚 7.6 1.5 2.8 0.6 68.9 3.1 5.5 22.8 8.2 13.4 1.2 2 -2
几内亚比绍 3.1 0.3 0.3 0.0 69.7 1.7 29.5 15.1 5.5 9.0 0.6 4 -21
肯尼亚 9.0 5.2 4.7 -2.9 83.7 6.1 7.0 14.5 6.6 7.8 0.1 -2 -9
莱索托 15.6 0.2 4.6 0.1 112.6 8.3 7.4 25.6 4.5 21.1 0.0 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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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国内生产

总值
实际个人

消费
食品和非
酒精饮料

酒精饮料、
烟草和麻

醉品

服装和鞋
类规格品

住房、水、
电、气和
其他燃料

家具、家
庭设备用
品及维修

医疗卫生 交通运输 通信
娱乐与
文化

利比里亚 100.0 71.1 15.7 3.0 8.9 8.8 3.3 4.6 0.9 1.1 1.1

马达加斯加 100.0 78.6 38.2 1.6 3.5 13.2 3.1 3.0 1.5 0.3 0.5

马拉维 100.0 74.0 14.4 1.2 2.3 13.9 1.6 10.1 6.4 0.6 6.8

马里 100.0 71.8 31.8 2.0 4.2 9.1 4.3 3.1 5.8 0.4 2.1

毛里塔尼亚 100.0 68.2 36.5 0.8 4.9 8.0 2.7 3.9 2.7 0.4 0.7

毛里求斯 100.0 74.1 20.6 4.0 4.3 14.4 4.8 4.4 5.9 2.6 3.7

摩洛哥 100.0 63.7 26.3 1.3 3.5 11.6 3.6 2.3 5.8 2.7 2.5

莫桑比克 100.0 81.0 47.3 2.0 4.3 10.6 1.8 3.2 2.0 0.1 1.5

纳米比亚 100.0 61.4 19.1 2.3 3.8 6.9 3.6 7.1 6.4 0.4 1.8

尼日尔 100.0 77.7 32.6 2.0 7.8 10.7 3.7 2.7 4.6 0.3 3.4

尼日利亚 100.0 71.0 30.0 0.7 4.9 12.7 5.8 2.7 3.5 0.1 1.0

卢旺达 100.0 74.0 34.9 7.9 1.9 8.6 2.8 3.6 2.4 0.2 0.7

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100.0 96.9 49.7 3.9 2.9 11.7 3.2 6.1 7.4 0.7 13

塞内加尔 100.0 80.7 37.0 3.1 4.7 11.4 5.4 4.0 2.6 3.7 2.9

塞拉利昂 100.0 89.8 28.6 2.8 7.9 14.4 1.9 14.3 1.8 0.8 2.7

南非 100.0 70.4 16.8 3.7 4.1 8.3 4.0 6.5 11.2 1.3 3.1

苏丹 100.0 83.8 42.6 0.7 5.5 12.6 6.0 2.1 6.3 0.1 3.1

斯威士兰 100.0 74.6 30.7 0.5 3.2 7.7 4.3 14.1 4.3 0.6 1.9

坦桑尼亚 100.0 81.3 54.6 2.2 6.2 7.2 3.1 1.7 2.6 0.0 0.8

多哥 100.0 102.1 44.2 4.6 4.9 16.1 2.5 2.8 12.4 0.8 1.9

突尼斯 100.0 66.9 19.2 2.5 3.9 10.5 5.7 3.8 5.0 0.7 1.5

乌干达 100.0 82.1 31.1 3.6 2.4 16.5 3.9 5.0 3.2 0.5 1.7

赞比亚 100.0 76.0 9.5 0.1 4.7 20.1 4.8 8.6 6.9 0.1 9.6

津巴布韦 100.0 80.0 32.4 3.0 10.1 11.2 5.0 1.0 2.6 0.4 1.8

非洲 100.0 70.5 26.6 2.1 4.5 9.6 4.1 4.5 5.5 0.9 2.0

巴林 100.0 48.7 12.0 0.3 3.7 5.1 5.4 3.2 7.9 0.8 1.4

埃及 100.0 77.5 30.7 1.3 6.2 10.5 2.5 5.1 7.7 0.7 3.7

伊拉克 100.0 55.3 17.9 0.3 3.2 4.0 6.8 9.6 6.1 0.8 0.6

约旦 100.0 91.0 31.3 2.6 6.0 7.5 3.3 6.1 14.3 3.3 1.3

科威特 100.0 33.8 7.5 0.1 2.3 3.8 5.4 1.3 7.3 0.7 1.1

黎巴嫩 100.0 81.5 31.3 1.7 3.5 8.3 5.5 5.3 9.7 0.7 2.6

阿曼 100.0 39.2 11.3 0.2 2.8 2.9 2.4 1.4 7.7 1.1 0.9

卡塔尔 100.0 19.9 3.7 0.1 1.3 1.2 1.5 1.2 6.7 0.8 0.6

沙特阿拉伯 100.0 35.0 7.9 0.2 2.8 3.0 4.1 2.6 6.2 0.5 0.9

叙利亚 100.0 75.1 35.2 0.2 6.1 11.6 2.6 6.5 3.3 0.3 1.1

也门 100.0 65.1 25.9 1.6 6.0 8.4 2.2 3.6 5.3 0.2 0.9

西亚 100.0 51.5 17.1 0.6 3.9 5.7 3.7 3.8 6.8 0.7 1.6

世界 100 68 12 2 4 8 4 6 9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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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教育
餐饮及
住宿
服务

其他货
物和
服务

国外购
买净额

私人
消费

政府
消费

一般
政府

固定资
本形成
总额

机械和
设备

建筑
其他

规格品
存货 净出口

利比里亚 17.9 0.4 5.4 0.0 69.0 2.1 8.3 20.4 17.9 2.4 0.0 15 -15

马达加斯加 12.7 1.1 0.8 -0.9 74.7 3.9 13.2 17.1 6.0 10.7 0.5 2 -11

马拉维 7.9 1.4 7.2 0.2 73.6 0.4 10.2 26.0 5.8 20.1 0.0 2 -12

马里 5.4 1.5 2.1 0.0 67.7 4.1 16.9 12.2 8.5 3.7 0.0 7 -8

毛里塔尼亚 4.4 0.5 2.2 0.5 63.2 5.0 18.0 53.0 17.5 34.1 1.5 6 -46

毛里求斯 6.5 2.6 2.9 -2.5 65.0 9.1 10.6 20.6 8.1 12.5 0.0 1 -7

摩洛哥 3.7 3.4 3.3 -6.4 59.9 3.8 9.2 32.6 17.0 13.4 2.1 2 -8

莫桑比克 5.7 0.3 1.7 0.4 75.7 5.3 9.8 19.6 7.7 11.9 0.0 2 -12

纳米比亚 7.5 1.6 5.7 -4.7 53.1 8.2 14.2 27.9 15.2 11.4 1.3 2 -5

尼日尔 2.9 3.7 3.4 -0.1 75.4 2.3 13.5 18.9 5.3 13.1 0.5 2 -12

尼日利亚 5.5 0.4 3.5 0.0 67.0 4.0 8.2 11.4 9.9 1.5 0.0 0 9

卢旺达 8.1 1.2 1.7 -0.1 68.2 5.8 18.0 18.3 5.9 12.4 0.0 1 -11
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6.6 1.1 2.0 0.5 92.8 4.1 17.0 18.1 7.8 9.0 1.3 2 -34

塞内加尔 3.5 0.7 3.2 -1.6 76.7 3.9 8.2 23.9 4.7 18.3 0.8 3 -16
塞拉利昂 9.8 0.7 4.0 0.0 83.3 6.5 18.4 10.7 5.3 5.2 0.2 0 -19
南非 4.8 1.5 6.4 -1.4 64.4 6.0 9.8 19.5 13.4 6.1 0.0 2 -1
苏丹 1.2 0.1 3.2 0.4 83.4 0.4 5.9 16.4 9.2 7.2 0.0 4 -10
斯威士兰 4.7 0.4 2.4 0.0 71.3 3.3 8.1 20.7 6.8 12.7 1.2 1 -5
坦桑尼亚 1.4 0.0 1.4 0.0 80.4 0.9 6.6 20.1 7.1 12.5 0.4 0 -8
多哥 7.3 2.2 3.1 -0.8 97.6 4.5 11.2 13.4 4.6 8.1 0.6 1 -27
突尼斯 2.8 11.8 3.6 -3.9 62.4 4.5 9.2 24.8 7.6 16.6 0.7 0 -1
乌干达 10.7 2.1 1.5 0.0 75.5 6.7 10.4 17.3 3.4 13.8 0.0 0 -10
赞比亚 7.6 0.0 4.0 0.0 67.9 8.1 12.4 24.6 12.4 12.2 0.0 1 -14
津巴布韦 11.6 0.2 0.9 0.0 68.2 11.8 18.1 11.8 6.7 5.1 0.0 1 -11
非洲 5.9 1.9 4.1 -1.0 64.9 5.6 10.9 18.2 8.9 8.8 0.5 1 -1
巴林 2.5 0.8 2.7 2.9 45.6 3.1 3.5 26.3 7.2 19.0 0.1 1 20
埃及 3.9 1.4 4.5 -0.7 73.8 3.7 6.4 16.5 4.7 11.2 0.6 1 -1
伊拉克 4.7 0.1 1.2 0.0 45.7 9.6 29.0 8.5 4.9 2.3 1.2 7 1
约旦 6.8 3.6 4.7 0.3 83.1 7.9 8.9 38.2 14.2 20.0 4.0 4 -43
科威特 1.8 0.7 1.8 0.0 31.3 2.5 6.6 22.3 3.5 18.8 0.0 3 35
黎巴嫩 6.0 4.7 4.9 -3.0 78.0 3.5 8.4 35.8 6.2 23.5 6.1 0 -26
阿曼 2.3 0.6 4.9 0.6 36.2 3.1 11.3 25.9 13.5 8.5 3.9 0 23
卡塔尔 1.5 0.3 1.0 0.0 17.8 2.1 5.1 40.7 21.1 18.3 1.3 3 31
沙特阿拉伯 3.0 1.1 1.7 1.3 30.3 4.8 8.7 23.7 10.4 11.2 2.0 2 31
叙利亚 6.5 1.4 0.3 0.0 68.2 6.9 6.4 25.9 9.5 16.4 0.0 -8 1
也门 4.9 1.2 5.0 -0.1 59.5 5.6 7.7 25.1 5.4 19.1 0.5 0 3
西亚 3.5 1.2 2.6 0.3 47.0 4.6 9.1 22.5 8.4 12.7 1.4 1 16
世界 3 4 8 0 61 5 7 25 10 13 2 1 -1

  资料来源:2005年轮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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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世界银行分类如下,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 (使用

汇率测算)低于905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介于

905美元与11,115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超

过11,115美元。

2.阿尔及利亚未参与2005年轮ICP。

3.2005年所涉及的五个ICP地理区域包括非洲、亚太

地区、CIS、南美洲和西亚。欧盟统计局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OECD)成员则构成第六个区域。

4.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 (Balassa,1964;Samuel-
son,1964)通过较发达国家的贸易货物 (与非贸易货物相

对)相对较高的生产率来解释较发达国家拥有较高价格水

平的原因。Bhagwati(1984年)解释了较不发达国家拥有

廉价服务 (主要是指工资)的原因。

5.若将人均GDP的对数回归方程调整为PPP形式

(ln(YPPP
i )=ln(Yi)-ln(PLIi)),可获得以下等式:

ln(YPPP
i )=-0.0774

(0.0359)
+0.7869
(0.0115)

ln(Yi)+̂εi

R2=0.9702;回归标准误差 (均方误差)=0.2341。
注意系数的标准误差和均方误差将保持不变,此外,

回归方程的预测能力也不变。此公式说明了人均名义GDP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就会增加0.7869个百

分点,PLI亦会增加0.2131个百分点 (相对于美国而言)。

6.俄罗斯被纳入到了两个区域的比较中,即欧盟统计

局—OECD区域和CIS。

7.例如,在过去使用GK法将会导致较不发达国家的

GDP增加。参见下一章关于IDB法的讨论。

8.国际比较中的格申科龙效应是一国价格结构与 “国
际”价格向量不相同时,其GDP的向上偏差。由于OECD
国家会对GK法公式中的国际价格结构造成极大影响,使

用GK法将导致较不发达国家GDP的增加。IDB法将允许

所有国家对 “国际”价格结构产生相同的影响以最大限度

地减少这种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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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测度
(1981—2008年)

SHAOHUA
 

CHEN和MARTIN
 

RAVALLION

  为了测度世界的贫困程度,世界银行 “每日1
美元”的标准旨在采用共同的标准以及解释 “贫
困”一词在全球最贫困国家中的含义。1 在这一标

准下,两个具有相同规格品购买力的人 (无论是

穷人还是富人),即便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也

应被同等对待。2 通过关注 “贫困”一词在全球最

贫困国家的含义即每天1美元的额度,使全球贫困

指标在关注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绝对值方面显得

尤为突出。
采用这种方法需要价格数据以进行国家间的

比较。长期以来,大家从经济总量数据的国际比

较中认识到,市场汇率趋于国际贸易规格品的购

买力,对于非贸易品来说,市场汇率则具有欺骗

性;非贸易品不仅包括服务和其他许多货物,还

包括一些主要食品。此外,由于以下事实很可能

存在系统效应,即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实际工资使

得劳动密集型规格品和非贸易规格品相对便宜。
在文献中,这一效应被称为 “巴拉萨—萨缪尔森

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参见Balassa,
1964;Samuelson,1964)。目前已普遍接受对实

证研究结果 (即所谓的 “宾大效应”,Penn
 

effect)
的解释,即按照市场汇率测算的GDP往往会低估

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收入。3 类似地,市场汇率会高

估世界的贫困程度。因此,目前已采用购买力平

价 (PPP)法而非市场汇率法测度全球经济和贫困

程度。PPP是指将某种给定货币转换成参考货币

(通常是美元)的转换率,其旨在确保 (包括国际

贸易规格品和非贸易规格品)具有相等的规格品

购买力。
本章将阐述世界银行全球贫困测算方面的重

大更新。它依靠三个主要的数据来源。第一个来

源是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进行PPP测算的主

要数据来源是ICP参与国进行的价格调查。ICP始

于1968年对10个国家相当粗略的价格调查进行的

PPP测算。4
 

2005年轮ICP得到更好的资助,由世

界银行数据开发小组全面负责管理,它引入了对

PPP估计所采用的数据和测算方法的一系列改进

措施 (World
 

Bank,2008)。新一轮的ICP数据意

味着需要对以往测算结果进行大幅修正,这与旧

的ICP数据低估贫困国家生活成本这一观点相一

致。宾大效应仍然十分明显,但在过去被夸大了。
同时,2005年轮ICP大大扩大了国家覆盖范

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首次正式参与此项

目,所得出的比较结果自然备受关注,因为该轮

结果显示2005年中国的经济水平较之前测算的小

40%。5中国新一轮的PPP结果约为市场汇率的一

半;而根据此前1993年的测算,中国的PPP结果

仅为市场汇率的四分之一。6

2005年轮ICP明显优于此前开展的ICP,但

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与此前开展的ICP一样,ICP
价格调查存在一定程度的 “城镇偏误”,因为采价

点采集的样本并不能总是准确反映出农村地区的

情况;特别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价格往往偏

低。这显然对贫困测算具有重大影响。根据世界

银行ICP工作组提供的信息 (从区域ICP办事处

获取的信息),我们识别出了可能出现此类偏误的

国家 (包括中国),并且利用补充数据修正关于城

乡之间的国家贫困线差异。
第二个数据来源是由 Ravallion,Chen

 

and
 

Sangraula(2008)新编制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线。
通过使用这些数据,我们更新了国际贫困线,并

对这一选择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由于意识到新

PPP也会改变最贫困国家以美元测度的国家贫困

线,我们目前的国际贫困线 (按2005年的每天

1.25美元标准)明显低于2005年以美元测度的旧

的国际贫困线。新贫困线是全球15个最贫困国家

按人均消费支出计算的国家贫困线的平均值。为

了检验我们主要的定性结果对贫困线选择的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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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们也会提供以2005年价格测度的每日1.00
美元和2.00美元的结果。贫困线下限 (不要与旧

的 “每天1美元”标准混淆,因为此标准不是以

2005年价格测度的)与印度所采用的国家贫困线

非常接近 (在2010年调整为印度官方贫困线之

前),而每日2.00美元这一贫困线则是对所有发展

中国家进行调查后得出的贫困线中位数 (Raval-
lion,Chen

 

and
 

Sangraula,2008)。
第三个数据来源是我们对居民调查数据库范

围的更新。根据以往实践,在测算贫困程度时,
我们尽可能地依靠居民调查结果。在本章中,我

们利用1979-2011年125个国家进行的850项调查

以获取数据。并采用了Chen
 

and
 

Ravallion(2010)
的方法分析这些数据。国际贫困线在ICP基准年

转换为以本币表示,然后使用该国最容易获取的

消费者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CPI)将

之转换成进行相关居民调查时的现价。(也就是说

在调查年份中居民消费支出或收入的数据用ICP
的基准年价格表示,然后采用PPP折算成美元。)
然后,可据此计算贫困率。由于采用各国的CPI
进行评估,所有跨期比较均为实际值比较。1981-
2008年,我们每三年进行一次评估。我们采用插

值法和外推法使得基于调查结果的测算值与基准

年份数据 (包括2008年)保持一致。

2005年轮ICP及其对全球贫困测算方法的

影响

2005年轮ICP是迄今为止对各个国家生活成

本变化进行的最完整和最全面的一轮评估。全世

界被划分为六大区域,各区域拥有各自不同的规

格品清单。7尽管所有区域均参与了2005年轮ICP,
但南美洲的参与率仍旧偏低。2005年轮ICP采集

划分为155个 “基本分类” (basic
 

headings) (该
155个基本分类被认为是国际可比的)的600-1000
种货物和服务的原始价格数据。这些价格通常是

从各国采价点的大型抽样调查中获得的。价格调

查通常是由各国的国家统计局负责开展,并由区

域主管部门进行监督。8

2005年轮ICP比此前开展的ICP有了明显的

改进。首先,参与此项目的国家数量有所增加

(从1993年的117个国家增加至146个国家)。同

时,也有不少国家首次参与了 (包括中国首次全

面参与)ICP。第二,以更科学的方式开展调查。
2005年轮ICP对ICP价格调查中规格品的国际可

比质量的定义,采用了更为严格的标准。第三,
使用了新方法评估政府补贴和住房租金。此外,
还对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偏低的平均生

产率进行了调整 (调低公共行政管理、教育和医

疗行业服务的虚拟值)。第四,对更多国家 (共18
个国家,较以往ICP有了明显增加)进行了环比

(通过全球价格与区域PPP链接起来)。另外,根

据ICP数据计算出的PPP (公布在 World
 

Bank
 

2008)采用了标准方法计算。跟过去一样,世界

银行通常会采用双边费雪价格指数多国扩展的方

法,即 GEKS法 (Gini-Éltetö-Köves-Szulc
 

meth-
od,GEKS)。9

尽管有了明显改进,但2005
 

PPP仍然存在一

定局限性。10例如:在对多个国家的ICP价格调查

中存在城镇偏误问题 (在下一节中将介绍我们解

决此问题的方法)。根据Ravallion,Datt
 

and
 

van
 

de
 

Walle(1991)提出的观点,需进一步关注以下

情况:在常规PPP中对不同规格品赋予的权重可

能不适合贫困国家。Deaton
 

and
 

Dupriez(2008)
使用了要求的数据对一小部分国家的 “贫困国家

PPP”(PPPs
 

for
 

the
 

poor)进行了测算,但结果并

不支持以下观点:隐含的权重调整会对消费类

PPP产生巨大影响 (这与 Chen
 

and
 

Ravallion
(2010)所持的观点一致)。11 另一个局限性是:
PPP是一个国家平均数,正如较贫困国家的生活

成本往往偏低,预计在同一个国家中的较贫困地

区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生活成本也会偏低。在

Ravallion,Chen
 

and
 

Sangraula(2007)中,我们

允许贫困国家中存在城乡生活成本差异,同时我

们提供早期根据1993
 

PPP测算的全球贫困城乡分

类信息。我们打算在以后的工作中对这些测算结

果进行更新。
2005年轮ICP中暗含了某些对以往PPP的大

幅修正,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 (中国和印度实际上均未全面参与

1993
 

ICP)。例如:1993年中国所采用的对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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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类 PPP为1.42 (对早期 Ruoen
 

and
 

Chen
(1995)的测算结果进行了更新),而基于2005年

轮ICP的最新测算结果则为3.46 (若剔除政府消

费,则为4.09)。相应的价格水平指数 (price
 

lev-
el

 

index) (PPP除以市场汇率,美国=100)从

1993年的25%上升至2005年的52%。由此可见,
宾大效应仍然比较明显,但此效应已显著下降,
这是因为更新后的PPP约占市场汇率的一半,而

非此前的四分之一。若只对美国和中国的通货膨

胀率进行调整,就会得到2005年的PPP为1.80,
而非3.46。同理,印度1993年的消费类PPP为

7.0卢比,2005年的PPP为16卢比,同时印度的

价格水平指数则从23%上升至35%。若为通货膨

胀对1993
 

PPP进行更新,则更新后的2005
 

年

PPP结果将会是11卢比,而非16卢比。
这些PPP调整对我们的全球贫困测度具有重

要的意义。在任何给定的以美元为单位的PPP贫

困线,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PPP已有所上升,
贫困人口数量将趋于上升。但是,由于国际贫困

线的制定是基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线,PPP
的变化同样会改变国际贫困线。下面,我们将对

国际贫困线进行讨论。

国际贫困线

在利用2005年轮ICP设置一条国际贫困线的

过程中,我们将按照原有的 “每天1美元”的精神

以及过去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即此线应代表最

贫困国家的国家贫困线 (Ravallion,Datt
 

and
 

van
 

de
 

Walle,1991;World
 

Bank,1990)。为 此,
Ravallion,Chen

 

and
 

Sangraula(2008)根据世界

银行的特定国家的 《贫困评估报告》(Poverty
 

As-
sessments)和相关国家政府制定的减贫战略文件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为发展中国

家编制了一套新的国家贫困线。Ravallion,Datt
 

and
 

van
 

de
 

Walle(1991)在设置国家贫困线时使

用的数据均源自20世纪80年代,而Ravallion,
Chen

 

and
 

Sangraula(2008)采用1990年之后的数

据编制了新的更大规模的贫困线,因此不可能出

现数据来源重叠的情况。这些国家贫困线在基于

2005年轮ICP测算的居民消费类PPP数据的基础

上换算成统一的货币来表示。
图20.1显 示 了 Ravallion,Chen

 

and
 

San-
graula(2008)编绘的贫困线 (以美元为单位的

每日PPP)以及对数人均个人消费 (亦转化为

2005年轮PPP)。图20.1显示了74个发展中国

家的全部数据。另外,图中还包括一条关于国

家贫困线和平均消费对数的非参数回归曲线。
在某个特定点以上,贫困线随平均消费的增加

而上升。贫困线对平均消费的整体弹性约为

0.7。但在20个左右最贫困的国家中,此斜率

(即弹性)基本上为零,这很清楚地表明绝对贫

困线处于主导地位。
根据图20.1中所显示的特征,Ravallion,

Chen
 

and
 

Sangraula(2008)提出了一条2005年每

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即对以下15个最贫困

国家的人均消费进行分析后得出的贫困线均值:
乍得、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比绍、
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卢

旺达、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塔吉克斯坦和乌干

达。他们的贫困线中位数非常相近,约为每天

1.27美元。这些国家的人均消费为每天1.03-1.87
美元,平均值为每天1.40美元。此贫困线水平相

当稳定,不易受到上述选取的15个最贫困国家的

影响,例如加上或减去五个按人均消费排序的国

家。不管怎样,对上述15个最贫困国家予以关注

是有意义的,因为Ravallion,Chen
 

and
 

Sangraula
的计量经济学检验说明当国家贫困线超过每天

2.00美元 (接近上述15个国家的消费水平上限)
时,国家贫困线往往会随人均消费一起上升。当

然,任何给定平均消费水平的国家贫困线之间仍

然会存在差异,包括最贫困国家贫困线之间的差

异。上述15个最贫困国家的贫困线也不尽相同,
其变化范围为每天0.70美元至1.90美元;Raval-
lion,Chen

 

and
 

Sangraula计算的1.25美元的贫困

线的稳健标准差为每天0.10美元。
我们采用相同的PPP将国际贫困线换算成本

币。如本章开篇所述,造成2005年轮ICP中抽样

误差的主要原因似乎是,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局限

于某些国家的城市地区。例如,中国的ICP调查

仅局限于11个城市。尽管也对这些城市的某些周

边农村地区进行了调查,但它毕竟无法代表中国

663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图20.1 国家贫困线与平均消费支出

整个农村地区,Chen
 

and
 

Ravallion(2008a)证实

了这一观点。根据ICP抽样信息,我们把2005
年的消费类PPP视为阿根廷 (Argentina)、玻利

维亚 (Bolivia)、巴西 (Brazil)、柬埔寨 (Cambo-
dia)、智利 (Chile)、中国 (China)、哥伦比亚

(Colombia)、厄 瓜 多 尔 (Ecuador)、巴 基 斯 坦

(Pakistan)、秘鲁 (Peru)、泰国 (Thailand)和乌

拉圭 (Uruguay)的城市PPP。然后我们使用这

些国家的城乡贫困线的现有差异 (来自Raval-
lion,Chen

 

and
 

Sangraula(2007))对国家PPP
进行修正以便测度贫困程度。对于印度,虽然

ICP中包含了农村地区,但代表性不足。因此,
我们得出了既与印度国家贫困线中城乡差异保持

一致又与ICP抽样设计相关特性保持一致的城乡

贫困线12。

居民调查数据

我们已根据原始抽样调查数据 (单位记录或

制表数据)对所有贫困测算进行了测算,而不是

依赖原有的贫困测算。我们对先前所有的测算值

均予以更新以保证内部一致性。居民按人均消费

或收入进行排序。居民规模和样本扩充因子用来

对分布进行加权。因此,我们的贫困统计能够给

出人均消费或收入低于国际贫困线水平的人数。
原始数据的形式多种多样,其范围包括从微数据

(最常见数据)到专门设计的原始数据分组统计表

(按照我们自己的准则建立)。
我们对调查数据的依赖值得评论,因带来为

文献对全球贫困测算中两类数据之间差异的影响

进行了讨论,即从抽样调查中得到的居民消费支

出总量和国民账户中国内吸收项 (domestic
 

ab-
sorption)下的私人消费之间的差异,后者高于调

查平均值。某些研究人员认为,尽管仍然采用调

查数据来算不平等,13 但应当忽略调查的平均值,
转而采用国民账户中的人均消费支出。对于大多

数国家而言,此举将导致偏低的贫困数据,而对

于某些国家 (包括印度)而言,此举会造成一段

时间内更高的减贫率。而其他研究人员 (包括我

们)则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调查平均值与国民账户

消费值之间的差距完全是由于调查误差造成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账户数据仍然是有问题的,
调查数据和国民账户数据的差异反映出一系列实

际因 素,包 括 在 两 种 测 算 中 差 异 包 括 什 么

(Deaton,2005;Ravallion,2000,2003)。14 这种

差异呈中性分布,因而说调查得到的不平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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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确的而平均数是错误的,这也不合理。在居

民调查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少报或选择性填

报的情况,但不能认为存在问题的数据来源仅仅

对均值有影响,而对不平等测算没有影响。15

我们对125个国家进行了850项调查。对各国

的最新调查结果将用于我们的2008年评估,在这

些调查中,大约有210万户居民接受了调查。总体

而言,这些调查基本上是由各国国家统计局开展

的,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所有

开展的调查结果我们均采用。如果知道某项调查

数据与其他数据有显著的差异,那么我们就不会

采用这项调查获取的结果。此外,我们不会采用

2006年或2007年的调查结果,因为我们已经拥有

2008年的调查结果,而2008年是我们在本章中提

供测算结果的最新基准年。与以往开展的工作一

样,我们已尝试通过重新测算消费/收入总量或通

过更为严格的程序例如放弃调查结果的方式消除

明显的可比性问题。尽管如此,仍然存在某些我

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不同的调查方法 (如
问卷调查表的设计)可能造成的消费或收入数据

不可忽视的差异。
按照惯例,应采用国家抽样调查的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或居民人均收入对贫困程度进行评估。16

在可选择的前提下,我们更趋向于采用消费支出

而不是收入,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消费水平

对当前的福利水平测度更准确。17在上述850项调

查中,有521项允许我们对消费支出的分布情况进

行估计。尽管收入调查在拉丁美洲更常见,但对

于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南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的调查而言,采用消费支出法是正确的。18

考虑到储蓄和信贷可以平滑由于大幅收入波动造

成的消费支出变化,人们一般认为,对于同一地

方同一数据,从收入角度测算的不平等要高于从

消费角度测算的不平等。
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对消费 (当消费不可

得时采用收入)的测度是合理全面的,包括自我

生产中的现金支出和虚拟支出。但我们也承认即

使是最好的消费数据也不可能充分反映出福利支

出的非市场因素,例如某些公共服务的获取或居

民之间的不平等。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贫困测

量需要其他数据的补充,例如婴儿和儿童死亡率

数据,以便获得更完整的关于生活水平的变化

过程。
我们采用标准的贫困测度方法,这种方法是

以人口数量对个人数据进行加权的总量测算。本

章中,我们将介绍三种贫困测算指标。19第一个测

度指标是贫困人口指数 (headcount
 

index),即人

均消费支出或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数百分比。二

是贫困人口数量 (number
 

of
 

poor),该数据是通

过将已有的贫困人口指数运用到每个区域的人口

总数中得到的,这种方法的前提假设是这些没有

进行调查的国家是该区域的随机子样本。第三个

测度指标是贫困差距指数 (poverty
 

gap
 

index),
即将低于贫困线的平均差距作为全部人口中均值

贫困线的一部分 (将非贫困人口视为拥有零贫困

差距)。
按照购买力平价将国际贫困线转换成2005年

价格的本币后,我们采用最易获得的各个国家的

消费者价格指数将国际贫困线转换成每个调查日

期的价格。20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权重有可能会但也

有可能不会与在贫困线上的消费者预算份额保持

一致。在相对价格转换的过程中,这可能会使得

一段时间以来的贫困发生率的比较产生偏差,偏

离多少得看处于贫困线水平人口的效用补偿替代

的可能性程度。
由于2008年的食品价格陡增,我们做了额外

努力以确保我们当时使用的价格指数能够充分反

映出各国价格水平的上涨。这一步骤是通过与每

个国家的世界银行贫困专家进行协商之后提出的。
在某些情况下 (以印度为例),我们使用那些与贫

困国家消费行为吻合的CPI,此情况无须采取任何

措施。然而,对于食品价格增速快于其他价格的

约15个国家 (包括中国),我们已确定现行有效的

CPI赋予食品的权重过低,因此我们对该指数进行

了重新加权以确保其食品占比合理地与贫困线附

近的人口的食品消费模式保持一致。对于其他22
个国家,我们采用了世界银行驻各国办事处所提

供的被视为可充分反映食品价格上涨的CPI数据。
与世界银行的发展数据平台 (World

 

Bank’s
 

De-
velopment

 

Data
 

Platform,DDP)发布的CPI相

比,绝大多数世界银行驻外机构发布的CPI显示

出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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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其余75个国家中,均采

用了DDP发布的CPI。作为一项检验,我们将隐

含通货膨胀率与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
bour

 

Organization,ILO)的食品价格指数进行了

比较。对于其中的65个国家,其2005-2008年的

通货膨胀率均高于ILO食品价格指数所显示的

90%。(其中15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实际高于ILO
的食品价格指数,另外39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高

于ILO的食品价格指数所显示的95%)。其余10
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涨幅低于ILO指数所显示的

90%。我们不能排除我们为这10个国家使用的物

价指数低估了2005-2008年间穷人物价上涨的可能

性,但有关国家人口只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

3%,因此问题很小。
用于城乡贫困测算的人口权重以及各国的人

口权重,其数据同样来自世界银行的DDP。
从1981年开始,我们每隔三年进行一次贫困

测算,一直到2008年。在此期间内,125个国家

中,有20个国家仅进行了一次调查,有15个国家

进行了两次调查,有12个国家进行了三次调查,
而其余78个国家进行了四次或四次以上的调查

(其中有31个国家至少进行了10次调查)。对于仅

进行了一次调查的国家,我们用国民账户中的实

际人均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替代调查平均值,
对各基准年进行测算,但前提假设是该国的洛伦

茨曲线无变化。21尽管无法保证洛伦茨曲线不会变

化,也无法保证基于调查得到的消费支出增速与

国民账户中的个人消费支出增速一致,但这似乎

是处理此问题的最佳办法。例如,国民账户中的

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可能会反映非营利机构的增

长率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账户中,非营利

机构没有与居民分开核算),而不是居民消费支出

的增长率 (Ravallion,2003)。
对于那些进行了多次调查的国家,由于不规

则的调查时间间隔,我们会在年度国民账户数据

的基础上采用插值法予以推算。我们首先使用国

民账户中调查年份和基准年份之间的增长率来测

算基准年的平均消费支出。假设基准年为1993年,
并且我们分别对1989年和1995年进行了两次调

查,则现在我们拥有两个基于这两次调查的基准

年平均值,即M93(89)和M93(95),其中M93

(t)是使用t年度的调查结果测算出的1993年平

均值。根据1989年的分布和 M93 (89),我们可

以得出H93(89),即使用1993年平均值和1989
年分布得到的贫困人口指数。同理,根据1995年

的分布和M93,我们可以得到 H93 (95)。然后,
采用H93(89)和 H93 (95)的加权平均值得到

1993年的贫困人口数量。22

总体来说,在2008年两年的调查过程中,调

查数据能够代表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90%。23调

查的区域覆盖率从中东和北非地区人口总数的

47%到南亚人口总数的98%不等。当然,我们越

往前追溯,调查的数量也越少,这反映出自20世

纪8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居民调查数据收集的扩大。
但由于调查过程的滞后,近两年数据覆盖范围降

低了。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调查范围较好地覆盖

了大多数区域 (自1981起,就很好地覆盖了东亚

和南亚)。24而东欧和中亚在20世纪80年代并未覆

盖较多区域,但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东欧

和中亚有不少国家在当时还不存在。更令人担忧

的调查范围是20世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调查范围的覆盖;事实上,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

初的测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1990年左右的分布。
表20.1中给出了各基准年的平均调查日期 (按区

域划分)。
通过将表20.1与Chen

 

and
 

Ravallion(2008b)
对应的表比较,可以揭示出在减少调查数据可用

性的滞后上做出相当大的改进。2004年和2008
年,我们公布了基准年 (包括2001年和2005年)
的 调 查 结 果 (见 Chen

 

and
 

Ravallion,2004,
2008b)),即撰写本书的三年 (分别为2001年、
2005年和2008年)。表20.2给出了按区域划分的

调查数据可用性的平均滞后时间 (其中,0是指相

对于最新基准年不存在滞后)。2001-2005年的总

体平均滞后时间从1.6年下降至0.6年,但2005-
2008年的总体平均滞后时间仅略有下降 (至2008
年的0.5年)。对于2001年平均滞后时间最短的区

域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其平均滞后时间已下降

至0。对于2001年平均滞后时间最长的区域 (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平均滞后时间也有明显下

降 (从4.0年下降至1.4年)。在调查数据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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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中东和北非地区是目前平均滞后时间最长

的区域 (长达2.9年),与以往相比,其平均滞后

时间实际上有所增加,该区域也是唯一一个平均

滞后时间有所增加的区域。

表20.1 各地区于基准年的平均调查日期

区域
基准年的平均调查日期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982.2 1984.5 1987.1 1990.1 1993.0 1995.9 1999.1 2001.9 2004.9 2008.0

东欧和中亚地区 1988.5 1988.5 1988.7 1990.9 1993.0 1996.5 1998.8 2001.7 2004.8 2007.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983.9 1985.0 1987.0 1990.3 1993.0 1996.0 1999.0 2001.9 2004.9 2007.6

中东和北非地区 1990.8 1990.8 1990.6 1992.2 1994.0 1996.9 1999.9 2002.0 2003.8 2005.1

南亚地区 1981.3 1985.3 1987.5 1990.2 1993.4 1998.5 1999.0 1999.5 2004.7 2007.9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1991.9 1992.2 1992.3 1992.4 1994.9 1997.7 1999.9 2001.9 2005.0 2006.6

平均 1984.3 1986.2 1988.2 1990.6 1993.4 1997.2 1999.2 2001.0 2004.8 2007.5

表20.2中的滞后时间反映了调查开展的频率以及

我们获取数据的情况。根据我们在为此项研究建

设数据库过程中的观察结果,可以做出以下推测: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滞后时间较长主要是对现有调

查结果的使用造成的,而非这些调查的开展频率;
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滞后时间较长则主要是

由于该地区很少开展调查。
第二个指标是居民调查覆盖的人口百分比。

表20.3中给出了按区域划分的各基准年的覆盖率。
若在基准年之后的 (五年窗口期,a

 

five-year
 

win-
dow)两年之内进行了调查,这么这个国家就被定

义为已覆盖。请注意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仅要求对

每个国家进行一项调查 (尽管我们对每个国家平

均进行了近六项调查。显然,在保持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我们在某个给定国家进行的调查越

多,我们对这一国家的测算就越有信心。

表20.2 各区域最新基准年调查数据

可用性的平均滞后时间

区域 2001 2005 200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0.6 0.1 0.0
东欧和中亚地区 1.3 0.7 0.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9 0.4 0.4
中东和北非地区 2.2 1.6 2.9
南亚地区 1.6 0.5 0.1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4.0 1.5 1.4
合计 1.6 0.6 0.5

  资料来源:2001年:Chen
 

and
 

Ravallion (2004);2005年:
Chen

 

and
 

Ravallion(2008b);2008年。

表20.3显示,220世纪80年代,东欧和中亚

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覆盖率较低。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这些地区的

测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国民账户数据的推算。
我们将对可能存在的偏差进行讨论。

表20.3 1981-2008年居民调查中的人口百分比 (1981-2008年)

区域
基准年后两年中调查覆盖的人口数 (%)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73.4 85.1 88.5 92.4 93.3 93.7 93.4 93.5 93.2 93.6
东欧和中亚地区 0.0 8.4 93.6 81.5 87.3 97.1 93.9 96.3 94.7 89.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55.9 71.5 92.3 94.9 91.8 95.9 97.7 97.5 95.9 94.5
中东和北非地区 0.0 40.3 40.7 76.8 65.3 81.7 70.0 21.5 85.7 46.7
南亚地区 87.6 89.0 96.6 96.6 98.2 98.2 19.6 98.1 98.0 97.9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11.3 23.6 32.8 46.0 68.8 68.0 53.1 65.7 82.7 77.9
合计 56.7 67.3 82.9 86.4 89.5 91.6 67.7 87.9 93.1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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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1999年南亚地区的覆盖范围存在一

个缺口。此缺口反映了印度1999/2000财政年度的

全国抽样调查 (National
 

Sample
 

Survey,NSS)
所暴露出的可比性问题。25我们决定放弃此次NSS
调查数据,因为我们目前有一项针对2004/05财政

年度的新调查,而我们认为此项调查与之前的

1993/94财政年度的调查具有合理的可比性。此

外,我们还决定仅使用每五年一次的NSS调查数

据,这种调查具有更大的样本量以及更详细和更

具可比性的消费模式 (除了1999/2000年那一轮调

查外)。遗憾的是,对印度的调查覆盖范围留下了

10年的空白。如前文所述,我们将采用插值法测

算空白期的印度数据。包括采用印度所有可用的

各轮调查数据会增加变动,但不改变趋势。26

全球贫困测度

我们公布了1981-2008年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

和印度 (考虑到两国的人口)的总体结果。结合

本章内容,我们更新了世界银行PovcalNet网站,

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国家层面的基础数据平台,用

户可复制这些数据结果,也可尝试不同假设,包

括不同的贫困测算方法、贫困线和国家分组。27

按每日1.00美元、1.25美元和2.00美元的

标准。表20.4-20.6给出了1981-2008年测算的每

隔三年的贫困率,即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百分比,
在过去的28年间,低于每天1.25美元的发展中国

家人口百分比减半,从52%降至22%。1981-2008
年间,贫困人口减少了6亿,从19亿减少至13亿

(表20.5)。1981-2008年间,按每天1.25美元的

标准,贫困率的下降率为每年1个百分点。(按时

间对贫困率进行回归分析,贫困率的测算趋势为

每年-1.03%,标准差为0.06%,R2=0.97)。假

设该趋势一直持续到2015年,预计该年的贫困人

口指数将为16.1% (标准差为1.4%)。假设1990
年的贫困率为43.1%,这一回归分析意味着,发

展中国家整体上正处于良性发展状态,在2015
年之前,就能实现1990年贫困率减半的第一个

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MDG)。28

表20.4 1981-2008年各区域以每天1.00美元为标准的贫困数据

地区
按2005年PPP测算的低于每日1.00美元的人口百分比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66.1 49.4 38.7 10.6 35.4 23.3 23.6 17.8 9.5 7.8
中国 73.5 52.9 38.0 11.0 37.7 23.7 24.1 19.1 9.2 7.4
东欧和中亚地区 1.0 0.8 0.8 l.l 1.5 2.1 2.1 1.2 0.8 0.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7.9 9.2 8.5 8.8 8.1 8.1 8.8 8.9 6.5 5.0
中东和北非地区 4.0 3.2 2.6 2.2 1.7 1.8 2.0 1.6 1.4 1.2
南亚地区 43.6 39.7 37.6 36.1 33.7 30.7 27.9 26.9 22.9 19.9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40.4 44.2 43.6 45.6 48.7 47.2 47.0 44.7 41.1 37.3
总计 41.6 34.7 30.1 30.8 28.7 23.5 23.1 20.6 16.0 14.0
总计(除中国) 29.9 28.2 27.3 26.2 25.6 23.4 22.8 21.0 18.1 16.0

地区
按2005年PPP测算的低于每日1.00美元的人口数量(百万人)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939.5 736.1 606.8 669.0 607.4 415.2 434.3 336.9 185.2 154.7
中国 730.4 548.6 412.4 499.1 444.4 288.7 302.2 244.7 119.7 97.4
东欧和中亚地区 4.1 3.4 3.5 4.9 6.9 9.8 9.7 5.6 3.6 1.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8.9 35.8 34.9 38.5 37.5 39.0 44.3 47.0 35.8 28.2
中东和北非地区 6.8 6.0 5.3 4.8 4.2 4.7 5.3 4.5 4.3 3.8
南亚地区 405.1 396.5 403.0 413.6 411.6 397.7 382.7 389.1 346.8 315.1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160.8 191.4 205.5 233.9 270.5 283.6 305.5 313.4 310.4 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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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按2005年PPP测算的低于每日1.00美元的人口百分比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总计 1545.3 1369.3 1258.9 1364.7 1338.1 1150.0 1181.9 1096.5 886.1 805.9
总计(除中国) 814.9 820.7 846.6 865.6 893.7 861.3 879.7 851.8 766.4 708.6

  注:调查覆盖范围不到50%的地区用不同颜色突出显示。

表20.5 1981-2008年各区域以每天1.25美元为标准的贫困数据

地区
按2005年PPP计算低于每天1.25美元的人口百分比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77.2 65.0 54.1 56.2 50.7 35.9 35.6 27.6 17.1 14.3
中国 84.0 69.4 54.0 60.2 53.7 36.4 35.6 28.4 16.3 13.1
东欧和中亚地区 1.9 1.6 1.5 1.9 2.9 3.9 3.8 2.3 1.3 0.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1.9 13.6 12.0 12.2 11.4 11.1 11.9 11.9 8.7 6.5
中东和北非地区 9.6 8.0 7.1 5.8 4.8 4.8 5.0 4.2 3.5 2.7
南亚地区 61.1 57.4 55.3 53.8 51.7 48.6 45.1 44.3 39.4 36.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51.5 55.2 54.4 56.5 59.4 58.1 58.0 55.7 52.3 47.5
总计 52.2 47.1 42.3 43.1 40.9 34.8 34.1 30.8 25.1 22.4
总计(除中国) 40.5 39.1 38.1 37.2 36.6 34.3 33.6 31.5 27.8 25.2

地区
按2005年PPP测算的低于每日1.00美元的人口数量(百万人)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096.5 970.0 847.6 926.4 870.8 639.7 655.6 523.1 332.1 284.4
中国 835.1 719.9 585.7 683.2 632.7 442.8 446.3 363.1 211.9 173.0
东欧和中亚地区 8.2 6.9 6.8 8.9 13.7 18.2 17.8 10.6 6.3 2.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43.3 52.9 49.3 53.4 52.5 53.6 60.1 62.7 47.6 36.8
中东和北非地区 16.5 15.1 14.6 13.0 11.5 12.3 13.6 12.0 10.5 8.6
南亚地区 568.4 573.8 593.0 617.3 631.9 630.8 619.5 640.5 598.3 570.9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04.9 239.1 256.8 289.7 330.0 349.4 376.8 390.4 394.9 386.0
总计 1937.8 1857.7 1768.2 1908.6 1910.3 1704.0 1743.4 1639.3 1389.6 1289.0
总计(除中国) 1102.8 1137.8 1182.5 1225.5 1277.6 1261.2 1297.0 1276.2 1177.7 1116.0

  注:调查覆盖范围不到50%的地区用不同颜色突出显示。

表20.6 1981-2008年以每天2.00美元为标准的贫困数据

地区
按2005年PPP计算低于每天2.00美元的人口百分比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92.4 88.3 81.6 81.0 75.8 64.0 61.7 51.9 39.0 33.2
中国 97.8 92.9 83.7 84.6 78.6 65.1 61.4 51.2 36.9 29.8
东欧和中亚地区 8.3 6.7 6.3 6.9 9.2 11.2 12.1 7.9 4.6 2.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3.8 26.8 22.4 22.4 21.7 21.0 22.0 22.2 16.7 12.4
中东和北非地区 30.1 27.1 26.1 23.5 22.1 22.2 22.0 19.7 17.4 13.9
南亚地区 87.2 85.6 84.5 83.6 82.7 80.7 77.8 77.4 73.4 70.9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72.2 74.7 74.3 76.0 78.1 77.5 77.5 76.1 74.1 69.2
总计 69.6 68.0 64.8 64.6 63.1 58.6 57.4 53.5 46.9 43.0
总计(除中国) 59.3 59.1 58.2 57.7 57.8 56.4 56.1 54.2 49.9 47.0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312.9 1316.3 1279.0 1333.8 1300.7 1139.9 1137.6 983.9 757.5 6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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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按2005年PPP计算低于每天2.00美元的人口百分比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中国 972.1 963.3 907.1 960.8 926.3 792.1 769.7 654.9 481.6 394.6

东欧和中亚地区 35.7 29.5 28.8 31.9 43.1 52.8 57.0 37.2 21.7 10.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86.6 104.2 92.2 97.6 99.9 101.7 111.4 117.6 91.7 70.5

中东和北非地区 51.8 51.2 53.9 52.9 53.5 57.1 59.8 56.8 52.7 44.4

南亚地区 810.6 854.8 905.9 958.8 1010.4 1047.3 1068.8 1119.7 1113.1 1124.6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87.6 323.8 350.4 389.2 434.0 466.0 503.3 533.3 559.1 562.3

总计 2585.3 2680.0 2710.2 2864.1 2941.5 2864.8 2937.9 2848.4 2595.8 2471.4

总计(除中国) 1613.2 1716.7 1803.1 1903.3 2015.2 2072.7 2168.2 2193.5 2114.2 2076.8

  注:调查覆盖范围不到50%的地区用不同颜色突出显示。

  自1990年,贫困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情况

还在继续 (不仅因为这是MDG的基准年,还因为

20世纪80年代数据不够准确)。以每天1.25美元为

标准,贫困率在20世纪80年代这10年中下降了9
个百分点 (从52%下降至43%),在1990-2008年这

18年中继续下降20个百分点。
比较表20.4、表20.5和表20.6,可以看出,时

间序列数据比较在贫困线的选择上用处较大。确实,
针对表20.4-表20.6中任意一对基准年,贫困人口指

数在不同的贫困线下,其变动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中国在战胜绝对贫困的整个进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表20.4-表20.6展示不包含中国的其他发

展中国家的数据。令人惊奇的是,以每天1.25美

元为标准的贫困线计算得到的2008年贫困人口数

量 (除中国)并未比1981年少,虽然期间贫困人

数有所上升,但在1999年,贫困人口显著降低,
从13亿人降低到了11亿人。

图20.2展示了包括中国和不包括中国的时间

序列贫困率。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1981-2008
年,以每天1.25美元为标准的贫困率从40%降至

25%。若包括中国,贫困率则减少一半。回归分

析显示趋势为每年下降0.53% (标准差为0.05%,
R2=0.94)。根据我们的最新估计,2015年贫困人

口指数为23.5% (标准差为1.05%),超过1990
年37%的一半 (图20.4)。因此,过去的趋势并不

表示,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整体上

在实现减贫的MDG上步入正轨。我们的最新估计

显示,按绝对量测算,以每天2.00美元为标准的

贫困线脱贫的人数少于以每天1.25美元为标准的

贫困线脱贫的人数。按相对量计算也是如此。
1981-2008年,高标准贫困率从70%降低至43%
(表20.6)。该趋势为每年约下降1% (回归系数为

-0.97,标准差为0.09)。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
该趋势仅为每年下降0.4% (回归系数为-0.44,
标准差为0.07%)。但是,按相对量测算,更高贫

困线的进展率 (the
 

rate
 

of
 

progress)明显要低。
在此期间,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人口数量

整体有所下降,但这也仅是1999年后努力的结果

(表20.6)。1981-2008年,以每天1.25美元至

2.00美元为标准的贫困人口数量约增加一倍,从

6.48亿增至11.8亿。1.25美元贫困线上人口密度

大,这表明贫困率将随总体经济收缩而急剧上升。
为了检验 “贫困人口下降是否有助于国际贫困线

选择”这一说法,图20.3绘制了累积分布函数图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CDF),图中的最高

贫困线标准为每人每天13.00美元,这一标准是美国

于2005年按照一家四口计算的官方贫困线。从表

20.1可以看出,该贫困线高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最高

贫困线 (但仍低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国家贫困线见

Ravallion(2012))。为避免混淆,图20.3中,我们

给出了每隔9年的4个CDF。无论是1981年、1990
年或1999年、2008年,贫困人口数量减少是稳健的。
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其他相关的贫困指标测算,其中

包括穷人中的不平等数据 (Atkinson,1987)。从1981
年到1990年再到1999年,贫困人口减少仅对每天5
美元的贫困线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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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 1981-2008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指数
注:按2005年价格计算的贫困线。

区域差别

表20.4-表20.6也展示了区域划分情况。区域

排名对贫困线的选择并不稳健。有两个变化是值

得关注的,第一,在较低贫困线上 (低于每天

2.00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率最高。
但是在每天2.00美元的贫困线上,最高贫困率变

成了南亚地区。第二,在2.00美元的贫困线上,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贫困率超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但在较低贫困线上排名恰好相反。
表20.4-表20.6清晰展示了随着时间变化,区

域贫困排名发生的显著变化。图20.4展示了东亚、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贫困线1.25美元/天
为标准的贫困率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明显的变化。回到1981年,东亚地区的贫困率最

高,77%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以

下。南亚地区贫困率排名第二,之后是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

地区、东欧和中亚地区。20世纪90年代早期,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迅速取代了东亚地区的位置。
2008年,东亚的贫困率下降至14%,而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是48%。
因此,世界贫困人口的构成随着时间变化而

显著变化。东亚地区的贫困人口骤降,而其他地

区却有所上升。就东亚地区而言,第一个 MDG,
即要求在2015年之前贫困率较1990年贫困率减

半,该要求已经在2002年实现。而且,中国在对

抗绝对贫困上的努力是一个关键因素。回到1981
年,中国的贫困率 (以低于每天1.25美元的贫困

线计算)几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两倍。截止到

2000年,中国的贫困率已经低于平均值,与1981
年相比,2008年生活在1.2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少了6亿多。这一进步是曲折的,在部分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会有所倒退,而在其他时

期进步明显 (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20世纪90年

代中期)。在2007年的一篇文献中,Ravallion
 

and
 

Chen(2007)识别出一系列因素 (包括政策),用

以解释中国从时间 (和空间)上对抗贫困问题的

曲折历程。

1981-2008年,南亚地区每天1.25美元为标

准的贫困率从61%降至36%。这对降低该时期贫

困人口总数的作用不大,但自1999年开始,南亚

地区贫困人口逐年减少 (表20.5)。若这一趋势在

南亚地区持续到2015年,那么该区域贫困率会下

降至31.2% (标准差为0.84%),这一数值超过

1990年贫困率的一半。因此,如果不更大幅度地

减贫,南亚地区可能实现不了 MDG中的减贫目

标。(若仅关注1990年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每天1.25美元至2.00美元贫困线之间的穷人

扎堆现象在东亚和南亚地区尤为明显,约9亿人口

生活在两条贫困线之间,东亚和南亚地区几乎各

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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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3 最高达到美国贫困线的累积分布函数

图20.4 1981-2008年三个区域贫穷人口的不同变化

我们发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两条贫困线

的贫困率都有所下降,尽管其在1999年后进步更

加显著,但对于1981-2008年全球贫困人口数量的

减少贡献不大。
中东和北非地区贫困率的下降较为稳定,但

仍 (再次)不足以避免该区域内贫困人口的增加。
但是,考虑到先前关注到的公众对调查数据的可

得性的滞后情况,我们对该区域的测算受到了20

世纪80年代以及最近调查范围覆盖率不足的影响。
我们发现,1999年之前东欧和中亚地区的贫

困率和贫困人口普遍增加,但之后贫困人口减少。
应注意在20世纪80年代缺少该区域的调查数据。
因此,我们的测算大多基于外推法,而外推法不

允许分布出现任何变化。从穷人的立场出发,人

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东欧和中亚地区数据分布更

好。在此情况下,贫困人口可能比我们测算的要

573

第20章 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测度 (1981—2008年)



少,同时贫困人口的增加也可能更多。
与其他时期相比,200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1.25美元贫困线的贫困率最低,该年1.25美元

贫困线的贫困率首次低于50% (表20.5)。20世

纪90年代中期,该贫困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此

后又有所下降。1981-200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

天1.25美元标准的贫困人口数量翻了一番,从

2.05亿增加至近3.9亿。非洲贫困人口占世界总

贫困人口的百分比从1981年的11%上升至2008
年的30%。

贫困缺口

表20.7给出了以每天1.25美元为标准的贫困

缺口 (PG)指数。2008年总PG指数为贫困线的

7%,约占全球GDP0.3%。29

表20.7 1981-2008年每天1.25美元为标准的贫困缺口指数

地区
按2005年PPP计算低于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缺口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34.9 23.8 18.7 19.1 16.4 10.5 10.7 8.0 4.2 3.4

中国 39.3 25.6 18.5 20.7 17.7 10.7 11.1 8.7 4.0 3.2

东欧和中亚地区 0.5 0.4 0.4 0.6 0.8 1.1 1.0 0.6 0.4 0.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4.4 5.0 5.0 5.4 5.1 5.1 5.6 5.7 4.3 3.3

中东和北非地区 1.9 1.5 1.3 1.1 0.9 0.9 1.0 0.8 0.7 0.6

南亚地区 20.5 18.3 16.9 16.1 14.9 13.4 12.2 11.7 9.9 8.6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1.8 24.1 24.1 25.4 27.3 26.0 26.0 24.7 22.5 20.6

总计 21.4 16.9 14.6 14.8 13.8 11.2 11.1 9.9 7.7 6.9

总计 (除中国) 14.8 13.8 13.3 12.8 12.5 11.4 11.1 10.3 8.9 7.9

  注:调查覆盖范围不到50%的地区用不同颜色突出显示。

对比表20.5和表20.7可以看出,贫困缺口指数的

地区排名与贫困人口指数相似,其时间序列数据

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只不过贫困缺口数据放

大了地区间贫困人口指数的差异。表20.7的统计

结果中,最令人惊奇的一点是,非洲的贫困程度

是第二贫困地区南亚的两倍多,其以每天1.25美

元为标准的贫困缺口指数约21%。这是因为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穷人的平均消费或收入更低 (这
一结论与Chen

 

and
 

Ralvallion(2010)一致)。

结论

得益于国家统计机构和国际机构的努力、支

持和技术改进,我们在全球贫困监测活动开始后,
可获得的贫困测算需要的关键信息得到极大的改

善,包括居民消费支出 (或收入)的代表性样本

和价格数据。各国适于拿来进行贫困测算的、可

靠的居民调查数据的覆盖范围更加全面了,数据

的调查频率有所增加,公开获取这些数据的便利

性有所增强,数据的滞后性明显降低。全球对

2005年这一轮ICP投入了实质性的努力,我们也

有更好的条件来确保各国采用的贫困线标准具有

相同的购买力。所以,两个居住在不同国家但享

有相同的生活水准的人,在测算中是同等对待的。
2005年轮ICP的结果显示,与以往的ICP结果比

较,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成本更高了,宾大

效应依然明显,但被夸大了。
但是,测算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数据问题,

影响我们对世界贫困现象的认识。虽然居民调查

增加了,但其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可比性有时也

成问题。对区域数据进行汇总有助于减少误差,
但并不能消除这些误差。对调查数据的获取也不

均衡,有些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中东和北非地

区)在这方面相当滞后。虽然2005年轮ICP是

一个进步的表现,但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

我们看来一些国家在价格调查中的城镇偏误问题

非常突出。
本章中,我们结合了2005年轮ICP以及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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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中850个居民调查的最新价格数据,更新了

我们之前对全球绝对贫困的测算值。本章还讲述

了我们采用的方法以及计算的结果。在本章中还

提到,世界银行PovcalNet网站公布了大幅度修正

和更新的版本。该网站向公众提供了获取基础数

据的通道,以便复制这些测算值,还可选择不同

的国家和贫困线获取相应数据。
我们发现2008年发展中国家生活在每天1.25

美元贫困线下的总人口百分比为22%,而1981年

却是52%。这意味着2008年13亿人生活在每天

1.25美元贫困线下,而1981年19亿人生活在此

贫困线下。生活在每天2.00美元贫困线以下的贫

困人口减少的并不多。我们测算,2008年有25亿

人口每天的花费不到2.00美元,而1981年是

26亿。
此项监测任务启动后,在此展示的最新测算

值表明,六个区域的发展中国家的区域贫困率和

贫困人口均有所下降。尽管如此,这些区域所取

得的进步参差不齐。东亚地区进步非常明显。20
世纪80年代早期,东亚地区是全球贫困率最高的

地区,1981年77%的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贫困

线下。截至2008年,该数据下降至14%。1981-
2008年,仅中国就有6.62亿人越过了每天1.25
美元的贫困线。

但是,在1981-2008年期间,除了中国,其他

发展中国家1.25美元/天标准的贫困率仅从41%
降至25%。这不足以降低贫困人口总数,该数值

在1981年和2008年均是11亿左右,尽管在20世

纪80和90年代有所增加,但在1999年后又急剧

下降。1981-2008年,南亚地区每天1.25美元的

贫困率从61%降至36%。目前,南亚地区的贫困

率达到了1981年以来的最低值。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的贫困人口普遍增加,此种情况一直持续

到2002年,但之后该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 (和百

分比)骤降。东欧和中亚地区的贫困率和贫困人

口数量在2000年增加,之后开始下降。在中东和

北非,2008年860万人,即2.7%的人口,生活在

每天1.25美元贫困线下,与1981年的1650万相

比有所下降,但该地区调查范围不足,导致测算

的贫困率存在不确定性。自1981年之后,我们首

次看到不到一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生活

在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下。2008年,47%的人

口生活在该贫困线下,而1981年为51%。1999年

之后,该地区每天1.25美元贫困率降低了差不多

10个百分点。
尽管确实有一些好消息,但是在所有区域内

依然有许多穷人。按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15年

仍有10亿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贫困线下。虽然

1981-2008年有6.49亿人突破了每天1.25美元的

贫困线标准,但是在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的贫困标准下,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依然贫

困。从较长时间段来看,以每天2.00美元为标准

的减贫效果不显著。对比1981年和2008年可知,
支出在1.25-2美金/天之间的人口翻了一番,从

6.48亿增至11.8亿,尽管许多人越过1.25美金/
天的贫困线标准,但此线附近人口十分庞大,这

说明许多人仍然贫困。

尾注

1.世界银行的很多同事提供给我们本章所需的数据,
还回答了我们的问题。非常感谢100多个国家统计机构的

工作人员,他们负责收集初始的居民和价格调查数据。也

非常感谢Prem
 

Sangraula和Qinghua
 

Zhao帮助我们建立数

据库。许多世界银行同事的评论也让我们受益匪浅。需要

说明的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观点,与世界银行或任何官方

机构无关。

2.Ravallion(2008)为本观点提供理论论证,并讨论

了该观点的基础:福利假设的有效性。Ravallion
 

and
 

Chen
(2011)

 

提出了一套 “弱相对”贫困线,此套贫困线考虑到

了相对剥夺和社会融入成本,并为发展中国家进行测算。

3.宾大效应这一术语来源于 “宾大世界表”(the
 

Penn
 

World
 

Table,PWT———见Summers
 

and
 

Heston(1991)),该

表提供了用于构建此效应的各国价格水平指数。

4.ICP最初是联合国 (United
 

Nations)和宾夕法尼亚

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联合项目,并得到了

福特基金会 (the
 

Ford
 

Foundation)和世界银行的支持。

2000年之前,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是世界银行进行全球

贫困测度所需的消费类PPP数据的主要来源。2000年,我

们开始采用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小组测算的PPP数据。Ack-
land,Dowrick

 

and
 

Freyens (2006)以 及 World
 

Bank
(2008,附录G)讨论了PWT与世界银行PPP二者在方法

原理上的差异。

5.隐含在2005年轮ICP结果中修正后的PPP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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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按照2005年轮PPP,中国的人均GDP从6760美元降

至4091美元 (World
 

Bank,2008)。这一下降反映出各轮

ICP之间PPP方法的更新和其他变化。Ravallion(forth-
coming)认为世界银行的年度 《世界发展指标》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采用的更新方法未准确考虑高速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实际上该方法

未考虑随着时间推移的Balassa-Samuelson效应。当新的

ICP数据可以使用时,会导致大量不必要的数据修订。

6.Ruoen
 

and
 

Chen(1995)的文中指出旧的测算值是

基于1986年价格的美国和中国的价格双边比较。

7.2005年轮ICP中的五个地理区域包括非洲、亚太地

区、独 立 国 家 联 合 体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CIS)、南美洲和西亚。欧盟统计局 (Eurostat)-
 

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构成第六个区域。

8.PPP基于116个国家中的98个国家的价格调查数

据。ICP的工作人员通过回归模型测算其他18个国家的

PPP。这些国家是阿尔及利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
尼加拉瓜、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卢西亚、苏里南、
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

斯坦。

9.该方法比GK法这一替代方法有优势,参见Ack-
land,Dowrick

 

and
 

Freyens(2006)。在2005年轮ICP中,
非洲地区选 用 不 同 的 汇 总 方 法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2007)。World
 

Bank(2008)认为该方案与GEKS法

只有少许不同。

10.Deaton
 

and
 

Heston(2010)以及Ravallion(2010)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讨论。

11.亚洲开发银行 (2008)已进一步对亚洲国家进行

特殊的价格调查,采集部分质量显著低于ICP标准的选定

规格品的价格。低质量货物的选用在本质上降低了贫困线。
在测算2005年亚洲贫困人口的影响时,ADB采用的方法

等同于我们的方法中的每天约1.20美元的贫困线。该计算

是基于相关贫困线之间的对数线性插值法。

12.对于食品、服装和鞋类,印度有717个采价点,
其中72%在城镇地区28%在农村地区。对于其他货物,采

价点全部在城镇地区。ICP计算了这些样本价格的简单平

均数。这就意味着货物,不管是食品、服装还是鞋,在城

镇和农村的价格是一样的。与2005年轮ICP结果一致的印

度城乡国际贫困线,其权重分别为0.72和0.28。2004/05
财政年度印度官方城镇贫困线与农村贫困线的比率为

1.51。因为2005年印度的消费类 PPP为15.60卢比

(World
 

Bank,2008)。2005年的城乡国际贫困线是每天

1.25美元,2005年印度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贫困线就可计算

出来,分别为每天21.53卢比和每天14.24卢比。

13.两 种 方 法 有 所 不 同,参 见 Bhalla (2002)和

Karshenas(2003)。其他人则采用基于GDP而非消费支出

的类似方法 (包括Sala-i-Martin(2006)以及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2002)),这种方法不需要获取微观数据来

进行测算,使得该方法的计算简便了许多。

14.例如,国民账户中的个人消费支出包括自有住房

的虚拟租金、金融中介机构的虚拟服务以及非营利机构的

支出,但在标准的居民调查中这些指标都不包括在消费总

支出中。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调查数据无疑是获取非正规

部门消费支出的更好的数据来源。

15.Korinek,Mistiaen
 

and
 

Ravallion(2006)检验了贫

困和不平等测算的选择性合规 (selective
 

compliance)影

响。他们发现,修正美国 “当前人口调查”中的选择性合

规,会导致更高的平等测算结果,但对贫困测算的影响微

乎其微。

16.在发展中国家的文献资料中采用 “人均”这一标

准化词汇是合理的。这源于一般假设,即贫困人口的消费

占该国的比重非常小。然而,这一假设却遭到质疑,参见

Lanjouw
 

and
 

Ravallion(1995)。

17.采用消费数据要求的测算或假设更少,上报的数

据可能也更加准确,因此被认为是比收入更好的测算当前

经济福利的指标。更多讨论内容,参见Ravallion(1994,

2003)以及Deaton
 

and
 

Zaidi(2002)。同时,消费也是测

算发达国家福利的更好的指标参见Slesnick(1998)。

18.在少数情况下,我们没有消费分布数据,但有基

于调查的平均消费数据。然后,我们用平均消费代替平均

收入,前提假设是洛伦茨曲线是不变 (也就是说,如果平

均消费与平均收入之比上升,总收入也会增加)。但是,即

使对洛伦英曲线有所调整,也不会有明显偏误。

19.PovcalNet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

关于贫困测算的文献资料。参见http://econ.worldbank.
 

org/povcalnet。 
20.需要注意,相同贫困线一般同时用于城镇和农村。

有三个国家是例外的,即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我们

单独测算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贫困数据,并采用具体部门

的CPI。

21.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少数国家中,DDP没有

其人均个人消费支出此时我们采用GDP替代。

22. 因 此,H93=
(1995-1993)
(1995-1989)  · H93(89)+

(1993-1989)
(1995-1989)  ·H93(95)。在少数情况下,该方法既没

有给出合理结果,M93 (89)或 M93 (95)超出了 [M
(89),M (95)]这一范围,虽然在1989-1993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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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5年期间,国民账户的增长率是正的。在此情况

下,我们根据1989年和1995年的调查平均数,调低了增

长率。

23.一些国家已经脱离了发展中国家队伍,我们在不

同的时间采用相同的定义以免出现选择性偏差。本章中,
我们采用2005年的定义。

24.Chen
 

and
 

Ravallion(2004)认为,20世纪80年代

早期,中国的调查数据可能没有之后年份的数据那么可靠,
我们也阐释了我们调整中国数据中部分可比性问题的方法,
包括更改测算方法。

25.更 多 的 讨 论 和 参 考,参 见 Datt
 

and
 

Ravallion
(2002)。

26.如果使用1999/2000财政年度印度的调查数据,
可以看到该年有明显的下降,此后到2005年,贫困率持续

上升。但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相对于其他各轮的调查,

1999/2000财政年度的调查数据高估了消费水平。

27.参见http://econ.worldbank.org/povcalnet。

28.我们利用占发展中国家80%人口的调查数据对

2010年进行了初步测算,结果显示,第一个 MDG事实上

在这一年已经实现了。

29.假设OECD成员国中没有人生活在我们的国际贫

困线以下,在这一假定下,贫困总缺口占全球GDP的百分

比为PG· Z
Y  · N

NW
。其中,PG为贫困缺口指数 (百分

比),Z为贫困线,Y 为全球人均GDP,N为发展中国家人

口总数,NW为世界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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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全球贫困人口的PPP
ANGUS

 

S.DEATON和OLIVIER
 

DUPRIEZ

  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个目标是消除全球贫困。1

全球贫困人数由世界银行测算,即指生活在同一

国际贫困线下的全球总人数。这条国际贫困线被

广泛地称为每天多少美元贫困线 (the
 

dollar-a-day
 

line),是通过计算世界最贫困国家的、用国际美

元表示的国家贫困线的平均值。在得到国际贫困

线后,再转换成用本币表示,以便计算各国生活

在该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这些数据来自居民

调查,居民调查的数量和覆盖范围都随着时间的

变化稳定增加。从国家贫困线到以国际货币表示

的贫困线的转化,以及从全球贫困线到以本币表

示的国际贫困线的转化,这两个转化过程均采用

了从各轮国际比较项目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ICP)中得到的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这些PPP (不像市场汇率)
是多边价格指数,它的建立使用了在许多国家中

直接观察的消费者价格。本章内容将围绕PPP的

建立以及其对贫困测算值的影响展开。
在最初的每天多少美元贫困测算中世界银行

(1990)利用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
uct,GDP)价格指数,但后来又改用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即使采用该方法,如果全国汇总的消费

者价格指数与生活在全球贫困线附近的人的消费

者价格指数不一样,仍然可能会令人误解。价格

指数是价格的加权平均数,权重和价格都有可能

会出错。ICP采集的价格 (即平均国家价格)可能

不同于处于贫困线人口所面对的价格,且处于贫

困线附近人口的消费模式显然不同于国民账户中

的总消费模式 (国民账户为ICP中消费类PPP的

计算提供了权重)。本章内容围绕上述第二个问

题,利用处于全球贫困线人口的消费模式重新计

算购买力平价汇率,以及上述PPP对全球贫困测

度的影响。我们将贫困加权的PPP记为PPPPs或

P4s,以区别于汇总加权的PPPs或P3s。我们认识

到第一个问题可能很重要,但是我们的程序和计

算采用的是ICP采集到的货物和服务的国家价格,
所以我们的P4s仅在将价格数据汇总成国家价格

时,所采用的方法与ICP公布的P3s不同。
虽然我们的目标相对简单,但仍然需要面对

大量技术问题。首先,为计算各国适当的权重,
我们需要识别出以本币表示的接近全球贫困线的

人口。把全球贫困线转换成本币,我们需要P4s,
因此需要同时计算P4s及其权重。第二,全球贫困

线本身是通过P4s将国家贫困线转化为国际货币得

到的,因此我们的计算需要同时解决权重、价格

指数以及全球贫困线这三个问题。第三,当前的

标准程序是利用国民账户的汇总数据来计算PPP
和以国际美元表示的全球贫困线,然后利用全球

贫困线和居民调查数据来计算各国的贫困人口数

量。在本章计算中,我们将研究居民调查数据对

整个计算过程的影响。我们使用了三类信息:(1)
以本币表示的来自2005年轮ICP的102种居民消

费基本分类的价格数据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 “平
价”或各种规格品的PPP);(2)62个贫困国家具

有代表性的全国居民调查数据;(3)50个国家的

以本币表示的国家贫困线。在获取以上三类信息

后,将三者结合,计算出一组贫困程度加权的消

费类PPP、一条全球贫困线、一组各国和全世界

贫困人口数量的数据。提供调查数据的62个国家

占了全球83%的贫困人口,50条贫困线覆盖了贫

困国家79%的人口。第四,计算P4s时,我们不

能像计算P3s那样把美国作为基准国,因为美国没

有生活在每天一美元贫困线附近的居民,而这部

分居民的消费支出模式通常用于计算价格指数。
我们的计算只能利用全球贫困人口中更为贫困的

国家的信息,并且单独计算了这些国家的一组P4s
数据。这么做的最大好处是,富裕国家的价格数

据和支出模式均不会对P4s和全球贫困人口数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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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影响,而且我们不采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

“全球”贫困线,因为在该贫困线上很多富人无法

生存。
也许会令人惊讶,我们的主要结果显示,全

球贫困国家的P4s与P3s非常相似。二者之间的区

别不在于使用了贫困人口的支出模式来对价格指

数加权,而更多的是由于居民调查数据与国民账

户之间的不一致。但是,我们计算的贫困人口数

量明显低于世界银行测算的数量,二者不一致并

不是因为P3s与P4s的差异,而在于我们将各国的

国家贫困线进行平均来推导全球的贫困线。我们

测算的贫困人口数量与世界银行在2005年轮ICP
的修订工作开始之前公布的数据相近。

本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节:我们回顾P4指

数以及P3s与P4s的区别。我们采用三种不同类型

的多 边 指 数,即 费 雪 指 数、Törnqvist版 本 的

Éltetö-Köves-Szulc(EKS)指数以及加权的国家

规格品虚拟指数。我们指出了对于任意一组国家,
由于相对价格和收入弹性的跨规格品关联性,其

P3与P4指数是有差异的。如果对于贫困国家来说

食品相对较贵,那么,相对富裕国家来说,贫穷

国家的P4相对于P3会上升,但如果把贫穷国家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种效果会减弱。我们还阐

释了我们是如何处理同时需要处理P4s、全球贫困

线以及在设定贫困线时大量可供选择的程序问题。
最后,我们讨论了价格指数标准差的构建问题。
我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居民调查的样本

规模,我们需要确保使用的样本,而不是人口,
不会损害测算结果的精确度。另一个问题是,不

同国家的相对价格不同,不同的价格指数公式会

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开发了标准差概念,
用以测度该种情况下的不确定性程度。

第2节内容讨论实际问题。我们讨论了ICP
如何为消费类基本分类构建价格指数,以及我们

需要如何修改这些程序。我们讨论了居民调查中

消费品分类与ICP中消费类基本分类的匹配问题,
并注意到有几个分类,像住房和医疗类规格品最

为突出,在调查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除此之外,
部分调查包含了对耐用品使用价值的估算,这与

国民账户和ICP中采用的消费支出数据不同。结

果显示,即使我们计算P3s,而不是P4s,我们的

测算结果也与ICP中的不一致。最后一个实际问

题是,对于部分国家,ICP只采集了城镇价格,我

们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城镇价

格高于农村价格,因此有必要对数据进行调整。
第3节内容是我们的结果。一个主要结论是:

若我们在两种计算中都采用居民调查数据,那么

调整贫困权重影响不大这样我们的P3s与P4s相差

不大。但是,我们的P3s某种程度上偏离了ICP
中的P3s,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汇总程

序,部分原因在于以调查为基础的总支出模式与

国民账户中的不同。常常是数据差异比概念问题

更加重要。我们采用我们的P4s来计算各区域和全

世界的贫困人口数量。由于在构建全球贫困线中

运用的方法,我们计算得到的贫困人口数量远远

低于官方公布的贫困人口数量。

1.贫困加权购买力平价汇率:原理

购买力平价汇率是多边价格指数,用于汇总

与任意选定基准国相对的、各组国家的价格水平。
在此,我们对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非常感兴趣,
并希望采用有别于汇总国家消费价格指数的标准

做法的方法。相反,我们的目标在于通过采用处

于或至少接近于全球贫困线的人口数量为权重来

计算价格指数。

1.1 多边价格指数的定义

我们有 M 个国家,用c表示。在每个国家,
都有对应于N种消费品有的一组价格向量,用n
表示。因此,pc

n 是c国家的货物n的价格。与这

些价格对应的是一种消费模式,通常我们用各货

物的预算份额来表示,即用sc
n 表示。每一个国家

c的n种货物的非负预算占比份额的总和为1,这

些占比份额也可以理解为权重。其定义为:每一

种货物的支出额除以全部货物的支出额,我们应

把汇总数据与不同的贫困线预算占比分开考虑。
我们需要计算两种不同的PPP指数,Gini-

Éltetö-Köves-Szulc(GEKS)指数和加权国家规格

品虚拟CPD-W指数。GEKS指数源自一套对每

两个国家计算的超越价格指数 (superlative
 

price
 

in-
dexes)(Diewert,1976)。我们采用两个标准的超越

283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指数,第一个是Törnqvist指数,定义如下:

lnPcd
T =12∑

N

n=1
(sc

n+sd
n)ln

pc
n

pd
n
. (21.1)

我们采用了基准国c (指数上标),后面紧跟

对比国d (指数上标)这一惯例。Törnqvist指数

是各个货物价格的加权几何平均,权重是c和d两

国预算份额的平均数。第二个指数是费雪理想指

数,为帕氏指数和拉氏指数的几何平均数,用对

数表示:

lnPcd
F =0.5*ln∑

N

n=1
sc

n
pd

n

pc
n






 




 -0.5*ln∑

N

n=1
sd

n
pc

n

pd
n






 






(21.2)
右边方括号内的第一项是 d 相对于c 的

Laspeyres指数,第二项是c相对于d 的Laspey-
res指数,等同于d 相对于c的帕氏指数的倒数。
(21.1)和 (21.2)中,对数形式的费雪指数和

Törnqvist指数给出了对任意两个国家进行对比的

指数的斜对称M×M 矩阵。实际上,价格指数矩

阵没有价格水平或多边指数向量那么有用,一个

向量代表一个国家相对于基准国汇率的购买力。
为了把 (21.2)中的信息压缩成这种形式,通过

采用Gini(1924)首次提出并在随后被再次发现

的调整过程,将矩阵转化成一套国际PPP,在此

被称为GEKS程序。国家c的GEKS法PPP价格

指数用国家1的单位来表示:

Pc
F = ∏

M

j=1
P1jFPjc

F  
1
M (21.3)

GEKS-费雪指数是恒等公式,用T 代替F,
得到GEKS-Törnqvist指数。国家1是任意选定的

基准国,其货币为基准货币,这一选择仅定义了

规模,而 没 改 变 任 意 两 国 之 间 的 指 数 比 率。
(21.3)方括号内的各个指数是通过国家j计算的

国家c相对于国家1的价格水平,所以GEKS指数

是所有中间国家价格指数的几何平均数,这一调

整把国家×国家指数矩阵转变成单个国家的价格

水平向量。
我们还用加权国家产品虚拟法计算PPP指数;

不加权方法可追溯到Summers(1973),Prasada
 

Rao开发了加权方法,参见Selvanathan
 

and
 

Rao
(1994)和Rao(1990,2005)。CPD-W 法通过

如下形式的加权回归模型将价格用一系列国家和

货物的虚拟变量进行表示:

lnpc
n=αc+βn+εc

n (21.4)

其中,权重是各国sc
n 中各种货物的预算份额。

测算值αc (基准国不包含在回归内,α1=0)是

PPP的对数。对预算份额权重的讨论与计算与其

他价格指数一样,即预算份额越大的货物,在计

算过程中的权重越大,反之越小。方程 (21.4)
定义了预测方法,但不应被视为价格模型。

我们不采用在宾大表中采用的Geary-Khamis
(GK)法计算PPP。GK法将所有货物用一组世界

价格表示,世界价格是各个国家价格的数量加权

平均,所以某种货物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在汇总世

界价格时权重最大。使用这种价格会高估贫困国

家的消费水平,低估其贫困人口数量。世界银行

(2008a)公布的2005年轮ICP结果中,官方PPP
是混合指数,除非洲地区使用GEKS指数计算其

内部PPP,在将区域数据汇总为全球数据时采用

了专门研发的公式,所以ICP的全球数据与在本

章节使用的单个全球指标计算得到的数据有所不

同,World
 

Bank(2008a)以及Deaton
 

and
 

Heston
(2010)对此进行了解释和讨论。

1.2 预算份额及其重要性

在给采价格和预算份额的情况下,GEKS和

CPD-W公式可让我们计算一组PPP数据,P3s
和P4s之间的差异来自P4s的选择。在计算贫困加

权的PPP时,我们采用位于或接近全球贫困线的

居民的预算份额,该数据由居民调查数据计算得

到。与此相对应的是,ICP采用每一种货物的消费

支出总额占全部货物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即预算

份额。若scb
n 为国家c的居民h在货物n上的预算

份额,汇总后的预算份额用来计算ICP指数 (ICP
指数为货物n的支出总额占所有货物支出总额的比

重),并且可记为居民消费支出与消费支出加权平

均之比:

sc
n=
∑
H

h=1
xcbscb

n

∑
H

h=1
xcb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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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cb 是居民h的总消费支出。采用了根

据 (21.5)计算得到的权重的价格指数,被称为

富豪指数 (plutocratic
 

indexes) (Prais,1959),
因为每个居民的预算份额是通过总消费支出加权

得到的,消费支出较多的居民权重更大。需要注

意的是,(21.5)可通过居民调查数据 (汇总居民

的数据,因为预算份额是总量的比率)或通过国

民账户数据测算。虽然在理论上二者是相同的,
但实际上却不是。

我们计算贫困加权的PPP所使用的权重并非

(21.5),而是:

sc
n(zc)=Escb

n|
xcb

ncb  =zc



 




 (21.6)

其中,ncb 是居民规模,zc 是用本币表示的贫

困线。因此根据 (21.6),贫困加权的预算份额是

指贫困线zc 上的居民的平均预算份额,即通过国

家c进行指数化,因为它是用国家c的本币表示的

统一的全球贫困线。
本章一个主要内容是使用 (21.5)富有多边

指数 (plutocratic
 

multilateral
 

indexes)和 使 用

(21.6)贫困加权指数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两个

国家的比较和简单阐述预算份额与总消费支出的

不同中,获得有用的结论。假设每一个国家的预

算份额是对数总消费支出的线性函数,函数表达

式与数据拟合得很好,并且与选择理论一致,参

见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第3章)
sc

nh=ξc
0n+ξc

1nlnxh+vc
nh (21.7)

其中,c指国家,vnh 是干扰项,ξc
0n 和ξc

1n 分

别表示为规格品和国家的特定参数。对于每个国

家来说,预算中的所有货物的参数ξc
1n 总和为0,

参数ξc
0n 总和为1。若我们采用 (21.7)为两个国

家计算Törnqvist指数,那么贫困加权的价格指数

可以明确地计算出来,而P12T 与富有Törnqvist指

数P12T 的差值表示如下:

lnP12T -lnP12T =0.5∑
N

n=1
[ξ11n(lnz1-lny1)

+ξ21n(lnz2-lny2)]ln
p2n
p1n

(21.8)

其中,z1和z2是两条用本币表示的贫困线,

yc 是经过不平等调整后的平均消费支出 (熵):

lnyc=∑
h

xc
hlnxc

h

∑
h
xc

h






 




 (21.9)

其中,yc 按本地价格计算。这些等式告诉我

们,对于每个国家,如果预算份额 (用参数ξc
1n 表

示)这一收入数据对于价格对数的效应是正交的,
那么富豪指数与贫困加权指数也是正交的。若正

交条件不满足,那么富豪指数与贫困加权指数的

差值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即ξc
1n 和相对价格的相

关性、两国经过不平等调整后的生活水平以及贫

困线。
举一个重要例子进行说明,如果我们比较富

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并假设食品是主要的贸易品,
那么通常情况下,贫困国家的食品相对较贵。假

设只有两种货物 (食物f和非食物n)以及两国的

恩格尔曲线参数ξ1f=-ξ1n 相同 (ξ1f 通常为-
0.15左右)。那么 (21.8)就变为:

ln
P12T
P12T

=ξ1fln
z1z2

y1y2
ln

p2f
p2n

p1f
p1n  

(21.10)
如果食品在贫困国家相对较贵,并且如果两

国的贫困线均低于经过不平等调整后的平均消费

支出,该式是正值。在这个例子中,贫困国家的

P4指数相对于富裕国家来说,会比相应的P3指数

更高,本质原因在于收入中的食品份额在下降,
而相对来说更高的食品价格在P4指数中获得的权

重高于P3指数。该效应的规模会扩大恩格尔效

应,并且两国的贫困线和经不平等调整后的平均

消费支出之间的差异也会越大。在处于相似发展

阶段的两国之间,考虑任何此类系统性影响是一

个难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影响会在我们

计算相对贫困国家的P3s和P4s的例子中体现

出来。
上述讨论主要针对的是Törnqvist指数及该指

数在两国之间个使用的情况。更为普遍的讨论集

中在恩格尔模式和相对价格结构的相关性上,这

样的讨论可用作区分P4指数与P3指数的粗略指

南。将两国情况扩展到多国的推导更难,但实践

经验 (至少相对价格没有太大不同)证明,对费

雪指数和Törnqvist指数矩阵进行的GEKS调整通

常不是很复杂,因此最终的指数有可能主要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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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数影响,而不是最终的GEKS调整。

1.3 贫困线的定义以及同时性的处理

全球贫困线是指利用P3s或P4s将各国国家贫

困线转换成统一货币表示的国家贫困线的平均数。
P3s或P4s还可以用来将全球贫困线转换成以本币

表示的各国的国际贫困线。P4s采用通过 (21.6)
计算得到的预算份额取决于全球贫困线的等值本

币,因此全球线、预算份额和P4s必须同时计算。
若以基准国际货币表示的全球贫困线已知 (本章

使用印度卢比),并且恩格尔曲线满足 (21.7),
那么就可以得到Törnqvist法P4s的封闭解决方

案。Deaton
 

and
 

Dupriez(2009)已给出解决办法,
我们利用该方法以及印度国家贫困线作为一组迭

代计算的起点。根据封闭式的解决方案,我们计

算了一条新的全球贫困线以及以本币表示的国际

贫困线,而后根据 (21.6)定义新的预算份额、
新的P4s等等。(21.6)的预算份额是位于国家贫

困线附近的居民的本地 (核心)预算份额的加权

平均数。带宽参数 (a
 

bandwidth
 

parameter)允许

我们在样本规模和贫困线附近的居民二者之间进

行权衡。
一般来说,无法保证在计算一组贫困加权的

PPP指数时存在唯一解。但是,我们知道当恩格

尔曲线满足 (21.7)时,GEKS-Törnqvist法的唯

一性是可以保证的。还有一点很明显,当所有的

国家选择相似,并且价格指数就是生活成本指数

时,那么也有唯一解。
我们研究了全球贫困线的三种不同选择。第

一个变量,即基准贫困线,是计算50个国家各自

的全球贫困线,这50个国家不仅囊括在我们的居

民调查数据集中,而且纳入了 Ravallion,Chen
 

and
 

Sangraula(2009)(此后简称为RCS)的国家

贫困线的计算中。在每一次P4s迭代计算时,我们

把这50条贫困线转换成以世界卢比表示 (我们的

国际基准货币),并采用各国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作

为权重计算加权平均数。第二个变量与第一个相

同,但在我们开始计算之前,将50条国家贫困线

乘以2,这是想看看每天1美元或2美元的情况。
我们的第三个变量是在RCS的基础上计算国际贫

困线。这条国际贫困线是以国际卢比表示的以下

国家贫困线的简单平均数,即乍得 (Chad)、埃塞

俄比亚 (Ethiopia)、冈比亚 (The
 

Gambia)、加纳

(Ghana)、马拉维 (Malawi)、马里 (Mali)、莫桑

比克 (Mozambique)、尼泊尔 (Nepal)、尼日尔

(Niger)、卢旺达 (Rwanda)、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塔 吉 克 斯 坦 (Tajikistan)、坦 桑 尼 亚

(Tanzania)和乌干达 (Uganda)。(RCS还把几内

亚比绍 (Guinea-Bissau)纳入进来,但是我们缺

乏该国的调查数据)。Deaton(2010)进一步讨论

了这些国家的优势和劣势。

1.4 购买力平价指数测算值的标准差

我们在计算P4s时利用了居民调查数据,其样

本规模因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当我们着眼于贫

困线附近的居民时,样本规模将进一步缩小。为

评估这些有限样本的作用,我们计算价格指数测

算值的标准差。所有的P4s(和基于调查的P3s)
均为调查样本均值的函数。而且,我们掌握了调

查设计方面的信息,包括样本量、权重和分层。
其公式源自Deaton

 

and
 

Dupriez(2009),并且可

通过采用能够处理复杂的调查设计的软件加以

处理。
我们还提供了第二种标准差,我们称之为

“套利失灵”标准差 (failure
 

of
 

arbitrage
 

standard
 

errors) (或称为 “单一价格定律失灵”标准差

(failure
 

of
 

the
 

law
 

of
 

one
 

price))。这些都来源于

以下概念性验证。假设我们将国家c的货物n的价

格以 (21.4)的形式来表达,在 (21.4)中价格

对数是国家效应、规格产品效应以及误差的总和。
在完美套利的世界中,各国的相对价格都一样,
绝对价格仅仅是因为货币单位不同而有所不同,
(21.4)中的误差项为0,αc 为该国PPP或汇率或

任何的合理价格指数的对数。但因为完美套利不

存在,因此εc
n 不为0,不同的指数公式会得出不

同的答案。“套利失败”的标准差刚好可以发现指

数之间的变化。对模型不确定性的度量与使用帕

氏-拉氏指数分离度的概念是类似的,另外还要

测算当国家之间相对价格不一样时,采用不同的

价格公式的影响程度。
在计算 “套利失败”标准差过程中,我们的

概念性验证认为εc
n 是反复抽取的,并通过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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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随机价格,然后结合非随机性支出权重生成

P3s和P4s,P3s和P4s的标准差也同时计算出来

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标准差依赖于预算份额,
我们假设预算份额是固定不变的。很容易想象一

套替代的标准差 (在该模型中,支出权重是受价

格影响的,例如消费者行为的跨国模型)。此处我

们不考虑其扩展形式,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想对

任何一个模型投入太多精力,相反我们把 “套利

失灵”标准差看做是用来描述εc
n 的分散性 (通过

PPP指数)。再次提醒大家,上述式子由Deaton
 

and
 

Dupriez(2009)开发。

2 实际问题:将ICP价格链接到居民调查数据

本节中,我们将讨论如何将ICP中获得的货

物和服务价格与居民调查中获得的预算权重结合

起来。这两个项目有一些明显区别。第一,ICP覆

盖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至少原则上是这样,然

而我们仅对全球贫困人口测算涉及的国家感兴趣。
正如我们看到的,ICP价格数据不得不事先经过筛

选和处理。第二,并非所有纳入ICP的国家都有

居民调查,有些国家不允许采用居民调查数据进

行与贫困相关的分析。第三,我们使用的调查数

据,其收集数据目的并不是计算国际价格指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的居民调查数据的

消费分类在国家之间并不统一,而且没有一个与

ICP的消费品清单相匹配的清单,一些消费品甚至

不在居民调查的范围之内。这些问题,我们一一

讨论。
ICP本质上是一个在多国展开的大规模的价格

采集项目。在实践中,不可能对世界所有国家采

用单一的采价清单,由于管理及采价清单方面的

原因,2005年轮ICP囊括的146个国家被划分为

六大地理区域。第一阶段,每个区域自行计算,
计算得出在区域内用同一基准货币表示的各个国

家的PPP指数。第二阶段,各区域的PPP链接到

一起,得到一套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全球PPP。
在第一阶段各区域中,各国详细的区域价格清单

会进行汇总,得到GDP中155个基本分类的价格,
其中110个基本分类来自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然后

这些基本分类通过一组 “环”国 (“Ring”
 

coun-

tries)链接到一起,有技巧地分配到各个区域,得

到以同一基准货币计量的基本分类平价全球清单。
该过程由Diewert(2008)开发,包含了一套完整

描述 (account);另参见 Hill(2007a,2007b)。
Deaton

 

and
 

Heston(2010)更加详细地解释了该

程序,并阐述了其部分利弊。
对于此处的计算,我们重新计算了基本分类

平价全球清单价格,但不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地区,因为我们有意排除富裕国家的价格数据。
我们所计算出的P4s完全基于那些进行贫困测算的

国家的信息,无论是全球贫困人口总数还是贫困

国家的国际贫困人数都不应该依赖于富裕国家的

规格品价格或消费支出模式。实际上,这一改变

的作用非常小,我们所使用的各国各个基本分类

的价格几乎与ICP中的价格是一样的。有了这些

价格数据,以及62个参加ICP的并且有调查数据

的非OECD国家,我们同等对待所有国家,不论

其属于哪个区域,计算出了P3和P4指数。
当调查分类比ICP消费类中的基本分类更细

时,调查数据可以经过汇总与ICP匹配。更难的

是,调查分类比ICP更大,或与ICP相比,规模

大小相当但分类不一样。例如,ICP消费大类中的

一个基本分类是 “黄油及人造黄油”;居民调查中

可能把这个基本分类分成两类,或包含在更大一

个层级 “黄油、人造黄油及食用油”中,或者有

两类,一类包含黄油和其他规格品,另一种包含

人造黄油和其他规格品。在上述中的后两种情况

下,我们的办法是,将调查分类汇总,直到我们

获得一个包括各个基本分类的类别,然后根据国

民账户中居民消费的占比进行分摊。同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有一个调查类别 “黄油、人造黄油及食

用油”,并且国民账户数据显示,汇总后该类别的

三分之二是食用油,然后我们仔细检查居民调查

数据,将每一类居民记录的支出的三分之二分配

给 “食用油”类别,三分之一分配给 “黄油和人

造黄油”类别。很明显,还有其他更精细的办法

使调查数据和ICP数据清单更加匹配,其中某些

办法值得进行论证。黄油和人造黄油仅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我们所使用的所有调查数据都有很多

消费类别,不存在我们被迫将高一层级类别的数

据进行重新分配的情况,例如 “谷类”,更不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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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了。
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采用的是能够获得的最

新的国家居民调查数据。最糟糕的情况是 (Argen-
tina

 

and
 

Djibouti,1996年;Burundi,1998),从居

民调查计算得到的权重比ICP的价格数据 (2005
年)滞后将近10年。这里所用的其他调查都是

2000年之后的,将2003年定为modal
 

year,附录

A4列明了Deaton
 

and
 

Dupriez(2009)给出的国

家、调查名称和数据采集年份。理想情况是支出

权重与调查年份的价格数据相匹配,但我们期望

支出模式,特别是贫困人口的支出模式,变化足

够缓慢,这样即使滞后10年也不可能推翻该计算

过程。实际上,全球多数统计机构在构建国内消

费者价格指数时,权重比价格数据本身要滞后几

年甚至几十年。
在很多国家中许多ICP基本消费品调查并没

有包含到该国的居民调查中,而且各国调查问卷

和计算方法也很不一样。调查问卷中消费品的数

量从吉布提 (Djibouti)的39种采用回忆法,剔除

了105个基本分类中的64个到巴西的6927种不等

(记账法,只剔除了7个基本分类)。平均而言,调

查问卷中105个基本分类中有23个被忽略了。多

数情况下,这些基本分类仅代表极为有限的消费

支出份额 (例如,畜力车 (animal-drawn
 

vehi-
cles))。很显然,改进并调整基于居民调查数据

的居民消费测算非常迫切。
将实际消费了但居民调查不进行采价的规格

品,与没有消费但仍出现在ICP清单中的规格品

加以区分是有必要的。前者最重要的例子是自有

住房租金。这些虚拟租金不是直接采价的 (尽管

有些地方租房市场活跃,有时候还可询问房主租

金金额),而是根据对已出租的房屋的 (选择的)
子集进行hedonic回归得到的系数作为房屋特征来

加权计算房租。或许该方法足够好,可以得到国

民收入账户的平均值,但我们怀疑该方法能否在

个体层面上给出合理的答案,而且我们也没能成

功计算出令人满意的测算值添加到我们的调查中。
在进行这些尝试时,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房屋租

赁市场主要在城镇,因此hedonic回归主要反映的

是城镇住房设施的价值。采用这些回归系数来计

算农村住房租金,有可能将住房租金更多地算到

与其房租实际租金几乎无关的贫困人口的消费中。
更糟的是,在我们的很多调查中,我们没有充足

的资料来获悉房屋租赁的分类是如何构建的。考

虑到这种情况以及一些早期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实

证,我们最终剔除了所有调查的租赁分类,所以

我们计算的P3s和P4s不含此分类。值得注意的

是,剔除分类相当于假设该分类的P3s和P4s与国

家P3s和P4s相同。显然这不令人满意,但也许是

最好的方法,尤其是一旦我们意识到该分类ICP
也是存在问题的。Deaton

 

and
 

Heston (2010)和

Deaton(2010)对此进行了讨论。
更极端的例子是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FISIM)。根据当前国民账户的实践,处于竞争环

境下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利润应该等于向顾客提

供金融中介和承担风险服务的价值,并被计入居

民消费支出项下。再次声明,这些规格品并未出

现在居民调查中。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公式计

算得到虚拟的FISIM,我们没有这么做,部分原

因在于我们怀疑,在全球贫困线附近的居民能够

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了这些金融服务。
还有一些规格品 (几乎)从来没有在居民调

查中出现过,其中,有些也没有出现在ICP价格

调查中,包括贩毒、性交易以及 “该国经济领域

内非常住居民的消费”。我们将房租FISIM及上述

规格品从居民消费品清单中剔除。还有其他许多

规格品也是排除在外,例如畜力车的购买、用于

文化娱乐的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维护和修理、常住

居民在国外的购买 (尽管这些规格品可能包括在

其他基本分类中)。做出这些排除后,我们基于

ICP中110个消费品基本分类中的102个进行

计算。
因为一些ICP中的规格品在某些国家并不

会被购买或消费,因此该国ICP中没有这些规

格品的价格数据。两个显著的例子是穆斯林国

家的猪肉和酒。但是我们不想剔除这两项规格

品,因为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两项规格品

的价格和支出数据都是有效观察数据,而我们

不想忽略这些信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办

法是,采用CPD法回归 (21.4),虚拟缺失的

价格数 据。因 此,举 例 来 说,对 于 孟 加 拉 国

(Bangladesh),我们采用国家效应 (给出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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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汇率)和其他国家的 “猪肉效应”(给出猪

肉的典型相关价格),虚拟出孟加拉国的猪肉价

格。然后,我们将该项目留在调查支出文件中,
而将0支出分配给所有居民。

这些调查的一个难以服人的地方在于测算误

差。许多国家在比较国民账户数据和有相同定义

项目的居民调查数据方面有很好的研究,他们经

常会发现二者的差异较大。例如,Triplett(1997)
发现了美国这方面的差异,即使是有些在国民账

户中测算得比较准确的规格品也差异较大。对印

度的研究倾向于认为调查数据比国民账户数据的

准确性更高,至少食品数据是这样,一些特殊情

况除外,例如Kulshesthra
 

and
 

Kar(2005)的研

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担心Deaton(2005)
所说的在许多国家,居民调查和国民账户中的支

出数据差异逐渐增大的问题。对于贫困测算以及

GDP测算来说,差距应引起重视,但是价格指数

对于消费的规模来说是不变的,只依赖于消费的

分配。不幸的是,对调查误差似是而非的解释,
例如对最富有和最贫困居民的调查中,他们有选

择的不回答某类调查问题,或不回答关于某规格

品的问题的情况,均会影响规格品的分布。因此,
指数差异问题与是否基于国民账户或调查权重重

构指数 (甚至是汇总富豪指数)的问题,既反映

出对规格品的慎重选择,也反映出因对测量误差

不甚了解而导致的偶然选择。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国的处理。中国采集

城乡居民的调查数据,并每年在 《中国统计摘要》
上公布汇总表。但是,我们此项工作需要的居民

层面的数据却无法从中获得。考虑到中国在贫困

测算中的重要性,把中国纳入计算范围但却没有

数据,是难以推进测算工作的。为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一方面使用公布的数据,使我们可以测算中

国居民在不同人均支出水平下的支出模式,主要

是通过建立一个与恩格尔曲线和公布的表格的其

他信息协调一致的综合调查来实现。(Deaton
 

and
 

Dupriez(2009)对这一工作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在附录A2中)。

使得ICP的价格数据和居民调查协调一致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城镇和农村。我们所

有的调查都是代表国家的,同时覆盖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与此相矛盾的是,在许多国家,包括

大部分拉丁美洲和中国,ICP只采集城镇价格数

据。印度的价格调查中,城镇调查点的比例过高。
对于仅调查城镇的国家,我们需要计算与城镇相

对应的农村消费价格。基于此,我们采用Chen
 

and
 

Ravallion(2010)的办法,使用这些国家农村

贫困线与城市贫困线的比率。但这意味着一个大

胆的假设,即贫困线比率能够正确测度相对价格

水平,因为这些信息没有明显的支撑,所有对此

做些修正也是必要的。对于已经做出调整的国家,
我们在计算之前对我们的调查进行调整,即将所

有居民的消费支出转换为城镇价格,按照城镇贫

困线与农村贫困线之比扩大每个农村居民的人均

居民支出。一旦做出了这样的调整,部门就被忽

略了,我们的调查就会被看做一项全国性的调查,
从而已经转化为城镇PPP的全球贫困线能够用于

计算支出权重和贫困人口数量。对印度的处理方

式有些不同:首先,考虑当前现状,尽管印度在

ICP中采集了城镇和农村的价格,但城镇占比过高;
其次,需要看到,印度官方公布的城镇贫困线与农

村贫困线的比率出奇地高,并长期以来被怀疑为计

算误差造成的 (Deaton,2003)。Deaton
 

and
 

Dupriez
(2009,附录A1)详细说明了印度的计算过程。

3 结果:PPPS、PPPPS及全球贫困测算值

本节中,我们展示基于不同数据来源得到的

各种PPP,以及不同的加权方案及其标准差。我

们侧重于对其差异的计量。然后,我们阐述全球

贫困测度方法的影响。本章附录中包含具体的国

家结果。正文中,我们给出了指数差异的汇总表

以及全球结果。附录表21A.3(第3列)包含国家

PPPPs,这些指数可以用于其他应用分析。

3.1 来自居民调查和国民核算体系的PPP
(P3)价格指数

  我们从标准的PPPs(P3s)入手,标准的

PPPs采用了直接来自国民账户或居民调查数据中

汇总得到的支出份额。附录表21A.1展示了按国

家计算的汇总居民消费购买力平价和ICP的结果。
62个国家按区域列出,首先是亚洲,然后是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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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西亚和非洲。第一列是ICP结果,来自ICP
最终报告 (World

 

Bank,2008a),是关于个人消

费支出的数据。在此表中,我们的计算分别采用

两 种 计 算 方 法,即 GEKS-费 雪 法 和 GEKS-
Törnqvist法,以及CPD-W法,并同时采用调查

数据和国民账户数据,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了两

套权重用来汇总国家购买力,其中一套权重是通

过对居民调查数据的汇总估计得到的,另一套是

从国民账户直接估计得到的。如果居民调查数据

和国民账户数据一致,并且涵盖的货物和服务是

一致的,两套数据来源计算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

样的。第一列的ICP数据是从各基本分类的全球

平价计算得到的全球估计的子集,这组数据与我

们计算的结果不一样 (参见第2节的讨论)。无论

是对国民账户还是对基于居民调查的总体权重,
在单次计算中,我们的计算是平等对待所有62个

国家的。我们还在剔除富裕国家之后,使用平价

对基本类进行了重新计算,但实际上,这种做法

得到的结果跟之前的没什么区别。
表21A.1中,所有P3汇率都被除以 World

 

Bank(2008a)中列出的市场汇率,得到的数据可

以解释为各国的 “消费价格”。这一测算使得我们

可以用相同的单位表示所有的指标,而不受货币

币值差异的影响。用不同货币单位表示的PPP从

1000到0.001不等,难以进行比较。基准国是印

度,那么印度所有的数据都为单位。对于其他国

家来说,如果其消费价格小于1,其P3兑换为印

度卢比时会低于卢比的市场汇率,那么按市场汇

率兑换的卢比可以在印度买到更多的消费品。根

据表21A.1所列ICP 结 果,即 第 一 列,斐 济

(2.59)、佛得角 (2.49)、加蓬 (2.38)和马尔代

夫 (2.15)这些国家消费价格水平最高;与美国

进行 比 较,美 国 为 2.83。只 有 塔 吉 克 斯 坦

(0.84)、吉 尔 吉 斯 斯 坦 (0.89)、玻 利 维 亚

(0.90)、埃塞俄比亚 (0.90)、巴拉圭 (0.97)、
巴基斯坦 (0.98)、老挝 (0.99)的价格水平低于

印度。尽管许多非洲国家比印度更穷,但此处所

列的国家中只有一个非洲国家比印度的消费价格

水平低。
表21A.1中最后六个成对列展示了根据三种

汇总方法和两个来源的权重汇总的消费价格数据。
直觉印象是:尽管有不同的加权方案和计算过程,
我们的指数与官方指数非常接近。在ICP中,62
个国家消费价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采用GEKS-
费雪法处理居民调查数据和国民账户数据时,其

相关系数分别为0.9275和0.9337;采用GEKS-
Törnqvist法处理时分别为0.9307和0.9360;采

用CPD-W 处理时分别为0.9256和0.9346。注

意,这些数据不是原始的P3s的相关系数,原始

PPP数据可能会因为各国货币单位不同而被人为

放大,但是消费价格的相关系数是在不同国家之

间可以比较的。
表21.1汇总了各指数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最上面一组数据采用国家间每一对指数的均方根

误差表示各对指数之间的差距。第一个重要发现

是,第一行的距离大于其他各行,这表明官方的

ICP数据比我们自己所有的指数之间的距离,更偏

离我们的指数 (均方根误差约为0.15-0.16)。ICP
指数和我们基于国民账户数据计算的指数采用的

数据来源是一样的,但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结

果不一样。一是我们的指数在计算过程中采用了

单个汇总公式,而不是根据各区域不同的汇总公

式;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指数仅采用ICP中105
个消费基本分类中的102类。我们将住房租金 (实
际的和虚拟的)、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以及性

交易排除在外,以便使得我们基于国民账户 (na-
tional

 

accounts-based,NAS)和居民调查数据的

计算结果相匹配。我们将会在第3.3节看到,这些

差异会对P3s的计算产生重大影响。在表21.1中,
采用105个基本分类重新计算基于NAS的PPP,
其按费雪

 

法计算的均方差会从表21.1的0.156下

降到0.099(未列出),其余误差来自计算方法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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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基于居民调查 (S)和基于国民账户 (N)的总类消费价格

ICP
费雪法
(N)

费雪法
(S)

Törnqvist法
(N)

Törnqvist法
(S)

CPD-W
(N)

CPD-W
(S)

均方根误差

ICP 0 0.156 0.150 0.147 0.146 0.149 0.148

费雪法 (N) 0 0.065 0.033 0.068 0.050 0.088

费雪法 (S) 0 0.054 0.023 0.078 0.047

Törnqvist法 (N) 0 0.048 0.042 0.067

Törnqvist法 (S) 0 0.066 0.070

CPD-W (N) 0 0.078

CPD-W (S) 0

主要统计量

均值 1.402 1.463 1.44 1.453 1.437 1.445 1.421

标准差 0.389 0.404 0.377 0.39 0.372 0.404 0.373

基于居民调查与国民账户的指数比率的对数回归

测算值 t值 测算值 t值 测算值 t值

因变量的对数值 (lny) -0.0170 (2.1) -0.0107 (2.1) -0.0200 (2.3)

亚洲 0.0055 (0.1) 0.0077 (0.3) 0.0143 (0.3)

非洲 -0.0334 (0.7) -0.0221 (0.7) -0.0345 (0.7)

拉丁美洲 0.0086 (0.2) 0.0041 (0.1) 0.0019 (0.0)

中亚 0.0283 (0.6) 0.0020 (0.0) 0.0011 (0.2)

常数项 0.1313 (1.5) 0.0825 (1.7) 0.1542 (1.7)

各地区的F 值 (P 值) 2.69 0.041 2.53 0.051 2.97 0.056

  注:NAS=national
 

accounts,指国民核算。最上面一组数据显示的是62个国家各对消费价格指数的均方差。国家的价格指数在表

21A.1中。该表的第二组数据显示的是同一指数的均值和标准差。最后一组数据显示的是基于调查数据和基于国民账户数据计算得到的两
组数据比率的对数,相对于按PPP法美元测算的人均GDP的对数的回归,ICP各区域为虚拟变量。在回归过程中,印度作为基准国被视为
一个地区,所以亚洲在这指的是不包含印度的亚洲。

  基于居民调查和国民账户数据 (102个基本分

类)的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距离仅为0.065(费雪

法)、0.048 (Törnqvist法)以及0.078 (CPD-
W 法),还不到我们基于居民调查的指数与ICP基

于国民账户的指数之间差异的一半。这些差异很

重要,而且与剔除部分基本分类并且采用ICP方

法来计算的结果相比较,这些差异要小一些。表

21.1的第一组数据显示出GEKS-费雪法和GEKS-
Törnqvist法指数较为接近 (不论其权重来自居民

调查还是国民账户),且都与CPD-W法指数相差

较大。采用同一种加权方案 (基于国民账户或居

民调查数据)但不同计算方法得到的指数,比起

采用不同的加权方案但计算方法相同的指数更加

接近。由此得到的总体结论是:最重要的差异主

要是由ICP采用的计算过程,而不是此处所采用

的过程引起的,同时将三个基本分类排除在外也

是一个主要因素;第二重要的差异来自总支出权

重是来自居民调查数据还是国民账户数据;最不

重要的差异是对公式的选择,因为 费雪 法和

Törnqvist法指数非常接近,二者与CPD-W 法

指数的差异更大。
第二组数据显示了指数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标准差非常接近,但ICP均值比其他均值大约低

3%。换言之,与直接计算的结果相比较,ICP的

区域结构以及计算中的其他不同之处,导致印度

的消费价格水平与列示的其他国家相比更高。剔

除三个基本分类并没那么重要,替换这三个基本

分类并且重新计算105个基本分类基于NA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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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得到的结果与102个基本分类得到的结果

一样。
表21.1的最后一组数据显示了一系列的回归

数据用以检验基于国民账户和居民调查的指数之

间的系统性差异。这些回归数据有助于我们理解

为什么指数之间会存在差异,同时也有助于我们

计算那些我们只能获得国民账户数据但无法获得

居民消费模式调查数据的国家的指数。回归数据

显示,富裕国家基于调查数据的指数差异较小,
人均收入每增加一倍,其基于调查数据与国民账

户数据的指数的比率就会下降1%-2%。即使这

样,效果依然不显著。地区效应的F统计量通常

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但不同种类的指数之

间是不一致的,而且F统计量非常小。尚不清楚

是否值得运用这些结果来估计缺少居民调查国家

基于居民调查的指数,而不是仅仅依据国民账户

数据计算指数。
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基于国民账户和基于居

民调查指数之间有差异的原因。由于两种指数均

采用102个基本分类的相同的平价,二者的差异完

全来自各平价上支出模式的不同。对于每一项调

查,我们计算了包括所有消费类别以及食品、饮

料、烟草和麻醉品子类基于居民调查的汇总预算

份额与国民账户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些数据会得

出什么结果还不是很清楚,也不清楚多小的相关

系数才值得关注。有少量的数据非常小,即使是

相对来说较容易测算的食品类别也是如此。一个

极端的例子是,2003年从乍得 (Chad)居民调查

得到的预算份额,其全部规格品与国民账户数据

的相关系数仅为0.090,食品的相关系数仅0.023;
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系数低于0.5。我们对这些数

据做了交叉检验,与其他情况类似,当比较居民

调查数据和国民账户数据时,存在的问题不能简

单地表21A、2列出了与基于富豪调查购买力平价

相关的标准误差。归咎于其中一方。
表21A.2列出了与基于富豪调查购买力平价

相关的标准误差。我们仅仅展示了GEKS-费雪法

和CPD-W 法;GEKS-Törnqvist法 的 结 果 与

GEKS-费雪法相似。抽样标准误差的测算值确实

是一样的。我们在此展示了PPP,而不是消费价

格;前者等于后者乘以本币与卢比的市场汇率。

标准误差是对数PPP的标准误差,因此可以视为

相对标准误差。他们也是表21A.1中对数消费价

格的标准误差。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抽样误

差非常小。虽然部分调查的样本量很小,但是

PPP指数的抽样标准误差是微不足道的。第二,
对于与套利失败或单一价格原则失败相关的标准

误差,情况并非如此。类似于当不同国家的相对

价格不同时,这些标准误差测度了与选择特定指

数相关的不确定性。通常情况下,这些标准误差

在8-10%附近,而不是抽样标准误差1%的一半到

十分之一。抽样过程中的误差微不足道,但相对

价格差异造成大量的不确定性,这一发现体现了

所有结果。

3.2 贫困加权PPP,P4s

表21A.3展示出第一组贫困加权PPP,其计

算根据第1.3节所描述的第一变量,利用了我们能

够获得的50条贫困线。其中,全球贫困线是以世

界卢比表示的各国贫困线的贫困加权平均值。第

一列是封闭形式Törnqvist法P4的近似值,是后

续计算的起点,其后是对数人均总支出在带宽为1
个标 准 差、0.5 个 标 准 差 和 0.1 个 标 准 差 时

Törnqvist指数的迭代计算;我们利用双权重核函

数 (a
 

bi-weight
 

kernel)

K(t)=1516
(1-t2)2 if|t|≤1

K(t)=0 if|t|>1 (21.11)
其中,t代表居民人均总支出与根据带宽划分

的以本币表示的国际贫困线之间的差异。最后两

列展示出费雪法P4s和CPD-W 法P4s,两者的

计算 都 采 用 了 最 小 (0.1 个 标 准 差)带 宽。
Törnqvist法封闭形式起始值是相对于其他指数

(这些指数之间非常接近)的异常值。选择好的带

宽是权衡偏差与方差的问题,较小的带宽意味着

我们选择了贫困线附近的居民数据,但在我们测

算值中,其结果是更大的抽样方差。表21A.4和

21A.5给出了这些结果,表21A.5为表21A.3中

的指数列出了各种带宽的居民数量,表21A.4列

出了对数PPPP的相应标准误差。例如,在一国内

进行大量调查,如印度尼西亚,当带宽为1个标准

差时,有22760个居民处于该贫困线附近,当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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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半,居民数量减少至10415个。当带宽为0.1个

标准差时,居民数量仅有1916。相应的抽样标准

误差上升至1%的0.06、0.08和0.15,即使是最

小带宽,抽样误差也可忽略不计。即使居民调查

中抽样样本量非常小的国家,其标准误差相应较

大,例如巴拉圭 (Paraguay),该国最小带宽的抽

样标准误差也还不到1%。
表21.2是对表21.1的扩展,展示了之前以消

费价格表示的不同指数之间距离的均方根误差。
在此表中,F、T、C分别代表费雪法、Törnqvist
法和CPD-W 法,N、S代表国民账户和居民调

查,因此F (S)和T (N)是分别表示使用居民

调查权重的plutocratic
 

费雪指数和使用国民账户

中消费支出权重的Törnqvist指数。带有带宽数字

的指数,例如F1.0、F0.5、F0.1,是指以人均居

民消费支出对数的1.0个标准差、0.5个标准差、
0.1个标准差计算的费雪法P4指数。正如预期,
第一行说明ICP消费价格水平与其他指数差异较

大,其差距约为0.15-0.18。我们重新计算的国民

账户指数接近P4指数,且相应的基于居民调查的

指数也很接近。三种基于国民账户的P3指数与费

雪法和Törnqvist法P4指数相差0.09-0.11,与

CPD-W 法P4指数相差0.14-0.17。与P4指数

采用相同数据的基于居民调查的P3指数与费雪法

和Törnqvist法指数非常接近,仅相差0.05-0.07,
与CPD-W 法指数也很接近,仅相差0.09-0.12。
我们用以迭代计算P4指数的封闭形式的Törnqvist
近似值不同于最终的P4(即基于居民调查的富豪

指数),因此后者也可作为迭代的初始值。正如我

们的预期,单从P4指数的角度来讲,改变带宽并

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分离指数,特别是具体的指数。
尽管邻近带宽要比两端带宽的指数更接近。在此,
CPD-W 法P4指数与另外两个指数的差距大于这

两指数之间的差距,其还表明当带宽减小时,该

指数内部的变化也是最大的。

表21.2
 

双边指数与其他指数之间分离度的比较 (62个国家消费价格的均方根误差)

T0 F1.0 F0.5 F0.1 T1.0 T0.5 T0.1 C1.0 C0.5 C0.1

ICP 0.179 0.154 0.155 0.158 0.153 0.156 0.157 0.171 0.176 0.178

F(N) 0.105 0.101 0.104 0.104 0.102 0.106 106.000 0.158 0.164 0.167

T (N) 0.093 0.090 0.093 0.093 0.086 0.089 0.090 0.144 0.150 0.153

C (N) 0.107 0.103 0.105 0.105 0.099 0.102 0.102 0.144 0.149 0.152

F(S) 0.073 0.054 0.057 0.057 0.056 0.060 0.060 0.114 0.120 0.123

T (S) 0.073 0.058 0.061 0.062 0.052 0.056 0.057 0.112 0.119 0.121

C (S) 0.084 0.062 0.064 0.065 0.055 0.057 0.057 0.092 0.098 0.102

T0 0 0.062 0.064 0.064 0.058 0.061 0.062 0.121 0.126 0.127

F1.0 — 0 0.006 0.011 0.023 0.024 0.026 0.075 0.081 0.084

F0.5 — 0 0.010 0.023 0.022 0.024 0.072 0.077 0.080

F0.1 — 0 0.027 0.026 0.026 0.074 0.079 0.081

T1.0 — 0 0.006 0.012 0.073 0.079 0.082

T0.5 — 0 0.008 0.069 0.075 0.078

T0.1 — 0 0.069 0.074 0.077

C1.0 — 0 0.011 0.023

C0.5 — 0 0.019

C0.1 — 0

  注:F=费雪法;T=Törnqvist法;C=CPD-W法;N=国民账户;S=居民调查。ICP表示单个居民的消费支出价格———即按照汇率
拆分的PPP。F (p)、T (p)和C (p)分别是基于居民调查,费雪法、Törnqvist法和CPD-W法计算的汇总 (赋予不同权重)指数,然
后被国外汇率再一次拆分。用第一个字母以及带宽为1.0、0.5或0.1个标准差的对数形式表示其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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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1.3在基于贫困的购买力平价指数基础上

检验了不同贫困线的影响。我们考虑采用两种与

第1.3节所述变量对应的选择方案:将50条贫困

线乘以2和仅采用15(此处为14)条非常贫困国

家当地贫困线的RCS程序。
表21.3表明不同的全球贫困线计算方法对用

贫困加权的P4指数影响不大。将 (a)贫困加权

的50条贫困线替换成 (b)RCS采用的15条非常

穷国家无权重贫困线中的14条 (我们缺少其中一

个国家的居民调查数据),其影响微乎其微,并且

费雪法和Törnqvist法计算的初始消费价格的差距

为0.014和0.013,而CPD-W 法计算的价格差

距为0.036。尽管费雪法差距为0.050、Törnqvist
法差距为0.048、CPD-W 法差距为0.084,但将

贫困线加倍或多或少会改变指数,与将基于居民

调查的P3指数变为P4指数从而减少差距这一转

变是相似的。初始消费价格和RCS消费价格所采

用的方法很相近,在将基本贫困线翻倍后,贫困

线上人口有所增加,这也反映了随着贫困线的提

高,印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困平衡在发生着变

化。尽管具体原理并不明显。再次声明,CPD-
W 法指数不仅与费雪法和Törnqvist法指数差异更

大,而且CPD-W 法指数内部也更不稳定,当我

们改变基准贫困线时,其变化更大。

表21.3
 

比较不同贫困线下P4指数之间的分离度

(62个国家消费价格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均方根误差)

平均值 标准差 P4与PL×2的情况下的分离度 P4与RCS
 

PL情况下的分离度

费雪法

初始值 1.404 0.379 0.057 0.014

PL×2 1.455 0.384 0 0.050

RCS
 

PL 1.410 0.376 — 0

Törnqvist
 

法

初始值 1.402 0.372 0.053 0.013

PL×2 1.448 0.378 0 0.048

RCS
 

PL 1.406 0.372 — 0

CPD-W 法

初始值 1.347 0.373 0.101 0.036

PL×2 1.437 0.381 0 0.084

RCS
 

PL 1.362 0.364 — 0

  注:RCS=Ravallion,Chen
 

and
 

Sangraula;PL=poverty
 

line
 

贫困线。初始指数是基于0.1个标准差带宽P4指数的消费价格,全球贫
困线通过加权50个国家中各国贫困人口数量计算得到。PL×2用与初始计算相同的50条国家贫困线乘以2。全球贫困线通过加权各国贫困
线下人数计算得到。这一方法与比较每天1美元和每天2美元的方法相似。RCS

 

PL下的消费价格指数与Ravallion,Chen
 

and
 

Sangraula
(2009)的全球贫困线相似,他们均使用15个国家中14个国家的贫困线计算得到,我们缺少几内亚比绍 (Guinea-Bissau)的数据,因此几
内亚比绍不包括在内,并且不计权重,以至于全球贫困线是14条贫困线P4指标转换值 (the

 

P4
 

converted
 

value)的未加权平均值。

  表21.4在P4指标和P3指标的收入和区域中

寻找系统性模式。在这些回归中,因变量是P4
(使用0.1个标准差的带宽)与我们利用国民账户

权重得出的P3s比率的对数。做出该选择的原因是

我们在没有居民调查数据的国家能够获得P3s。因

此,在缺少居民调查数据时,P3s是计算P4s的初

始点。在常规水平上,估计的回归系数值均不显

著,因此可以对只简单使用P3指数的情况进行讨

论。即便如此,与表21.1中的结果进行比较 (表

21.1比较了基于居民调查和基于国民账户的P3s)
表明,收入影响很相似,因此P4s和P3s之间的

大多数差异可归结于基于居民调查和国民账户的

支出模式之间的差异,这与指数的其他证据是一

致的。
表21A.3,即国家P4s表,是此处总结的主要

研究项目结果之一。我们希望想进行全球贫困人

口生活水平国际比较的学者能够使用这些数据。
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使用了第3列数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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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为0.5个标准差的Törnqvist法指数。我们不

推荐使用CPD-W 法,但其他方法可以接受。我

们还意识到这些数据以美元表示时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推荐使用1美元等于16.11卢比这一汇率,在

表21.5中对这一汇率的进行了相关讨论。最后,
应注意本章所有计算都是针对2005日历年的计算。
其他年份,至少在2011

 

ICP公布结果之前,采用

国家消费价格指数 (国家消费价格指数可从世界

发展指标获取)进行粗略的更新。 (显而易见的)

式子如下:

Pij
r=Pij

t
πrt

j

πrt
i

(21.12)

其中:i是基准国,j是对比国,t是基准年

(2005年),r是想计算的年份,πrt
j 是国家i在r

年至t年的消费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比率。对于我们不计算的国家,可能是因为

他们没有出现在2005年轮ICP中或没有居民调查

数据,表21.4的结果选择使用来自ICP的PPPs。

表21.4 贫困加权PPPs对 (versus)PPPs以及ICP中消费类PPP的收入影响和区域影响

费雪法 Törnqvist法 CPD-W 法

带宽为0.1个标准差的P4指数与NAS加权的P3指数的比率的对数

ln
 

y -0.0166 (1.6) -0.0140 (1.7) -0.0241 (1.8)

亚洲 -0.0202 (0.3) -0.0206 (0.4) -0.0366 (0.5)

非洲 -0.0556 (1.0) -0.0459
 

(1.0) -0.0943 (1.2)

拉丁美洲 -0.0275 (0.4) -0.0218 (0.4) -0.0351 (0.4)

西亚 -0.0353 (0.6) -0.0429
 

(0.9) -0.0826 (1.0)

常数项 0.1280 (1.3) 0.1079 (1.4) 0.1858 (1.1)

各地区的F值 (p值) 0.99 0.42 0.89 0.48 1.75 0.15

  注:CPD-W=加权国家产品虚拟法 (Country
 

Product
 

Dummy-Weighted)。印度是被剔除的 “地区”。最后一行是剔除相应地区的F
统计量,以及相关的P值。

3.3 全球贫困测度

我们总结了贫困加权PPPs的主要用途,即全

球贫困的重新测算。已经很明确,我们的P4s与

ICP中的P3s非常相近,因此用贫困权重替代非均

等权重 (plutocratic)国民账户权重不会对全球贫

困人口数量的计算造成很大影响。但是,这却不

适用于选择全球贫困线的计算程序。当我们把贫

困人口作为权重并用50条国家贫困线的加权平均

数计算全球贫困线时,计算得到的全球贫困线远

远低于用15条最贫困国家的贫困线计算得到的数

据 (世界银行正是采用这种方法)。造成这种差异

的主要因为印度包含在50个国家内,但不包含在

15个国家内。印度贫困人口众多,并且以国际标

准测度,其国家贫困线较低。包含印度的全球贫

困线和相应的全球贫困人口数量要远低于剔除印

度的全球贫困线和全球贫困人口数量。Deaton
(2010)对包含印度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和论

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若剔除印度,现在计算

得到的贫困人口数量与之前的结果出现断层。
表21.5给出了使用不同PPP指数和不同全球

贫困线计算方法的情况下,全球贫困测算结果和

主要区域贫困测算结果。第一套数字复制了世界

银行2005年的贫困数据 (World
 

Bank,2008b)。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是38美元每人每月 (第一行),
其计算方法是用ICP (第四行)中的P3s(第三

行)转化15个世界最贫困国家 (第二行)的贫困

线的PPP指数,然后求其非加权平均。从这些参

数中得出的全球贫困总人数为13.2亿,其区域分

布见表21.5。后三列中,我们采用P4s,并给出三

种不 同 的 汇 总 方 法:CPD -W 法、费 雪 法、
Törnqvist法。因为我们缺少几内亚比绍 (Guinea-
Bissau)(15个国家之一)的居民调查数据,所以

我们只采用另外14个国家的数据。剔除几内亚比绍

几乎没有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复制第一列中采用14
个国家和ICP中PPPs的数据 (此处计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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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2005年各区域不同贫困线和购买力平价汇率的贫困人口数量 (百万人)

全球贫困线 (国际美元或国际卢比) 38美元
 

576.86卢比
 

557.00卢比
 

547.83卢比 495.06
 

卢比 487.94卢比 484.96
 

卢比

采用的国家贫困线数 15 14 14 14 50 50 50

PPP类型 P3 P4 P4 P4 P4 P4 P4

汇总方法 ICP CPD-W法 费雪法 Törnqvist法CPD-W法 费雪法 Törnqvist法

美元兑卢比的PPP 15.60 13.58 17.21 16.05 13.68 17.40 16.11

贫困线 (美元每天) 1.25美元 1.40美元 1.06美元 1.12美元 1.19美元 0.92美元 0.99美元

人口 贫困人口数量

世界 5202 1319 1209 1164 1129 867 874 865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811 308 243 234 231 149 155 159

南亚地区 1451 585 550 516 493 380 370 36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535 44 42 40 38 31 31 30

东欧和中欧地区 465 17 14 11 12 9 9 9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698 355 353 356 349 294 306 303

中东和北非地区 242 9 6 5 5 3 3 3

  注:CPD-W=加权国家产品虚拟法 (Country
 

Product
 

Dummy-Weighted)。全球贫困线是指以国际美元 (第一列)或国际卢比 (其余
列)表示的每月人均支出。使用不同P4指数计算的贫困线与P4s和贫困人口数量同时计算。为了便于比较,2005年轮ICP中印度居民的
个人消费PPP是15.60美元,因此38美元转化成592.8卢比。我们自己的计算中未采用该PPP。

  利用P4s和14个国家计算全球贫困线,全球

贫困人口总数从使用
 

Törnqvist法的11.3亿到使

用CPD-W 法的12.1亿。 (GEKS指数仅为

1.13—1.16亿人)。与13.2亿相比,世界银行全

球贫困数据较低,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14个指数

国家住房租赁的处理,ICP结果中对其中有些国家

的住房平价测算不正确,这主要是因为国民账户

很少或根本未对虚拟租金考虑补贴问题。ICP对住

房的处理完全符合其主要目的,即测算GDP,但

不适用于贫困计算Deaton
 

and
 

Heston(2010)和

Deaton(2010)。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讨论。我们对

房租的处理是假设房租平价与消费相同,这种处

理方式增加了几个指数国家 (这些国家以国际货

币表示的贫困线较低)的P3s和P4s,因此我们计

算的贫困线 (鉴于无法将美国纳入P45,因此以国

际卢比显示贫困线)低于世界银行数据较低的贫

困线则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
表21.5的最后三列是我们首选的贫困测算值,

之所以是首选是因为这些结果考虑了所有贫困线

以及相应的权重。我们不仅仅采用了14个最贫困

国家的贫困线,还用了包含在RCS中的50个国家

的贫困线。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和贫困率有

所不同,所以我们用我们的P4s对他们的贫困线进

行转化,然后利用各国贫困人口数量作为权重计

算加权平均值。这些计算与P4s的计算同时进行,
因此以国际卢比表示的本地贫困线、本地贫困人

口数量以及P4s在计算完成时是一致的。
这些全球贫困线特别低,不仅比世界银行低,

也比我们只用14个国家计算出的P4指数贫困线

低。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印度包含在50个国家中。
相对于印度的人均GDP,其贫困线非常低,这对

全球贫困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将其纳入50个国家

的计算,会拉低全球贫困线和全球贫困人口数量。

2005年轮ICP完成后,世界银行用新的P3s重新

计算了全球贫困线,并选择了一组新指数 (剔除

印度)。若是基于14个国家的P4s,根据使用P4s
的汇总方法,计算得到的贫困人口数量有少许不

同。在这三种情况下,我们测算的全球贫困人口

数量在8.65亿到8.74亿之间。与世界银行的

13.2亿相比,超过1亿人口的减少主要来自我们

对住房更好的处理,其余人口是因为在全球贫困

线中包含了更多国家,特别是印度。
我们怎样看待表21.5中以美元表示的贫困线

呢? 尽管我们意识到人们肯定会想获得这类数据,
然而我们不计算这些数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结

构或是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结构与全球贫困人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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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体结构截然不同,以至于比较两者的指数

会导致大量的不确定性,并且在选择不同的汇总方

式时指数相差较大。为避免这种不必要的不确定性,
我们只采用全球贫困人口所在国家的数据计算P3s
和P4s。即便如此,为满足需求,我们提供了国际

卢比与国际美元的PPPs这些PPPs都是 “线下”计

算的,并不会反馈到表中的贫困计算上。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我们首先用将本币转换

成国际卢比的P4s把62个国家的基本分类价格转

换成国际卢比。然后,我们利用62个国家的贫困

线权重以及来自美国的国民账户消费权重,计算

出62个成对价格指数 (卢比/美元)来对比各国的

价格与美国的价格。要注意到美国没有贫困线权

重,因为美国没有人生活在该贫困线下。在任何

情况下,均有理由使用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美国

人 (国际贫困统计的受众之一)的权重进行比较。
计算出的卢比对美元的汇率因为汇总方法不同而

有所不用,但基本上不依赖比较国家 (例如:费

雪的指数在62个不同的国家中,其变化范围仅为

17.3至17.5),因此我们计算了用于贫困线计算的

国家组的简单平均值,在表21.5中是14或50。
在表21.5第5行 (PPP指数)和第6行 (贫困线

(美元/天))给出了结果。在第一列中,我们使

用了ICP中的消费类PPP,世界银行计算也采用

这一数据。
在理论上,我们不是很推荐CPD-W法,因

此我们仅给出了Tornqvist法与费雪法计算的全球

贫困线,分别为0.99美元/人/天与0.92美元/人/
天。这些数据与2005年价格表示的每天约1.45美

元很相近,这一事实上不应增加太多权重。此外,
0.92-1.19美元这整个范围未反映出全球贫困线

(变化范围为每月485-495国际卢比)自身的不确

定性,但却反映出比较美国和贫穷国家购买力的

困难性。在计算全球贫困线时,不需要这种比较

(在我们看来也不应该进行这种比较)。

4.总结和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的目标在于说明如何计算购

买力平价汇率,此PPP可反映世界各地贫困人口

的消费模式、基于贫困的PPPs,或是P4s,但不

反映所熟知的P3s。与P3s不同,P4s需要居民调

查信息数据,目前已有足够的居民调查数据,足

以覆盖世界上的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与P3s不同,
P4s需要与国际贫困线同时进行计算,原因在于价

格指数取决于国际贫困线,而国际贫困线也取决

于价格指数。虽然我们使用的是更为普遍的迭代

程序,但在特殊情况下可对固定点进行明确计算。
我们已针对测算的标准误差开发了公式,从而解

决一些居民调查样本量较小的问题,但可能因噪

声太大而导致结果不能适用。实际上,抽样中的

标准误差很小,相对于指数公式选择相关的更为

普遍的不确定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世界各地

居民调查的设计和具体细节千差万别,并且需要

很多折中方案和假设从而使调查数据适用并与ICP
中的价格相匹配。我们相信我们的程序不会导致

最终测算出现太大的误差。
最终,当然,当我们把比较对象限制在世界

富裕国家之外时,贫困加权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与

采用国民账户权重的常规购买力平价汇率似乎非

常相似。虽然贫困人口的消费模式与国民账户中

的汇总模式有所不同,但不同国家的重新加权却

大同小异,因此每对国家之间的价格指数通常变

化不大。当然也存在例外情况,但是P4s与P3s之

间的权重差异可能对于估计全球贫困状况没有重

要影响。
P3s与P4s之间差异的较大来源在于居民调查

与国民账户之间的数据差异,导致居民调查中的

消费模式与国民账户中的消费模式不同,即便我

们采用两者测算总体消费。其中一些差异来自定

义和范围的差异,FISIM及住房所有者的等价租

金 (owner-occupied
 

rental
 

equivalence)不属于调

查的内容, (通常)也不包括贩毒或性交易支出。
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居民调查或国民账户或两

者中的测算误差。然而,即便是这些权重产生的

差异也不会导致P3s和P4s之间的较大差异。当我

们使用我们首选的P4s计算全球贫困时,我们发现

全球贫困人数与国际比较项目修订前世界银行的

估计数接近,略低于9亿人,而世界银行的新估计

数为13亿人。这一差异并非来自于我们采用P4s
而不采用P3s,而是因为在计算全球贫困线时,我

们考虑了印度的国家贫困线,同时,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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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是因为我们剔除了2005年轮ICP中错误的住

房平价。世界银行最新的全球贫困线不包含印度

的贫困线,因此该最新的全球贫困线远高于我们

所计算的贫困线,或者实际上也远高于世界银行

早期的贫困线。
目前仍存在许多我们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中首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尚未尝试对贫困人口采

用单独的价格。事实上,我们仅局限于对相同价

格进行再次加权使其与全球贫困线附近的居民消

费模式相匹配。亚洲开发银行 (ADB,2008)进

行了一项实验性工作,通过收集认为贫困人口会

光顾的商店和市场的规格品价格以及贫困人口通

常购买的规格品来识别贫困人口支付的价格。这

些程序的一个潜在缺点是我们并不确切地清楚贫

困人口会购买什么以及在哪里购买,并且ADB的

说明是由几组专家制定的。或许此类信息的更好

来源是在居民调查中使用了单位价值,其优势在

于与贫困人口的实际购买相关联。而相应的缺点

在于没有特别的说明用于解释质量或控制贫困与

非贫困之间的质量变化。一项有益的项目是可用

单位价值与2005年轮ICP收集的价格相比较。
我们的工作同时也引起一系列关于ICP和居

民调查未来工作的问题。对于前者,很明显在一

些方面,国民账户和贫困测算的需要各不相同。
例如,对于贫困测度工作,我们需要的是消费者

支付的价格,而不是政府代表消费者支付的价格,
这一差别在药品等医疗相关的货物中尤为麻烦。
直接测算失败或遇到困难时,情况也是如此,适

合于估测国民账户的补充估算有时与贫困测算中

更为容易理解的测算有所不同。
在居民调查方面,我们希望各个国家间在最

大程度上达到一致。我们发现在不同国家的居民

调查常用于不同目的,因此在一个国家可发挥作

用的调查可能在另一国家毫无用处。虽然如此,
在一些情况下,不仅在数据收集方面,还有调查

设计的报告和文件编制方面,较大程度的标准化

是有可能的。

附录

国家分类表

表21A.1 以国民总支出为权重的消费价格

Pc
 

ICP
Pc

 

费雪指数 Pc
 

Törnqvist指数 Pc
 

CPD-W法

NAS Survey NAS Survey NAS Survey

印度 1 1 1 1 1 1 1

孟加拉国 1.120 1.091 1.077 1.079 1.063 1.098 1.073

不丹 1.183 1.158 1.139 1.135 1.128 1.126 1.142

柬埔寨 1.116 1.111 1.175 1.092 1.147 1.057 1.135

中国 1.411 1.404 1.354 1.410 1.389 1.399 1.361

斐济 2.589 2.222 2.124 2.162 2.106 2.184 2.079

印度尼西亚 1.221 1.185 1.184 1.163 1.169 1.143 1.168

老挝 0.993 1.043 1.090 1.048 1.076 1.033 1.123

马来西亚 1.577 1.497 1.440 1.471 1.439 1.416 1.379

马尔代夫 2.150 1.716 1.721 1.708 1.702 1.668 1.613

蒙古 1.225 1.217 1.234 1.204 1.216 1.166 1.172

尼泊尔 1.048 0.989 1.003 0.976 0.999 0.950 0.999

巴基斯坦 0.984 1.038 1.071 1.029 1.055 1.005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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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c
 

ICP
Pc

 

费雪指数 Pc
 

Törnqvist指数 Pc
 

CPD-W法

NAS Survey NAS Survey NAS Survey

菲律宾 1.241 1.238 1.249 1.221 1.238 1.194 1.199

斯里兰卡 1.126 1.178 1.150 1.157 1.142 1.128 1.106

泰国 1.227 1.306 1.299 1.268 1.273 1.219 1.232

越南 1.055 1.031 1.058 1.044 1.069 1.028 1.048

阿根廷 1.318 1.383 1.347 1.374 1.359 1.363 1.326

玻利维亚 0.900 1.020 1.056 1.007 1.043 0.955 1.013

巴西 1.828 1.992 1.951 1.912 1.888 1.956 1.917

哥伦比亚 1.452 1.676 1.693 1.642 1.644 1.619 1.595

巴拉圭 0.974 1.094 1.074 1.083 1.074 1.051 1.030

秘鲁 1.416 1.670 1.621 1.642 1.571 1.677 1.540

亚美尼亚 1.212 1.146 1.164 1.142 1.143 1.140 1.124

阿塞拜疆 1.039 0.961 0.883 0.968 0.933 0.987 0.918

哈萨克斯坦 1.382 1.070 1.060 1.100 1.068 1.122 1.068

吉尔吉斯斯坦 0.896 0.789 0.807 0.823 0.837 0.822 0.856

塔吉克斯坦 0.840 0.613 0.775 0.783 0.821 0.755 0.844

也门 1.345 1.201 1.150 1.166 1.156 1.139 1.150

贝宁 1.475 1.545 1.448 1.544 1.490 1.576 1.499

布基纳法索 1.299 1.417 1.382 1.389 1.379 1.388 1.376

布隆迪 1.168 1.283 1.214 1.298 1.212 1.301 1.163

喀麦隆 1.578 1.690 1.681 1.674 1.686 1.665 1.655

佛得角 2.493 2.402 2.295 2.383 2.286 2.382 2.264

乍得 1.755 1.995 1.882 1.944 1.847 2.082 1.849

刚果民主共和国 1.886 1.975 1.989 1.934 1.961 1.976 2.010

刚果共和国 2.013 2.122 2.072 2.111 2.072 2.122 2.083

科特迪瓦 1.746 1.850 1.828 1.837 1.846 1.859 1.850

吉布提 1.715 1.950 2.051 1.935 2.025 1.796 1.985

埃塞俄比亚 0.897 1.068 1.039 1.035 1.016 0.982 0.978

加蓬 2.378 2.505 2.469 2.507 2.483 2.565 2.525

冈比亚 1.023 1.224 1.314 1.232 1.296 1.147 1.247

加纳 1.394 1.593 1.540 1.577 1.540 1.572 1.516

几内亚 1.148 1.260 1.254 1.272 1.270 1.310 1.328

肯尼亚 1.223 1.380 1.340 1.370 1.335 1.377 1.326

莱索托 1.523 1.671 1.726 1.712 1.721 1.650 1.677

马达加斯加 1.066 1.111 1.153 1.132 1.159 1.171 1.211

马拉维 1.359 1.572 1.462 1.577 1.501 1.559 1.482

马里 1.552 1.663 1.585 1.641 1.590 1.654 1.601

毛里塔尼亚 1.341 1.569 1.530 1.534 1.507 1.521 1.469

摩洛哥 1.756 1.929 1.777 1.897 1.800 1.901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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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c
 

ICP
Pc

 

费雪指数 Pc
 

Törnqvist指数 Pc
 

CPD-W法

NAS Survey NAS Survey NAS Survey

莫桑比克 1.409 1.658 1.471 1.616 1.477 1.578 1.395

尼日尔 1.433 1.602 1.575 1.579 1.570 1.567 1.575

尼日利亚 1.692 1.836 1.826 1.827 1.824 1.874 1.848

卢旺达 1.200 1.287 1.352 1.284 1.375 1.211 1.331

塞内加尔 1.598 1.768 1.742 1.751 1.727 1.758 1.696

塞拉利昂 1.361 1.597 1.571 1.593 1.576 1.539 1.510

南非 2.032 2.172 2.034 2.129 2.013 2.168 2.016

斯威士兰 1.657 1.815 1.709 1.816 1.726 1.761 1.590

坦桑尼亚 1.218 1.304 1.267 1.269 1.248 1.284 1.257

多哥 1.513 1.644 1.595 1.631 1.605 1.681 1.618

乌干达 1.182 1.240 1.172 1.257 1.205 1.230 1.154

  注:Pc=消费价格 (price
 

of
 

consumption);NAS=基于国民账户 (national
 

accounts-based);CPD-W=加权国家产品虚拟法 (Coun-
try

 

Product
 

Dummy-weighted)。第一列来源于ICP最终报告 (World
 

Bank,2008a),是通过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除以外国汇率所得的PPP,
“消费价格”以印度为基础。第二列、第三列及第四列为采用102个基本分类平价的消费价格,但是首先采用的国民账户中的总权重估值,
然后是居民调查中的总权重估值。第一列与每对第一列的区别仅在于汇总公式、环形结构和消费类基本分类的区域平价合并。

表21A.2 采用来自调查的国家总量及其对数标准误差的消费类PPP (P3)指数

Pc
 

费雪指数 Pc
 

CPD-W法

PPP se(1) se(2) PPP se(1) se(2)

印度 1.000 — — 1.000 — —

孟加拉国 1.571 0.0010 0.0836 1.565 0.0040 0.1048

不丹 1.139 0.0012 0.0693 1.142 0.0025 0.0828

柬埔寨 109.1 0.0007 0.1040 105.4 0.0027 0.1308

中国 0.251 0.0004 0.0975 0.253 0.0029 0.1293

斐济 0.081 0.0011 0.0815 0.080 0.0038 0.0967

印度尼西亚 260.6 0.0004 0.0757 257.0 0.0026 0.0940

老挝 263.2 0.0040 0.1000 271.4 0.0027 0.1370

马来西亚 0.124 0.0052 0.0862 0.118 0.0035 0.1128

马尔代夫 0.499 0.0062 0.0954 0.468 0.0038 0.1219

蒙古国 33.73 0.0007 0.0851 32.02 0.0031 0.1039

尼泊尔 1.622 0.0014 0.0848 1.616 0.0090 0.1046

巴基斯坦 1.446 0.0005 0.0799 1.420 0.0039 0.0941

菲律宾 1.560 0.0005 0.0858 1.498 0.0040 0.1040

斯里兰卡 2.621 0.0006 0.0861 2.521 0.0032 0.1051

泰国 1.185 0.0005 0.0765 1.124 0.0028 0.0877

越南 380.6 0.0010 0.0860 376.9 0.0033 0.1104

阿根廷 0.089 0.0008 0.0813 0.087 0.0045 0.0982

玻利维亚 0.193 0.0015 0.0790 0.185 0.0048 0.0946

巴西 0.107 0.0012 0.0986 0.106 0.0035 0.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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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c
 

费雪指数 Pc
 

CPD-W法

PPP se(1) se(2) PPP se(1) se(2)

哥伦比亚 89.07 0.0011 0.0795 83.93 0.0034 0.0938

巴拉圭 150.5 0.0017 0.0830 144.3 0.0034 0.1026

秘鲁 0.121 0.0010 0.0798 0.115 0.0038 0.0906

亚美尼亚 12.08 0.0025 0.0791 11.66 0.0039 0.0894

阿塞拜疆 94.62 0.0043 0.0950 98.37 0.0039 0.1164

哈萨克斯坦 3.195 0.0006 0.0809 3.219 0.0106 0.0921

吉尔吉斯斯坦 0.751 0.0041 0.0969 0.796 0.0049 0.1076

塔吉克斯坦 0.055 0.0026 0.0974 0.060 0.0052 0.1061

也门 4.993 0.0017 0.0868 4.991 0.0033 0.1035

贝宁 17.32 0.0014 0.0966 17.93 0.0057 0.1323

布基纳法索 16.53 0.0011 0.0746 16.45 0.0032 0.0906

布隆迪 29.78 0.0022 0.1077 28.52 0.0047 0.1544

喀麦隆 20.11 0.0014 0.0715 19.79 0.0028 0.0855

佛得角 4.613 0.0022 0.0893 4.551 0.0031 0.1051

乍得 22.52 0.0012 0.0742 22.12 0.0023 0.0884

刚果民主共和国 21.37 0.0008 0.0706 21.60 0.0033 0.0867

刚果共和国 24.78 0.0012 0.0755 24.92 0.0027 0.0883

科特迪瓦 21.86 0.0018 0.0741 22.12 0.0034 0.0906

吉布提 8.267 0.0010 0.0774 7.999 0.0041 0.0970

埃塞俄比亚 0.204 0.0013 0.0846 0.192 0.0055 0.0970

加蓬 29.54 0.0009 0.0805 30.20 0.0030 0.0942

冈比亚 0.852 0.0025 0.0800 0.808 0.0030 0.0935

加纳 316.8 0.0009 0.0751 312.0 0.0069 0.0866

几内亚 103.7 0.0019 0.0975 109.8 0.0028 0.1237

肯尼亚 2.295 0.0010 0.0703 2.272 0.0026 0.0847

莱索托 0.249 0.0019 0.0752 0.242 0.0032 0.0900

马达加斯加 52.44 0.0023 0.0817 55.06 0.0039 0.0984

马拉维 3.927 0.0031 0.1121 3.980 0.0037 0.1549

马里 18.96 0.0008 0.0710 19.15 0.0036 0.0859

毛里塔尼亚 9.190 0.0009 0.0751 8.823 0.0047 0.0900

摩洛哥 0.357 0.0008 0.0923 0.356 0.0033 0.1095

莫桑比克 777.9 0.0030 0.0989 737.5 0.0031 0.1317

尼日尔 18.84 0.0011 0.0723 18.83 0.0024 0.0883

尼日利亚 5.435 0.0011 0.0861 5.500 0.0029 0.1009

卢旺达 17.10 0.0021 0.0971 16.83 0.0031 0.1273

塞内加尔 20.83 0.0006 0.0700 20.28 0.0031 0.0843

塞拉利昂 103.3 0.0025 0.0848 99.26 0.0077 0.0989

南非 0.293 0.0014 0.0832 0.291 0.0030 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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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c
 

费雪指数 Pc
 

CPD-W法

PPP se(1) se(2) PPP se(1) se(2)

斯威士兰 0.246 0.0040 0.0831 0.229 0.0027 0.1068

坦桑尼亚 32.15 0.0013 0.0743 31.91 0.0046 0.0887

多哥 19.08 0.0009 0.0775 19.35 0.0029 0.0912

乌干达 47.33 0.0019 0.1105 46.58 0.0033 0.1536

  注:CPD-W=加权国家产品虚拟法 (Country
 

Product
 

Dummy-Weighted)。Pc为以本币/印度卢比表示的消费总类PPP (不均等赋权
(plutocratic))。未列出Törnqvist指数的原因在于其结果与费雪指数相似。每组第二列和第三列显示的是居民调查中与抽样相关的标准误

差和与套利失败 (the
 

failure
 

of
 

arbitrage)相关的标准误差。标准误差即第一列显示的PPP对数的标准误差。印度和中国的标准误差未列

出;印度是基准国家,而对于中国,我们采用的是与已公布表格相匹配的综合数据。

表21A.3 基于不同带宽的贫困加权PPP指数

Törnqvist指数 费雪指数 CPD-W法

近似值 1.0 0.5 0.1 0.1 0.1

印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孟加拉国 1.479 1.501 1.496 1.494 1.517 1.510

不丹 1.114 1.089 1.086 1.086 1.098 1.081

柬埔寨 102.9 103.0 102.5 102.3 104.0 100.2

中国 0.252 0.253 0.252 0.252 0.246 0.241

斐济 0.082 0.080 0.080 0.080 0.081 0.077

印度尼西亚 259.3 252.5 251.5 251.0 255.3 245.5

老挝 260.6 251.8 251.3 252.7 256.1 260.3

马来西亚 0.128 0.124 0.124 0.123 0.125 0.117

马尔代夫 0.532 0.506 0.501 0.491 0.505 0.484

蒙古 33.84 32.92 32.83 32.74 33.23 30.65

尼泊尔 1.487 1.535 1.532 1.531 1.539 1.514

巴基斯坦 1.490 1.438 1.440 1.439 1.457 1.396

菲律宾 1.522 1.482 1.476 1.473 1.486 1.382

斯里兰卡 2.554 2.521 2.514 2.509 2.526 2.346

泰国 1.183 1.121 1.113 1.120 1.156 0.963

越南 359.0 357.8 355.4 354.3 354.7 336.3

阿根廷 0.083 0.081 0.081 0.081 0.080 0.073

玻利维亚 0.192 0.183 0.183 0.183 0.186 0.175

巴西 0.100 0.101 0.101 0.102 0.103 0.106

哥伦比亚 93.99 87.81 87.78 88.47 89.99 86.33

巴拉圭 147.8 144.9 144.1 145.2 145.4 138.0

秘鲁 0.122 0.117 0.117 0.118 0.120 0.114

亚美尼亚 12.29 11.56 11.51 11.51 11.68 10.97

阿塞拜疆 96.61 95.28 95.34 96.47 89.41 90.59

哈萨克斯坦 2.999 2.998 2.998 2.998 3.006 2.890

吉尔吉斯斯坦 0.799 0.755 0.744 0.741 0.740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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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Törnqvist指数 费雪指数 CPD-W法

近似值 1.0 0.5 0.1 0.1 0.1

塔吉克斯坦 0.060 0.055 0.056 0.056 0.048 0.054

也门 4.885 4.781 4.750 4.795 4.631 4.494

贝宁 18.26 17.70 17.68 17.64 17.14 16.87

布基纳法索 16.12 15.97 15.93 15.91 15.90 15.40

布隆迪 30.07 29.19 29.17 29.10 29.20 26.63

喀麦隆 20.08 19.69 19.68 19.65 19.59 18.62

佛得角 4.308 4.297 4.273 4.303 4.354 4.067

乍得 23.17 22.12 22.11 22.10 22.48 21.46

刚果民主共和国 21.30 20.93 20.91 20.88 21.10 20.81

刚果共和国 26.19 24.68 24.66 24.67 24.52 23.89

科特迪瓦 22.20 21.62 21.58 21.52 21.47 21.16

吉布提 8.169 7.999 7.974 8.024 8.122 7.913

埃塞俄比亚 0.200 0.194 0.194 0.193 0.197 0.178

加蓬 29.91 29.47 29.56 29.77 29.57 30.67

冈比亚 0.912 0.855 0.855 0.853 0.859 0.785

加纳 350.4 322.8 323.0 322.2 321.8 302.3

几内亚 111.3 105.8 105.8 105.8 104.2 109.0

肯尼亚 2.287 2.242 2.239 2.237 2.256 2.141

莱索托 0.253 0.242 0.242 0.241 0.241 0.226

马达加斯加 54.38 53.06 52.98 52.97 52.33 56.57

马拉维 3.993 3.909 3.903 3.887 3.782 3.622

马里 19.29 18.73 18.70 18.71 18.60 18.38

毛里塔尼亚 9.466 8.942 8.919 8.875 9.066 8.415

摩洛哥 0.351 0.336 0.330 0.326 0.324 0.292

莫桑比克 707.9 718.9 715.7 714.7 709.6 637.6

尼日尔 19.02 18.51 18.49 18.48 18.56 17.99

尼日利亚 6.217 5.604 5.610 5.621 5.604 5.352

卢旺达 17.32 16.93 17.00 16.99 16.64 15.73

塞内加尔 21.13 20.28 20.24 20.24 20.45 19.45

塞拉利昂 107.8 103.5 103.5 103.2 102.9 96.47

南非 0.265 0.265 0.264 0.262 0.266 0.246

斯威士兰 0.257 0.247 0.247 0.249 0.248 0.225

坦桑尼亚 32.00 31.22 31.17 31.15 31.39 30.46

多哥 19.89 19.16 19.14 19.15 19.04 18.70

乌干达 46.74 46.15 46.04 45.76 44.34 40.90

  注:CPD-W=国家规格品虚拟加权法 (Country
 

Product
 

Dummy-Weighted)。计算采用正文所述的公式。这些指数基于50条国家贫
困线,并采用了102个基本分类。全球贫困线以各国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数量的估计为权重,通过对以国际卢比表示的各国贫困线进行加
权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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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A.4 抽样对数P4指数的标准误差估值 (百分比)

T (1.0) T (0.5) T (0.1) F(0.1) CPD (0.1)

印度 — 0.00 0.00 0.00 0.00

孟加拉国 0.07 0.09 0.15 0.18 0.32

不丹 0.15 0.17 0.33 0.54 0.69

柬埔寨 0.15 0.18 0.30 0.28 0.61

中国 0.05 0.06 0.13 0.13 0.30

印度尼西亚 0.06 0.08 0.15 0.13 0.29

斐济 0.16 0.24 0.58 0.87 1.25

老挝 0.17 0.19 0.32 0.27 0.65

马来西亚 0.25 0.62 0.64 0.87 2.76

马尔代夫 0.52 0.83 1.59 1.49 3.24

蒙古 0.18 0.21 0.38 0.30 0.79

尼泊尔 0.14 0.16 0.25 0.23 0.51

巴基斯坦 0.10 0.13 0.22 0.19 0.49

菲律宾 0.09 0.12 0.20 0.20 0.37

斯里兰卡 0.10 0.13 0.26 0.25 0.62

泰国 0.65 1.02 2.10 0.54 0.78

越南 0.11 0.15 0.29 0.27 0.61

阿根廷 0.19 0.32 1.09 1.13 1.06

玻利维亚 0.24 0.29 0.76 0.74 1.27

巴西 0.24 0.36 0.83 0.66 1.18

哥伦比亚 0.19 0.31 0.65 0.61 1.25

巴拉圭 0.36 0.48 1.28 1.06 2.01

秘鲁 0.20 0.29 0.63 0.45 1.33

亚美尼亚 0.16 0.23 0.47 0.62 0.92

阿塞拜疆 0.33 0.52 0.92 3.11 2.95

哈萨克斯坦 0.37 0.66 0.45 0.34 1.27

吉尔吉斯斯坦 0.57 0.83 1.56 1.39 2.28

塔吉克斯克 0.28 0.46 1.42 0.65 2.28

也门 0.52 0.76 2.05 0.90 2.24

贝宁 0.16 0.18 0.33 0.36 0.55

布基纳法索 0.09 0.11 0.22 0.24 0.46

布隆迪 0.24 0.27 0.46 0.44 1.04

喀麦隆 0.25 0.28 0.41 0.53 0.74

佛得角 0.31 0.40 0.56 0.62 1.18

乍得 0.10 0.12 0.24 0.27 0.46

刚果民主共和国 0.12 0.16 0.30 0.21 0.51

刚果共和国 0.13 0.18 0.30 0.32 0.61

科特迪瓦 0.12 0.15 0.28 0.34 0.53

304

第21章 全球贫困人口的PPP



续表

T (1.0) T (0.5) T (0.1) F(0.1) CPD (0.1)

吉布提 0.19 0.29 0.53 0.68 1.02

埃塞俄比亚 0.13 0.15 0.26 0.26 0.55

加蓬 0.20 0.30 0.68 0.70 1.15

冈比亚 0.32 0.37 0.62 0.63 1.38

加纳 0.08 0.11 0.23 0.26 0.47

几内亚 0.21 0.26 0.47 0.51 0.86

肯尼亚 0.08 0.09 0.17 0.22 0.34

莱索托 0.14 0.18 0.33 0.41 0.62

马达加斯加 0.20 0.26 0.54 0.57 1.12

马拉维 0.14 0.17 0.34 0.41 0.59

马里 0.09 0.12 0.25 0.29 0.47

毛里塔尼亚 0.15 0.19 0.35 0.35 0.68

摩洛哥 0.13 0.26 0.79 0.87 1.68

莫桑比克 0.20 0.22 0.34 0.43 0.69

尼日尔 0.08 0.10 0.18 0.21 0.36

尼日利亚 0.09 0.11 0.21 0.22 0.40

卢旺达 0.19 0.23 0.39 0.47 0.88

塞内加尔 0.08 0.10 0.16 0.17 0.31

塞拉利昂 0.20 0.22 0.34 0.44 0.68

南非 0.09 0.12 0.23 0.21 0.44

斯威士兰 0.21 0.28 0.60 0.79 1.03

坦桑尼亚 0.15 0.19 0.31 0.36 0.62

多哥 0.09 0.11 0.19 0.25 0.37

乌干达 0.17 0.21 0.41 0.41 0.70

  注:所示数字已乘以100,为对数标准误差。例如,马尔代夫在1个标准差的带宽下的
 

Törnqvist
 

P4指数对数标准误差的测算值为

0.0052,或稍微高于0.5%。对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斐济、加纳、哈萨克斯坦、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摩洛哥,我们没有关于
居民调查的设计信息,因此假设调查为无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所以所显示标准误差几乎均非常小。对中国使用了综合数据。

表21A.5 带宽处于贫困线附近的观测数量

样本量 T (1.0) T (0.5) T (0.1) F(0.1) CPD (0.1)

印度 124644 78724 45623 9670 9761 10003

孟加拉国 7448 5595 3049 616 631 638

不丹 4007 1047 469 84 82 81

柬埔寨 14984 7014 3392 641 683 650

中国 2000 721 363 74 71 71

印度尼西亚 64422 22760 10415 1916 2098 1918

斐济 5244 1761 807 158 158 149

老挝 8071 5589 3197 658 678 686

马来西亚 14084 363 76 11 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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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样本量 T (1.0) T (0.5) T (0.1) F(0.1) CPD (0.1)

马尔代夫 2728 157 42 11 11 7

蒙古 11162 4112 1913 339 371 334

尼泊尔 3912 2329 1349 301 305 305

巴基斯坦 15839 6993 3198 573 613 547

菲律宾 42094 17839 8998 1814 1882 1673

斯里兰卡 16924 4484 1785 342 360 258

泰国 34785 414 80 8 13 5

越南 9189 4224 1938 345 353 340

阿根廷 27245 2304 798 135 136 109

玻利维亚 5732 1125 415 77 77 72

巴西 48466 8446 3138 568 593 635

哥伦比亚 22949 2357 880 166 169 163

巴拉圭 2682 580 260 51 47 52

秘鲁 18911 3464 1227 219 217 214

亚美尼亚 6816 873 322 62 63 60

阿塞拜疆 7820 1038 338 64 43 51

哈萨克斯坦 11986 128 44 6 6 6

吉尔吉斯斯坦 1081 210 81 14 16 14

塔吉克斯坦 4160 768 290 51 23 52

也门 13136 1327 460 67 71 73

贝宁 5350 3552 2008 422 427 430

布基纳法索 8494 5795 3330 674 677 685

布隆迪 6668 3807 2124 444 436 463

喀麦隆 10992 5111 2603 522 524 482

佛得角 4584 1967 965 186 197 173

乍得 6697 4279 2318 445 469 448

刚果民主共和国 11959 6626 3508 713 709 714

刚果共和国 5002 2742 1389 284 284 276

科特迪瓦 10800 5473 2769 562 564 567

吉布提 2380 794 344 45 49 49

埃塞俄比亚 16672 7966 4206 898 956 697

加蓬 6379 1070 424 74 74 93

冈比亚 2238 1326 737 167 171 137

加纳 8687 4513 2335 443 442 442

几内亚 7095 4901 2755 571 568 569

肯尼亚 13154 8055 4534 942 966 932

莱索托 5992 3532 1876 404 404 418

马达加斯加岛 5078 996 391 56 60 82

马拉维 11280 7428 4048 838 855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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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样本量 T (1.0) T (0.5) T (0.1) F(0.1) CPD (0.1)

马里 4494 3065 1843 401 400 406

毛里塔尼亚 9385 2991 1335 245 279 219

摩洛哥 14243 5508 1085 96 93 70

莫桑比克 8700 5931 3400 679 668 698

尼日尔 6689 4419 2438 528 521 532

尼日利亚 19158 13019 7350 1572 1565 1574

卢旺达 6900 3326 1496 266 268 297

塞内加尔 6594 4095 2266 483 490 464

塞拉利昂 3719 2717 1574 352 353 353

南非 26215 10039 4772 948 959 913

斯威士兰 3794 2907 1739 343 344 385

坦桑尼亚 22178 13996 7670 1601 1587 1604

多哥 7500 5218 3011 616 616 616

乌干达 9711 6295 3641 755 755 737

  注:T=
 

Törnqvist;F=费雪;CPD=国家产品虚拟法。第一列为接受调查的居民总数。
a.对中国使用了综合数据 (见Deaton

 

and
 

Dupriez(2009)及其附录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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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国际相对价格水平: 实证分析
CHARLES

 

THOMAS、JAIME
 

MARQUEZ、 SEAN
 

FAHLE以及JAMES
 

COONAN

  本章节利用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阐述了

国际相对价格水平的结构特征。1 截面数据由国际

比较项目中的2005年基准购买力平价 (purcha-
sing

 

power
 

parities,PPP)数据构成,其中包括

146个国家以及155种规格品和服务的基本分类数

据。这些基准体现了提高规格品可比性方面的方

法改进,也是中国首次使用实际价格观察值的基

准。时间序列数据包含了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报

告中的PPP数据,是首组采用新PPP修订的时间

序列数据。我们利用这些数据测算了34个国家

1980-2007年的双边相对价格水平,然后将这些双

边相对价格与不断变动的贸易权重进行汇总得到

一个国家的国际相对价格水平演变。
本章中,我们同时利用这些数据回答了国际

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在PPP假设下,某种给

定规格品的价格是否如人们预期的一样在各个国

家均相等?2如果不相等,各国间相对价格差异是

否与规格品的可贸易性相关? 此外,国家间相对

价格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否存在系统性联系?
如果存在,这种联系与规格品可否进行贸易是否

存在极大关联? 我们基于世界发展指标 (WDI)
的国际相对价格测算与基于广泛使用的宾大世界

表 (Penn
 

World
 

Table,PWT)
 

(尤其是6.2版)
的国际相对价格测算存在多大程度的可比性? 这一

比较使得能够对2005年基准的重要性进行定量评

估。3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国际相对价格测算与广

泛使用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存在多大差别? 这一比

较具有重大意义,原因在于现有的REER无法通过

设计获知国家在世界贸易构成变化中的水平效应。
我们通过分析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各国

基本分类方面的价格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本

分类规格品是否能够进行贸易。各国发展水平的

差异与解释价格差异相关。先前的研究得出了类

似的结论,但是这些发现表明测算结果需要更具

可比性且更加完整的价格数据来证明。第二,各

国基于2008年WDI数据的国际相对价格总量与基

于PWT6.2数据的国际相对价格总量存在实质性

差别。最后,基于我们国际相对价格的价格变动

与基于现有REER的价格变动从根本上存在不同。

截面证据

数据

ICP提供了146个国家和155种基本分类的

(以2005年为基准的)PPP数据。4 同时还提供了

2005年GDP、各基本分类支出、人口和市场汇率

数据。5

2005年轮ICP基准相对于之前的基准有两大

优势。首先,2005年轮ICP基准首次包含了中国

的实际价格观察值,同时印度也是自1985年以来

首次提供实际价格观察值 (两国1993年均采用测

算值)。事实上,正如Deaton与 Heston (2008)
所述,这些国家之前的价格数据都仅依据部分信

息和间接方法。第二,2005年基准的价格收集依

赖于ICP的结构化规格品说明,该说明是用于尽

可能精确定义的标准化特性列表 (世界银行,

2008,142)。该定义强化了价格的可比性。6

实证结果

利用这一信息,我们测算了2005年国家j的

基本分类i对美国的基本分类i的双边相对价格

水平,

qi
j,us=

Ejl$

PPPi
j
; i=1,…,92;j=1,…,144.

(22.1)
其中,Ej/$为2005年国家j对美元的市场汇

率,PPPi
j 为第j 个国家内第i 个基本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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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如果qi
j,us 数值为2,表示第i个基本分类在

美国的价格水平是国家j的两倍。
图22.1展示了lnqi

j,us 在各个国家的分布百分

比。为方便说明,我们首先将这些分布分成两

组,即分为贸易和非贸易,然后利用每组的中位

数进行排序。7从图中可以看出,非贸易品分布的

中位数通常高于贸易品分布的中位数。8同时,贸

易品的相对价格差异远小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

差异。

我们现在检验国家间相对价格差异与国家间

收入水平差异的关系。9为此,我们假设

lnqi=αi+βi·lny+ui;

i=1,…,92;ui~N(0,σ2i). (22.2)

其 中,qi = qi
1,us, ……,qi

j,us, ……,

qi
144,us;y是144x1的向量,表示相对人均GDP,

测算中以qi
144,us 表示,即第j个国家以美元衡量

的人均GDP与美国之比;ui 是144×1的向量,
表示干扰因素 (白噪声)。

图22.1 相对价格分布:2005年几个基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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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2所示为βi的测算值及其95%的置信区

间。我们以图22.1为模板对这些测算值进行排列。
结果显示这些测算值通常为负值和有效值。换句

话说,j国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人均收入的增加将

降低该国规格品qi的价值,这相当于j国的i规格

品价格相对于美国i规格品价格在上涨。同时非贸

易品的βi测算值为最大值 (绝对值)。这一模式从

经济学上解释为:国家j收入的增长使贸易品和非

贸易品需求量增加,而后者仅由本国供应。因此

这些非贸易品价格的增长使其价格相对高于美国。

对于可贸易品,套利价格现象的存在正逐步降低

其与美国价格的差异,因此,发展水平的差异已

经不再那么重要。
总体而言,图22.1和图22.2中的实证说明在

解释国家间基本分类相对价格差异时,发展水平

和可贸易性的差异都是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

时间序列证据

现在我们转向相对价格的时间演变。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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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了2008年 WDI中的GDP层面的购买力

平价数据和29个国家1980-2007年间的市场汇

率。10这些PPP的一个重要优势是采用ICP基准,
这意味着时间和空间比较采用了相同 (高质量)
的价格数据。

我们首先计算美国对国家k 的双边相对价

格,即

qus,k,t=
Ek/$,t

PPPk/us,t
(22.3)

其中,Ek/$,t 表示第k 种货币与美元之间的

市场汇率,PPPk/us,t 为 WDI提供的相应PPP。
如果qus,k 数值为2,则表示国家k生产的一篮子

规格品在美国售价是在本国售价的两倍。

为测算其他国家的相对价格,我们对PPP的

传递性进行了探索。因此,我们将qjk 估计为

qjk=
qus,k

qus,j
(22.4)

我们利用几何平均数从这些双边相对价格中

得出多边测算值,

Qg
jt=∏

29

k=1
k≠j

(qjk,t)wjk,t, (22.5)

其中,Qg
jt 为第j 个国家的国际相对价格,

wjk,t 为与第k个国家相对应的时变贸易权重。对

于权重,我们采用美联储使用的广义美元指数

(Leahy,1998)。

图22.2 等式 (22.2)中βi测算值的置信区间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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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权重从第j个国家的角度反映了世界贸易

的构成。11方程式 (22.5)具有两个重要特性。首

先,数值2是指第j个国家的价格是其贸易伙伴平

均价格的两倍;其次,即使价格水平固定,各国

的Qg 也将随着世界贸易构成的变化而变化。12

下一节论述了相对价格测算值在各个国家的

差异。再下一节对该测算值的演变与较为熟悉的

实际有效汇率链式指数进行了比较。

国际相对价格

我们对Qg (表22.1)的计算表明各国间基于

WDI的国际相对价格测算值存在显著差异。例如,

在2007年 (第 [6]栏)的价格中,中国和印度的

价格尚未达到其贸易伙伴的一半,而日本的价格

却高于其贸易伙伴50%左右。美国的国际相对价

格处于最高行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

值。此外,基于2008年 WDI的价格测算值与

PWT6.0的价格测算值差别也很大。
例如,2007年中国采用 WDI数据的国际相对

价格为0.50,采用PWT数据的是0.33,两者相

差52%。十三个国家至少存在20%的平均价格修

正 (第 [13]栏)。存在显著修正的国家通常与中

国有重要贸易往来:其中日本为18%、韩国为

13%。少数国家的价格修正相对较小:如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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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国。
最后,自1995年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国际相

对价格均有所增长。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模式,
其中两点尤为重要。第一点,新兴市场国家的发

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非贸易品需求的增长,提高了

这些国家的总体价格水平,其他因素则未发生变

化。第二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低价出口规格品的

迅速扩张,降低了贸易的平均世界价格,又由于

这些出口规格品占工业国进口规格品的较大份额,
相对于世界价格而言,也提高了其本国的价格。

表22.1 选定年份第一季度 WDI和PWT的国际相对价格

国家

WDI PWT

1980年
第1季
度 (1)

1985年
第1季
度 (2)

1990年
第1季
度 (3)

1995年
第1季
度 (4)

2000年
第1季
度 (5)

2007年
第1季
度 (6)

1980年
第1季
度 (7)

1985年
第1季
度 (8)

1990年
第1季
度 (9)

1995年
第1季
度 (10)

2000年
第1季
度 (11)

2007年
第1季

度a (12)

平均价
格修正,
1995-2007b
(13)

阿根廷 0.56 0.80 0.58 1.11 1.12 0.62 1.53 0.76 0.49 0.86 0.94 0.51 23.3
澳大利亚 1.18 1.30 1.05 1.01 1.08 1.37 1.26 1.30 1.18 1.07 1.12 1.57 -7.3
奥地利 0.92 0.90 0.98 1.05 1.01 1.07 0.95 0.83 1.05 1.32 1.10 1.43 -17.9
比利时 1.17 0.87 0.96 1.06 1.04 1.13 1.33 0.91 1.17 1.41 1.17 1.55 -21.0
巴西 0.51 0.53 0.69 0.62 0.71 0.72 0.43 0.44 0.69 0.71 0.58 0.78 0.7
加拿大 1.07 1.08 1.10 0.95 0.90 1.15 1.03 1.16 1.17 0.97 0.99 1.25 -6.4
智利 0.92 0.77 0.52 0.61 0.69 0.81 0.70 0.59 0.47 0.54 0.58 0.64 19.5
中国 0.84 0.74 0.40 0.35 0.45 0.50 0.70 0.45 0.27 0.22 0.27 0.33 59.1
芬兰 1.03 1.13 1.35 1.12 1.23 1.36 1.04 1.12 1.41 1.58 1.46 1.76 -22.5
法国 1.21 1.06 1.15 1.17 1.12 1.16 1.31 0.99 1.23 1.34 1.12 1.42 -10.3
德国 1.17 0.97 1.09 1.23 1.18 1.18 1.27 0.93 1.21 1.48 1.22 1.54 -14.5
印度 0.62 0.64 0.46 0.33 0.38 0.41 0.39 0.39 0.26 0.21 0.23 0.27 58.1
印度尼西亚 0.79 0.77 0.44 0.43 0.33 0.60 0.43 0.42 0.27 0.27 0.24 0.38 51.6
爱尔兰 0.90 0.92 0.98 0.98 1.05 1.23 1.02 0.98 1.13 1.24 1.16 1.59 -17.7
意大利 0.74 0.84 0.98 0.90 0.97 1.15 0.92 0.84 1.18 1.09 1.14 1.58 -19.9
日本 1.19 1.12 1.70 2.11 1.86 1.55 1.17 1.29 1.65 2.54 2.45 1.79 -18.1
韩国 0.69 0.67 0.71 0.82 0.71 1.04 0.69 0.69 0.72 0.84 0.88 1.24 -12.6
马来西亚 0.86 0.84 0.58 0.56 0.50 0.65 0.71 0.74 0.52 0.51 0.45 0.58 11.0
墨西哥 0.63 0.56 0.46 0.50 0.61 0.75 0.71 0.66 0.54 0.44 0.77 0.91 -8.2
荷兰 1.23 1.04 1.06 1.09 1.04 1.22 1.33 0.95 1.18 1.38 1.21 1.76 -21.9
菲律宾 0.56 0.54 0.46 0.50 0.51 0.54 0.38 0.38 0.31 0.34 0.33 0.38 47.9
葡萄牙 0.55 0.53 0.60 0.77 0.80 0.89 0.57 0.47 0.61 0.76 0.71 1.05 -0.4
新加坡 0.75 0.86 0.74 0.94 0.97 0.93 0.82 1.00 0.91 1.13 1.12 1.24 -18.4
西班牙 0.86 0.70 0.85 0.85 0.83 0.93 1.00 0.73 1.04 1.04 0.94 1.38 -20.9
瑞典 1.38 1.16 1.31 1.18 1.22 1.25 1.40 1.22 1.39 1.23 1.32 1.41 -7.7
瑞士 1.27 1.18 1.27 1.40 1.35 1.40 1.27 1.20 1.36 1.62 1.45 1.53 -9.7
泰国 0.68 0.67 0.55 0.57 0.51 0.55 0.46 0.45 0.39 0.40 0.39 0.51 27.0
英国 0.85 0.88 0.96 0.97 1.17 1.31 1.00 0.83 0.97 0.96 1.24 1.38 -3.2
美国 1.02 1.48 1.08 1.10 1.31 1.31 1.06 1.48 1.09 1.12 1.31 1.37 -2.1

  资料来源:数据资料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与宾大世界表。
注:WDI=世界发展指数;PWT=宾大世界表。
a.基于2007年PWT6.2的外推法。
b.针对表中所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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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现在我们将基于 WDI的国际相对价格与实际

有效汇率指数的现有测算进行比较。这一比较值

得关注,因为大多数关于国际竞争力在外部失衡

中的角色分析均采用了实际有效汇率链式指数。
然而,正如表格所述,这些链式指数无法反

映世界贸易国家构成中的变化对国际相对价格水

平的直接影响。
如要明白这一点,则要注意,Qg

j,t 最常使用

的替代选择是链式汇总,该汇总是双边相对价格

增长率的加权平均:

Qc
jt

Qc
j,t-1

=∏
34

k=1
k≠j

Pk,t

Pk,t-1
·Ej/k,t

Ej/k,t-1

Pj,t

Pj,t-1

(22.6)

其中Pk,t 为第k个国家的 “任意”价格测算

值,Pj,t 为第j 个国家的 “任意”价格测算值,

Ej/k,t 为第k个国家货币相对于第j个国家货币的

价格。该公式的引人之处在于,它依赖于增长率,

但不必测算这种价格水平。例如,
Pk,t

Pk,to
项可以表

示第k 个国家以t0 为基准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CPI)。事实上,我们用作

比较的国际结算银行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
tlements,BIS)REER 就 是 以 CPI为 基 础 的

(Klau和Fung,2006)。我们现在采用BIS测算值

(表示为Qbis
j,t),因为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均了

解并能够使用该测算值。13

为便于与BIS的REER进行比较,我们注意

到价格序列与CPIs相似,但基于GDP篮子,价格

序列 在 构 建 Qg
j,t 时 隐 含 在qjk,t 中。由 等 式

(22.6)得出各项的恰当排列。

Qc
jt

Qc
j,t-1

=∏
29

k=1
k≠j

Pk,t

Pj,t
·Ej/k,t

Pk,t-1

Pj,t-1
·Ej/k,t-1  

wjk,t

=∏
29

k=1
k≠j

qjk,t

qjk,t-1  wjk,t

(22.7)
由于该Qc

j,t 以相同的基础价格数据Qg
j,t 为基

础,我们可以更轻易地识别汇总法产生的差别

(与使用不同基础价格数据相反)。

具体而言,由Qc
j,t 与Qg

j,t 的对数微分得出

Q̂g
jt=∑

k
wjk,t·dlnqjk,t+∑

k
dwjk,t·lnqjk,t

(22.8)
和

Q̂c
jt=∑

k
wjk,t·dlnqjk,t (22.9)

其中,̂ 表示增长率。因此,如果价格恒定不

变,那么必有Q̂c
jt=0,然而Q̂c

jt 可能不等于0。此

外,几何汇总链式汇总之间的增长率差为

Q̂g
jt-Q̂c

jt=∑
k
dwjk,t·lnqjk,t,(22.10)

也就是说,如果权重恒定不变,那么两个增

长率相等。如果权重非恒定不变,那么增长率的

差别则反映各时期双边相对价格水平分布和权重

演变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22.2对1995-2007年Qg

t 与Qbis
t 的累积增

长率进行了比较 (注意下标j已去除)。计算表明,
如果采用Qg

t (第 [1]栏),则中国的国际相对价

格增长了42%,如果采用Qbis
t (第 [2]栏),则

增长率为18%。
有7个国家的差值高于20% (第 [4]栏)。

有的国家Qg 与Qbis 变化趋势甚至相反,在我们的

样本中有10个国家测算值之间的差异不仅是数量

上的差异。这两个发现表明,我们对国际相对价

格的描述与BIS隐含的测算存在根本性区别。

Qg
t 与Qbis

t 增长率之间的差异是由以下几个原

因造成的:汇总方法、价格测算和国家权重。通

过简单分解可以发现,增长率的差异主要可归因

于汇总方法的不同。为此,我们将Qg
t 与Qbis

t 之间

增长率的差值表示为

Q̂g
t-̂Qbis

t =(̂Qg
t-̂Qc

t)+(̂Qc
t-̂Qbis

t )
(22.11)

此处Qc
t 采用与Q̂g

t 相同的相对价格和权重,
这两个测算值的唯一区别是采用不同的汇总方法,
即分别采用了几何汇总法和加权的链式汇总法。
因此,(̂Qg

t -̂Qc
t)唯一地体现了汇总方法的影响。

(̂Qc-̂Qbis)项体现了剩余因素的重要性,即价格

测算和权重方案。表22.2第 (5)栏中,̂Qg 与Q̂c

之间的差异基本说明了Q̂g 与Q̂bis 之间的差距。14

换言之,我们发现价格水平和贸易结构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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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是引起Q̂bis
t 与Q̂g

t 之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表22.2 1995-2007年国际相对价格增长率

国家

增长率 增长率差值

Qg Qbis Qc Qg-Qbis Qg-Qc Qc-Qbis

(1) (2) (3) (4) (5) (6)

阿根廷 -44 -49 -52 5 8 -3

澳大利亚 36 21 16 15 20 -5

奥地利 2 -6 -4 8 6 2

比利时 7 -5 0 11 6 5

巴西 15 -14 3 30 13 17

加拿大 21 16 11 5 10 -5

智利 33 -2 20 35 13 22

中国 42 18 32 24 10 14

芬兰 21 -9 8 31 13 17

法国 -1 -5 -7 4 6 -2

德国 -4 -12 -12 7 8 0

印度 24 3 8 21 17 5

印度尼西亚 39 -8 15 47 24 23

爱尔兰 26 20 23 6 3 3

意大利 28 15 16 13 12 1

日本 -26 -37 -35 11 8 3

韩国 27 9 6 18 21 -3

马来西亚 17 -13 0 30 17 13

墨西哥 50 63 35 -13 15 -28

荷兰 12 0 -1 11 13 -1

菲律宾 7 -8 -7 15 14 1

葡萄牙 16 7 8 9 8 1

新加坡 -1 -9 -15 8 14 -5

西班牙 9 12 3 -3 6 -9

瑞典 6 -9 -1 15 7 7

瑞士 0 -15 -7 15 7 8

泰国 -3 -6 -18 4 15 -11

英国 35 20 27 16 9 7

美国 19 7 3 12 16 -4

  注:基于表22.1所用日期的计算。
 

结论

本章描述了不同国家、规格品和时间的相对

价格水平分布。我们通过研究144个国家的92种

基本分类规格品价格,初步了解了2005年相对价

格水平在各国间的分布。我们发现,相对价格水

平的国家间差异主要取决于基本分类的可贸易性。
各国因发展水平的不同也会产生价格差异。

我们继续分析了来自WDI的PPP时间序列数

据和34个国家1980-2007年的汇率数据。WDI数

据源于ICP基准,具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利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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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数据构建双边价格水平,然后利用几何平均法

进行汇总,并利用时变贸易权重进行加权。我们

发现国际相对价格的国家间汇总采用2008年的

WDI数据与采用PWT
 

6.2数据存在实质性差异。
最后,基于我们的国际相对价格的价格变动描述

与基于现有REER的价格变动描述从根本上存在

不同。我们不能将这一分歧解释为应该放弃现有

汇率指数。相反,我们应该将这一分歧理解为Qg
t

提供了补充那些指数信息的机会,只要贸易格局

一直处于变化之中,那么这一 “分歧”将会继续

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形中,国际比较项目的持续

努力对理解国家相对价格至关重要。

尾注

1.本章观点由作者自负责任,不代表联邦储备体系管

理委员会或联邦储蓄体系相关的任何其他人员的观点。乔

治华盛顿大学、2009年秋中西部国际经济会议 (宾夕法尼

亚州)、以及2009年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研讨会都介绍了

本文的初级版本。我们非常感谢 Nada
 

Hamadeh提供的

ICP数据,也非常感谢Frederic
 

A.Vogel和D.S.Prasada
 

Rao对本章初稿提出的大量建议。

2.该假设表明,在没有运输费用和政府监管的条件

下,采用统一货币表示时,套利使给定规格品价格在所有

国家均相等。这一观点请查看Froot和 Rogoff(1995)、

Taylor(2003)、Chinn(2005)、以及Klau和Fung(2006)
的相关评论。其他相关文献还包括Lipsey、Molinari和

Kravis(1990)、Hooper 和 Richardson (1991);以 及

Turner和Van’t
 

dack(1993)。

3.有关PWT的具体信息,请查看Heston、Summers
和Aten(2006)的相关文献。相关介绍,请查看Summers
和Heston(1991)以及 Gulde和Schulze-Ghattas(1993)
的文献。我们将比较集中在PWT6.2版上,考虑原因有

两点:第一,它可以使我们将本章所述的结果与之前的工

作如Thomas、Marquez和Fahle(2008)的成果进行比较。
第二,PWT6.3版不包含中国的价格数据,采用PWT6.2
版产生更少的遗漏。

4.基本分类是计算PPP分解的最低水平 (世界银行,

2008,第14期),一个基本分类的例子:“糖果、巧克力与

冰激凌”。这些PPP是由各国相关基本分类的等美元价格

构成。第6章和第7章中世界银行的 《全球购买力平价和

实际支出:2005年轮国际比较项目》描述了计算基本分类

水平PPP的方法 (世界银行,2008)。

5.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两国提供的数据文件不完整,因

此不在我们的分析之内。同时,为响应ICP员工的建议,
我们排除了与政府活动相关的规格品,例如,政府提供的

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因为这些规格品的国家

间比较不是本章的重点。

6.参见Chen和Ravallion(2008)、世界银行附件G
(2008)以及Deaton和Heston(2008)。

7.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划分是基于作者先前的观点临

时设定的。因此还需进一步评估这些结果的可靠性。

8.但是,烟草和天然气是两种重要的特例。因为他们

虽然是可贸易品,但相对价格却最高 (实际上,高于很多

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这种看似奇怪的结果可以解释为美

国对烟草和天然气征收的税收率低于其他国家。

9.参见Obstfeld和Rogoff(1996)的评论。

10.特别地,我们采用的美联储美元实际有效价值的

广义测算中 (Leahy,1998)包含了29个国家 (或经济

体):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

大、智利、中国、芬兰、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
菲律宾、葡萄牙、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
英国和美国。

11.特别地,给定国家的非标准广义权重为ωjk,t=0.5·

μjk,t+0.25·ξjk,t+0.25sjk,t,其中μjk,t 为从第k个国家进口

的份额,ξjk,t 为向第k个国家出口的份额,sjk,t 为出口到第k
个国家的规格品与来自其他国家出口规格品的竞争程度。第j
个国家相对于第k 个国家的标准广义权重为 wjk,t =
ωjk,t

∑
i
ωjk,t

。我们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贸易方向统计。

12.本案例中的例外是所有相对价格固定在一个值。

13.Qbis
t 采用时变权重反映制造业的世界贸易份额。

14.在16个国家中,̂Qg 和Q̂c 的差值超过Q̂bis 和Q̂c

之间绝对值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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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PPP测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用
MICK

 

SILV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是一个由187个国家组成的国际性

组织,致力于推动全球货币合作、保障金融稳定、
推动国际贸易、促进充分就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以及减少贫困的工作。通过经济监测,IMF对其

成员国的经济健康进行跟踪,警示即将到来的风

险并提供政策建议。IMF还对陷入困境的国家给

予支持、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帮助他们改善经

济管理。该项工作依靠IMF的研究及 《世界经济

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WEO)等出版

物中的统计数据来完成。2WEO重点关注主要经济

政策问题以及对经济发展和前景的分析。它提供

了IMF员工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析和预期,以及

对主要国家组织及各个国家的分析和预期。
IMF的资源主要来自成员国的配额供应。配

额广义上反映了各成员国经济的相对规模 (例如,
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越大,则配额也越大)。IMF
最大的成员国是美国,其配额为371亿SDR (约
合567亿美元),最小的成员国是图瓦卢,其配额

为180万SDR (约合280万美元)。3成员国在IMF
决策中的表决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配额供给,
该供给是成员国必须提供给IMF的最高资金额。
配额同时也关系着成员国能够从IMF获得的融资

金额 (获取限额)。一个国家加入IMF后,即会分

配一定的初始配额,其配额与具有大致相当经济

规模和经济特征的现有成员国的配额相同。IMF
利用配额公式指导其对成员国相对地位的评估。

 

自1993年以来直至今日,IMF在 WEO中一

直采用PPP调整后GDP测算值作为公式元素来指

导其成员国的配额分配。4

本章开篇首先概述了IMF对ICP中PPP估计

的使用。5然后重点论述了对IMF的使用较为重要

的PPP测算问题。所考虑的测算问题包括国家范

围和未参与ICP国家的PPP估算、非基准年的

PPP估算、PPP估算和更新机制的及时性和周期

性、国家分组和透明度。该关注点的存在并不意

味着忽略最小化权重和价格调查中测算误差和偏

差的重要性,包括与抽样、数据收集、验证以及

估计的汇总方法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前面的

章节中已充分论述。本章仅作简要概述。

IMF对PPP的使用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物量 (GDP
 

volume
 

a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
 

GDP)的一个重

要用途是,作为公式中的元素,用作指导IMF成

员国配额的分配。考虑到IMF对国家间和国家组

时间序列等宏观经济指标水平值和变化量的监控

与分析的关注,IMF对PPP的使用还很自然地存

在于IMF员工的研究与分析工作中。IMF的研究

结果可查阅 《IMF
 

G-20监测说明》《全球金融稳定

报告》《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员工职位说明》《工
作文件系列》 《世界经济展望》,6 以及 (相对于

IMF)外部刊物。虽然所提出的问题反映了对PPP
调整的普遍使用,但此处的解释仅局限于IMF在

WEO中PPP调整方法的使用,因为多数IMF研

究人员采用的是WEO数据库。7

配额的决定

IMF成员国的会员费的配额不仅决定了成员

国应该提供给IMF的资金额、成员国可从IMF获

得的资金援助额 (获取限额)及其在特别提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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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最初发表于IMF
 

WP/10/253,“PPP测算在IMF的应用”,作者Mick
 

Silver。经允许可再印刷。它反映了2010年底的配额安排。
最新进展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quotas.htm。



(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总体分配中的份

额,8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成员国在IMF决策中

的表决权。2008年4月28日,IMF管理委员会批

准进行大规模配额和发言权改革。其目的在于,
通过增加成员国代表 (新增成员国代表多数是新

兴市场经济体,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分量和作用

日益显著),使配额更能反映经济的实际状况,同

时使低收入国家在IMF决策中享有更多发言权。
此次改革标志着以PPP “汇率”计算的GDP首次

成为IMF配额公式争论中的焦点。9

当前的配额公式是GDP (50%权重)、开放性

(30%)、可变性 (15%)以及国际储备 (5%)的

加权平均。该公式中,所测算的GDP是基于市场

汇率 (60%权重)的GDP和基于PPP (40%)的

GDP的结合。市场汇率GDP和PPP
 

GDP权重均

为过去三年数据的平均值。因此2008年的数据组

需要2006-2008年的GDP数据。将0.95作为压缩

系数用于四个变量的线性组合中,以减少计算所

得配额的离差。之前的公式中包含了仅通过市场

价格测算的GDP,新公式请参见附表23.1,原公

式请参见附表23.2。10

附表23.1 新配额公式

新配额公式包含四个配额变量———GDP、开放性、可变性和

外汇储备———以全球总量的份额表示,变量分配的权重总量为

1.0。该公式还包括一个压缩系数 (a
 

compression
 

factor),该系数

可降低所计算配额的离差。
新公式为

CQS=(0.5×Y+0.3×O+0.15×V+0.05×R)k 其中,
CQS=所计算的配额份额;
Y=以市场汇率转换后的GDP与PPP三年平均值的结合 (基

于市场的GDP权重及PPP
 

GDP权重分别为0.60和0.4);
O=五年内经常性支出和经常性收入之和的年度平均值 (货

物、服务、收入及转账);
V=经常性收入和净资本流量的可变性 (测算13年内居中3

年趋势的标准偏差);
R=官方储备在一年中12个月的平均值 (外汇、SDR持有量、

在IMF中的储备头寸以及货币性黄金);以及K=0.95的压缩系

数 (compression
 

factor)。压缩系数用于未压缩计算的配额,调整

后配额合计为100。

促使新配额公式被采纳的程序和IMF中包含

的基于PPP的GDP测算的基本原理均已得到妥善

记录。11

市场转换与PPP
 

GDP权重相结合的合理性在

于,它体现了配额在IMF财务运作中的中心作用,
对此,市场汇率下的名义GDP以及IMF的非财务

活动与其具有极大关联。同时,PPP
 

GDP可被视

为获取经济体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相对物量的一种

相应方法。然而,将PPP
 

GDP和压缩系数包含在

内是所考虑因素中公认的最难的方面之一 (IMF,
2008,第7款)。因此,IMF执行委员会决定,在

20年内,公式中将采用这些元素,之后对此重新

评审。
2006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IMF年度会议

上,成员国一致赞同一项实现配额和发言权现代

化的改革方案。成员国赞同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包

括新的配额公式、对代表名额不足的多数成员国

的配额提供初期临时增加以及基于新公式的第二

轮临时配额增加。新公式是指导2008年4月一致

同意的 “第二轮”全面配额改革的基础。12

附表23.2 之前的五个配额公式

布雷 顿 森 林 公 式:Q1= (0.01Y +0.025R +0.05P +
0.2276VC)(1+C/Y)

公式三:Q2=(0.0065Y+0.0205125R+0.078P+0.4052VC)
(1+C/Y)

公 式 四:Q3= (0.0045Y + 0.03896768R + 0.07P +
0.76976VC)(1+C/Y)

公式 M4:Q4=0.005Y+0.042280464R+0.044(P+C)
+0.8352VC

公式 M7:Q5=0.0045Y+0.05281008R+0.039(P+C)
+1.0432VC

其中,
Q1、Q2、Q3、Q4及Q5=各公式的计算配额;
Y=最近一年当前市场价格下的GDP;
R=IMF最近一年黄金、外汇储备、SDR持有量以及储备头

寸12个月的平均值;
P=最近五年经常性支出的年度平均值 (货物、服务、收入及

私人转账);
C=最近五年经常性收入的年度平均值 (货物、服务、收入及

私人转账);
VC=经常性收入的可变性,定义为最近13年内居中5年移动

平均数的标准偏差。
四个非布雷顿森林公式中,配额计算值为乘以调整系数后的

值,从而使各成员国的计算值总和等于布雷顿森林公式所得出的

值。所计算出的成员国配额高于布雷顿森林公式计算出的结果以

及其余四个计算结果中两个最小值的平均数 (调整后)。

值得注意的是,将PPP
 

GDP囊括在公式内,
促进了PPP

 

GDP数据的更新,并且包含了2007
年12月国际比较项目公布的新平价指数。这些数

据反映出PPP测算在方法和一致性上已经得到实

质性改进。早期,数据质量和世界经济体覆盖范

围问题阻碍了PPP
 

GDP的使用 (IMF,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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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采用PPP
 

GDP变量增加了新兴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配额,对计算所得配额的分配具有重大

影响。表23.1所示为主要经济体采用原公式和新

公式计算出的配额,总体上占世界PPP
 

GDP的

80%左右。份额中的差异并不完全是因为采纳

PPP
 

GDP造成的。附表23.1和附表23.2显示,
增加GDP的有效权重、减少开放性的有效权重等

其他因素对计算所得配额结果也具有一定影响。

表23.1 不同公式计算出的IMF配额份额

配额

前五个公式 新公式

百分数差:新公式
与原公式对比

美国 16.284 18.991 16.62
日本 7.011 8.032 14.56
德国 6.850 6.227 -9.09
中国 6.137 6.390 4.12
英国 5.240 4.429 -15.48
法国 4.129 4.016 -2.74
意大利 3.317 3.336 0.57
加拿大 3.065 2.569 -16.18
荷兰 2.897 1.930 -33.38
韩国 2.512 2.245 -10.63
比利时 2.270 1.504 -33.74
西班牙 2.237 2.304 3.00
新加坡 1.929 1.031 -46.55
墨西哥 1.841 1.970 7.01
俄罗斯 1.702 2.053 20.62
爱尔兰 1.660 1.173 -29.34
瑞士 1.485 1.211 -18.45
马来西亚 1.374 0.859 -37.48
卢森堡 1.369 0.624 -54.42
印度 1.287 1.997 55.17
澳大利亚 1.205 1.321 9.63
瑞典 1.172 0.993 -15.27
奥地利 1.129 0.913 -19.13
巴西 1.069 1.725 61.37
丹麦 1.040 0.853 -17.98
沙特阿拉伯 1.030 0.835 -18.93

  资料来源:IMF,2008,表1。
注:此处的配额仅为计算公式所得结果。

但是变化的实质属性值得关注:印度和巴西增加

50%以上,而卢森堡和新加坡的下降幅度与之类

似。主要经济体计算的所得配额出现重大变化,
例如,美国增加16.6%;日本增加14.6%;德国

减少9.1%;英国减少15.5%。

PPP
 

GDP也可作为标准,通过提供那些PPP
 

GDP不一致的国家的预期未来增长,确定动态趋

势。具体而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

PPP
 

GDP中的份额,相对于实际的前新加坡配额

明显变大 (超过75%),它们获得的名义配额最低

增长率 (“提升”)为40%。其中,受益于该增长

的国家有巴西、印度和越南。
根据新公式用于计算配额的基于PPP的GDP

数据来源于WEO数据库。利用一个国家以本国货

币计算的名义GDP除以该国相对于美国的PPP,
即可得出 WEO中基于PPP的GDP。13WEO中基

于PPP的数据,可以利用SDR-US美元期限内的

平均汇率转换成SDR单位。WEO
 

PPP以2007年

12月公布的2003-2005年轮ICP数据为基础。这

些数据在WEO数据库中通过相对GDP缩减指数

的增长得以扩展 (一国缩减指数除以美国缩减指

数)。

PPP在 《世界经济展望》中的使用

WEO为经济团体提供了大量的世界、地区及

分析性经济指标汇总。这些汇总为各国指标的总

和或加权平均。国内经济相关的数据综合,不论

是增长率还是比例,通常均利用以PPP估值的

GDP国家份额进行加权 (也就是,名义GDP除以

PPP)。14WEO中采用的PPP
 

GDP权重以国际元

(international
 

dollars)表示。但是经济团体内的

汇率、利息率、货币总量增长率、外部经济、失

业率和就业率以及欧元区国内经济的结果例外

(IMF,2009,第181期)。15

区域和世界产出及增长测算及其预测均为

WEO报告中的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由于恰当的加

权方案可能依赖于所考虑的问题,WEO利用PPP
和市场汇率两个要素 (其统计附录中的表A.1)作

为世界产出的替代措施。如果采用与市场汇率相

对的PPP测算值,2009年世界产出值将由预计的

548640亿美元增长到686510亿美元。2009年和

2014年的世界GDP物量预计增长也有所不同,该

增长率为28.7%,而采用与PPP相对的市场汇率

估值时,增长率为30.2% (IMF,2009,第189
期)。当然,不论是采用汇率还是PPP,各国的

GDP增长均相同。但是,作为权重计算世界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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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各国GDP在世界GDP中的份额各不相同,
这取决于GDP份额是采用PPP估计还是采用市场

汇率估计。

WEO各轮计算中所采用的权重随着相对GDP
的增长而不断更新 (一国GDP缩减指数除以美国

GDP缩减指数)。16 但是,该方法并不能等同于

ICP中数据丰富国家的价格比较 (见本章下一节)。

WEO中各经济体所采用的加权体系会不断变

化。例如,2009年4月 WEO表A16汇总了GDP
百分比形式的世界储蓄金的来源和用途 (IMF,

2009)。经济团体的综合数据按照相关各国的美元

价值总和计算。与此不同的是,2005年4月的计

算以及WEO早期公布的计算中,综合数据是按照

以PPP计算的GDP测算值在世界GDP总量中的

份额进行加权的 (见下一节)。

IMF的国际金融统计在计算一些区域性和全

球性汇总时,也是利用了基于PPP的权重:全球

消费者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es,CPI)、
生产者价格指数及批发价格指数 (producer

 

and
 

wholesale
 

price
 

indexes,PPI/WPI)、GDP物量、

GDP缩减指数、GDP百分比形式的资本形成总额

以及GDP百分比形式的最终消费支出。WEO中

的IFS
 

PPP权重按照基准年1953、1958、1963、

1970、1975、1980、1984-1986、1990、1995、

2000、以及2005年,每五年更新和修改一次。基

准年的PPP权重值用于后续的中间子周期,更新

不会立即生效,主要原因在于收集PPP调查数据与

其编制和公布之间存在时间间隔。2005年PPP权重

的最新更新数据是在2008年10月的WEO中进行更

新的,自2009年5月后在IFS中生效。WEO中缺

失权重数据的国家不在IFS汇总过程之列。

IMF所关注的PPP测算问题

本书在前面几个章节中已阐述了一系列技术

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均会影响ICP结果的可靠性,
也均是IMF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价格比

较所用数据的可靠性、GDP支出权重构成以及

IMF对各国的援助领域。17 本节对IMF使用PPP
的相关具体问题进行了说明。

国家范围

IMF对PPP的使用依赖于ICP所提供的测算

数据。18上一轮测算数据调查是在2005年进行的,
下一轮计划在2011年进行。19在ICP历次调查中,
参与国家数量已显著增加,从1970年的10个国家

增加到1973年的16个、1975年的34个、1980年

的60个以及1985年的64个。1990年由部分国家

参与的项目进行之后,1993年的参与水平又创新

高 (118个国家),首次覆盖了世界上的所有区域。
虽然1993年的国内比较项目中有118个国家参加,
但多数国家使用的信息调查均已简化,可靠性相

对降低,尤其是中国 (Deaton与Heston,2008)。
IMF以2005年轮的ICP作为其PPP

 

GDP变量的

基础,146个经济体参与其中。20 事实上,这对许

多国家而言均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许多经济体的

规模已发生重大变化。21然而,拥有187个成员国

的IMF却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针对36个国家

的PPP变量的估计程序。22更为严重的是,因资源

缺乏,中美洲所有国家以及加勒比地区均未参与

2005年轮ICP,而南美洲也仅有10个国家参与。23

在国家范围方面,出现了两个关键问题。第

一个是在后续的各轮比较项目中,确保参与国家

数量的增加。虽然世界银行预计参与2011年轮

ICP的国家数量会超过170个 (世界银行,2010,
23-26,第16部分),但在这个阶段对此予以置评

还为时尚早。
第二个问题确保非参与国PPP估计方法的可

靠性和完整性。24Changqing与Swanson (2009)
中记录了世界银行估计非基准国家PPP的方法。25

研究人员利用所有基准国家的数据测算了回归方

程式中的价格水平指数 (PLI),并定义为PPP
 

GDP(也针对PPP个人消费)与相应市场汇率之

比,以美国为100进行标准化。
解释变量包括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GDP

份额形式的进出口额 (针对GDP,并不包括个人

消费)、劳动年龄人口赡养人数比例、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国家的虚拟变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岛屿经济体、内陆发展中经济

体、以及与前述虚拟变量相互作用的人均 GDP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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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中,这些国家PPP测算值的增加不仅依

赖于各国自身的已有资源,也依赖于其作为ICP
一部分进行的独立推导。对于大多数经济计量工

作来说,采用不同的具体项目和估计方法会得出

可替代的估值。但是,使用这些 “官方”和独立

推导的估计方法使IMF能够回避这些问题。对于

IMF使用方法而言,重要的问题是,沿用方法中

测算值的及时可得性,并且可获得一些迹象了解

哪些国家可能有较广的预测区间。26事实上,对于

IMF惯用方法,在设计模型规格方面需考虑一点,
即确保其能够适用极端预测区间,尤其是对预测

区间较大的非基准国家。

非基准年的PPP估算

基于ICP基准价格调查的PPP
 

GDP估计仅可

周期性获取 (上一基准循环是在1993年和2005
年)。27

基于PPP基准调查的权重通常每五年更新一

次。指数理论及国际指导方针中会建议对权重进

行更加频繁的更新,尤其是当消费/GDP构成份额

不断变化时。如果一些组的权重变化很大,则可

能需要进行滚动更新。尽管存在这些忧虑,ICP的

罕见更新导致相应PPP
 

GDP权重的更新同样非常

稀少,除非PPP
 

GDP数据是以ICP基准数据的年

度外推数据为基础。与IMF工作中使用的外推法

一样,一个国家的年度PPP的外推方法是,根据

该国上一轮相对于美国的GDP层级的PPP的测算

值,乘以上一轮估计与所涉及年份之间的GDP物

量增长值得出。然后,将由此产生的物量通货膨

胀率乘以美国通货膨胀率,以提供美元测算值。28

以变化迅速 (例如,一年)物量测算值为权重的

国家,其PPP
 

GDP测算值高于下一轮ICP中PPP
 

GDP的可能性较小。占据配额分配中多数份额的

许多先进经济体每年会对链式加权物量GDP测算

值进行汇编。29但许多其他国家达不到这一要求。
新一轮ICP中的新PPP测算值用作外推测算

值的基准。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用以

2005为基准的PPP测算值取代了1993年或更早时

期的基准PPP测算值。302005年轮ICP对PPP比

率进行的修改导致一些发展迅速的较大经济体的

PPP
 

GDP大幅度降低,并导致全球预期增长降低。

2007年10月出版的 《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对

2007年的全球增长测算值根据2005年PPP结果进

行了修正,使其由5.2%调低至4.7%。调低了中

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PPP
 

GDP,主要是由于全球增长测算值的总体的下降。
2007年,中国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修正为10.9%
(由15.8%调低),印度的份额由6.4%降低至

4.6% (Elekdag与Lall,2008)。
2005年轮ICP得益于方法上的一些重大进步,

正如Deaton与 Heston (2008)、Diewert(2008)
及世界银行 (2008)所述。在未来几轮的ICP中,
可能不会再出现这种程度的进步。

我们利用宾大世界表 (Penn
 

World
 

Table,
PWT)、世界发展指标以及 《世界经济展望》中的

不同方法可得到非基准年的PPP
 

GDP测算值。最

近对这些测算值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关于 WPT,同

时也适用于 WDI和 WEO测算值,这些研究强调

了PWT31 (Johnson等人,2009)不同版本结果

的严重不一致以及增长率和人均PPP
 

GDP测算值

(Bhalla
 

2008年)之间的国家差异。主要问题在

于,用于导出非基准年测算值的增长率是以国内

而非国际 (PPP)价格为基础,同时增长率的份额

权重又是以国际和国内价格的混合为基础 (也可

参见 Deaton 与 Heston,2008)。Johnson 等 人

(2009)证明,使用年度数据进行经济研究在其对

数据修改的稳健性方面通常不够 “可靠”,采用高

质量数据的国家除外 (通常为OECD国家)。从非

基准年各国间的比较来讲,通常认为PPP
 

GDP层

面的数据也不 “可靠”。Johnson等人发现,小国

家的测算值更加不一致,并且其可变性随着与基

准周期数据距离的增加而增大。虽然外推法的测

算值可能存在不足,但仍存在使用这些预估值的

情况,前提是,依赖年度数据测算值的加权体系

优于无变化假设时的测算值。这说明想要更加频

繁的开展国际比较项目和更新PPP测算值,IMF
需要使用这些测算值。考虑到较高的资源成本,
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将ICP方法与CPI和PPI更好

地结合,从而定期收集可能用于PPP项目的价格

数据,使其成为国家统计数据日常汇编的一部分。
第二种可能性是,在各轮比较之间进行 “微型”
ICP活动,正如亚洲地区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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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但是这两种提议均未否定改善非基准年估计

程序的需要。关于进行上述活动的提议见Deaton
与Heston(2008)以及Johnson等人 (2009)。

及时性

PPP估计结果是根据经济活动的基本分类进

行国家间价格比较的,其中包括GDP (2005年轮

ICP有155个基本分类)及其相对应的支出权重。
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几个有关及时性的关键问题对

IMF至关重要。
首先,尽量缩短价格调查的完成和原始数据

的确认以及 (地区性和全球性)PPP编制之间的

时间间隔非常重要。调查结果与最终全球结果发

布之间存在自然的时间间隔,并且结果的可靠性

和及时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平衡。2005年轮ICP
的最终全球结果于2007年12月公布。2011年轮

ICP的结果预期在2014年2月至6月之间公布

(世界银行,2010,第23至26页,第27部分)。
从逻辑上来讲,并非所有国家在同一时期收集价

格数据 (以及国内的支出组成)。2011年轮ICP计

划在2011年对货物和服务的居民支出进行价格调

查。但是,对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小国家,这些货

物和服务的价格调查将在2012年进行。非居民货

物和服务 (教育、医疗、政府职务报酬、机械设

备及建筑)的价格调查将在2011年初至2012年末

与相关支出数据的编制同步进行 (世界银行,

2010,第23至26页,第26部分)。亚洲国家将进

行 “微型”ICP,更新以2009年为参考年的PPP
测算值。

及时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基本分类的GDP支出

构成数据的周期与价格调查周期之间的时间滞后

间隔。例如,2005年轮ICP主要以2005年进行的

价格调查为基础,虽然处于PPP测算值的编制时

期,但是并非所有国家均可以提供2005年GDP所

有构成的支出估计。关于此问题,可采用将GDP
测算值 “更新”至2005年的程序,以解决不能及

时提供相关数据的问题。32

最后,关于及时性的另一方面是,在参与国

家公布测算值后,应及时公布非参与国家的测算

值及其测算程序详细信息。

经济体分组

ICP按地区组织和实行。2005年的ICP中,
所涉及的地区有非洲、亚太地区、独联体 (Com-
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CIS)、南美洲、
西亚以及欧盟统计局—OECD国家,各区域公布

本区域国家的汇总结果。ICP区域组成员数量与

ICP样本设计有关,而ICP样本设中的成员数量与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采用的标准数量不一定一致。
例如,格鲁吉亚、伊朗等国家不属于任何地区性

协调机构。而智利、埃及、墨西哥及苏丹则属于

多个地区组织。但是,由于基本分类和GDP的

PPP估计针对的是各个经济体,IMF和ICP的分

组是否相同并不重要利用核心数据,IMF可采用

其认为恰当的任何方式汇总国家PPP
 

GDP。

大经济体

对于中国、印度等经济大国,国家的具体方

法问题可能会引起关注。例如,Deaton与Heston
(2008)指出,对中国的价格收集仅限于11个城市

及其城市主要的周边区域。虽然对数据进行调整

使其更具有区域代表性,但是令人争议的是,未

包含较低的农村价格导致了对PPP
 

GDP缩减指数

的夸大,Deaton与 Heston指出这一夸大达到近

10%。相反,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有收集城市价格

和农村价格的传统,其他较大的发达国家农村人

口较少,并且绝大部分在城市销售点或连锁店

购物。

透明度

由于PPP测算值是用于指导对成员国进行配

额分配,其配额分配又反过来决定成员国的财政

义务、SDR普遍增长的配置以及对IMF决策的表

决权,因此结果如何得出以及如何传播必须公开

透明。2005年网站上公布了一份十分有用的ICP
详细操作说明书和方法手册 (世界银行,2005、
2007),还计划出版关于2011年轮ICP的类似刊

物。这些出版物中未包含各种方法创新以及进行

具体工作时所遇到的种种曲折,也未从这些创新

和曲折中获益。但是,在技术咨询组成员以及世

界银行委托检查具体问题的作者的推动下,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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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法的论文随着项目的进行得以出版。在进

行200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时,出版了一份ICP电

子通讯季刊,从而使用户了解新的发展动态和各

种地区问题。
同时,各区域还出版了各自的独立刊物,其

中不仅含有其结果,也含有区域具体方法问题的

详细说明。ICP的最终结果与具体技术问题之后将

一同公布 (世界银行,2008)。从真实意义上来

讲,IMF依赖于ICP在GDP
 

PPP测算方面的专业

性。这些数字的完整性取决于对原始数据收集及

编制方法的关注度,公开所采用的方法可确保结

果的完整性。

总结

ICP中所产生的PPP
 

GDP测算值对IMF非常

重要,正如本章所述,他们是公式中的元素,用

于指导对成员国配额的分配作出决策。此外,对

各国间以及区域性、全球性分析组的时间序列产出

与其他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的大量分析与监控需要

PPP测算值。本章对WEO中使用PPP调整估算方

法的叙述表明了这一工作。由于IMF旨在寻求PPP
估计使用的原始数据和汇总方法中错误和偏差的最

小化方法,35因此之前各章中对此问题的讨论非常精

确严格。本章中提出了IMF的惯用方法中特别关注

的问题,包括国家范围、未参与ICP成员国的PPP
测算值、非基准年的PPP测算值、PPP预估的及时

性和周期性、经济体分组、以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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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可从IMF网站上的选项卡 “出版物”中下载。也可访

问http://www.imf.org/external/ns/cs.aspx?id=29.

3.SDR指特别提款权。

4.成员国中使用配额公式计算的配额不同于其实际

配额。

5.早期对IMF使用的PPP估计进行解释的有Gulde
和Schulze-Ghattas(1993)以及Wagner(1995)。

6.这些信息均可在http://www.imf.org/external/

research/index.aspx.上获取。

7.2009年10月的 WEO,可访问http://www.imf.
 

org/external/pubs/
 

ft/weo/2009/02/weodata/index.aspx.
8.SDR是IMF于1969年设立的国际储备资产,以补

充其成员国的官方储备。其价值基于一篮子的四种主要国

际货币:欧元、日元、英镑及美元。SDR可兑换可自由使

用的货币。

9.特定经济体的PPP
 

GDP指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

该经济体生产的供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的物量。其计算

方法为,利用PPP价格水平指数对市场价格GDP进行缩

减,从而允许在给定时期内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虽然

在IMF出版物及本章中使用到了PPP这一要素,但在描述

这一使用时,PPP并不等于汇率 (相对的货币价格)。GDP
支出方面的空间价格指数以及采用PPP缩减的GDP是以

计价货币表示的物量,不是转化为另一货币的名义金额。
无 “汇率”修饰时,表达会更加准确。

10.最老的布雷顿森林公式最初含有五个变量:国民

收入、官方储备、进口、出口可变性以及出口占国民收入

的比例。20世纪60年代引入多公式方法,除布雷顿森林

公式外,又补入四个其他公式。国内生产总值取代国民收

入,交易变量得到扩充,其中包含了服务和转让。经常项

目交易和可变性权重加大。1982-1983年,对配额公式进行

最后修改,降低可变性变量权重,重新引入储备作为变量,
同时保留公式的基本结构。

11.2006年6月至2008年4月的IMF文件、数据和模

拟结果可访问http://www.imf.org/external/np/fin/quo-
tas/pubs/index.htm.

12.第二轮配额改革的具体信息,请参阅IMF(2008,
第9部分)。

13.对基准国家的选择是随机的,不影响计算结果,
因为调整后的PPP在国与国之间具有传递性。

14.关于使用PPP作为权重而非市场汇率的讨论,请

参阅IMF(2003,附表1.2)以及Zieschang(2008)。

15.汇率、利息率以及货币总量增长率的合成通过以

市场汇率转换为美元的GDP进行加权。欧元区的合成采用

GDP权重。对于失业率和就业增长,权重为国家劳动力在

劳动力群体中的份额。外部经济相关的合成为各国数据以

市场汇率转换为美元后的总和。对外交易物量和价格变化

的合成是利用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的美元价值进行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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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即在世界或集团贸易进出口交易总

额中的份额。

16.WEO中用于所有经济体分组的PPP
 

GDP份额权

重是以数据的年份为基础的,不同于 WEO中用于国际比

较的PPP
 

GDP测算值。份额权重是采用之前版本的 WEO
数据库进行计算的,PPP

 

GDP测算值是采用名义GDP和

PPP的最近测算值进行计算的。例如,2007年10月各国

的份额权重是以截止到2007年4月 WEO的名义GDP和

PPP为基础。2007年10月WEO中的PPP
 

GDP测算值是

利用2007年10月的名义GDP和PPP进行计算的。 
17.IMF统计局 (STA)通过向各国家分配任务以及

提供区域性和国际性培训课程,开展广泛的技术援助

(TA)。在2010财政年,统计局实体产业部针对价格统计

和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9个培训课程或研讨会,并分派

了223个技术援助任务。在这些任务中,对国际标准进行

传播,包括 《消费者价格指数手册》 (国际劳工组织等,

2004a)、 《生产者价格指数手册》 (国际劳工组织等,

2004b)、《进出口价格指数手册》(国际劳工组织等,2009)
以及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 (欧共体委员会等,2008)
中给出的标准。国民经济核算支出测算值的提高自然会促

使PPP权重的提高。
提高后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方法与ICP价格调查之间也

存在协同作用,尤其是对于取样问题、种类标准、价格收

集和验证等本书中所考虑的各项问题。

18.详 细 信 息 请 访 问 http://siteresources.
 

world-
bank.org/ICPEXT/Resources/ICP_2011.html.。

19.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Commission,UNSC)在其第39次会议上要求世界银行成

立全球办公室并承担2011年轮ICP的全球项目协调工作,
世界银行已接受该要求。ICP主席之友评估工作结束后,

UNSC在2009年2月的第40次会议上最终批准开展2011
年轮ICP。自UNSC的此次会议以来,在筹备2011年轮

ICP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在此期间,ICP管理结构已准

备妥善。全球办主管人员的招募工作于2009年4月完成,
新的全球办公室成立。同时还设立了执行委员会、技术咨

询组以及区域协调机构,并于2009年9月至10月召开首

次会议。

20.在1996年轮、1999年轮以及2002年轮的ICP中,
欧洲统计局—OECD PPP项目仍包含了一些非OECD成

员和欧盟成员的经济体。参与各轮项目的经济体数量分别

为32、43和42。欧洲统计局—OECD
 

PPP项目负责2005
年轮ICP所包含的146个国家中的46个国家的工作。

OECD与欧洲委员会合作,领导此项目在成员国的开展,
世界银行负责协调世界其他国家的活动。

21. 关 于ICP的 历 史,请 访 问http://web.
 

world-

bank.org/WBSITE/EXTERNAL/DATA
 

STATISTICS/

ICPEXT/0,,contentMDK:20118245~menuPK:62002075~
pagePK:60002244~

 

piPK:62002388~theSitePK:270065~is-
CURL:Y,00.html,以及世界银行 (2008,附件A)。

22.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根据回归分析为IMF提供

这些国家的PPP测算值。

23.正如Barcena(2009)的概述,排除在外的国家相

对较小。按照对全球PPP
 

GDP的贡献百分比测算,包括其

测算值,最大的国家是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分别为0.34%和0.27% (资料来源:IMF中的 WEO数

据库)。 
24.Wagner(1995)论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各

国认为非参与国采用的公式能够提供更加有利的结果,各

国可能会选择不参与。

25.世界银行 (2008,第164期第5页)论述了一种不

同于Changqing与Swanson(2009)所提供的测算程序,
但是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IMF测算值来源)采

用的是Changqing与Swanson(2009)中的方法。

26.尽管回归分析中常发现R2较高,国家测算值的预

测区间可能相对较大。预测区间取决于残差平方和、样本

大小以及解释变量与变量平均值的 (平方和)距离。

27.偶尔会参考1993年轮和1996年轮的ICP。“1996
年项目”中提供了1993年轮ICP的结果,即:1996年轮

ICP中再次参考了1993年的基本分类PPP作为缩减指数。

28.这相当于在基准年采用相对于美国的一国PPP,
然后利用 (相对于美国GDP缩减指数增长率的)一国

GDP缩减指数增长率进行外推。本国货币形式的名义GDP
除以外推所得PPP,即可计算出每年的权重。该方法与

Rao等人 (2010,S68)所述的方法类似,并且不论基准国

家怎样选择均无变化 (例如选择美国)。

29.这些国家遵从了 《2008国民账户体系》 (见第3
章)的建议,在2008年2月26日至29日的联合国统计委

员会第39次会议上也采纳了这些建议,http://un-
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sna.asp。

30.Rao等人 (2010)提倡采用一种新方法,设计一种

状态空间公式对不同时期各国的PPP和标准误差进行预

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各国持续不断的预测,这些预测

和PPP基准数据与各国具体价格变动相一致。该方法采用

了所有基准周期的PPP数据,源于从不同基准外推所得出

的加权平均数,并且优于目前外推法中以单一基准数据为

基础的做法。Rao等人 (2010)得出的非基准年PPP测算

值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外推所得的宾大世界表6.2版

(PWT6.2)的测算值。

31.但是,目前的PWT6.3尚未使用2005年的调查结

果。权重相关期,权重参考期 (即2000年)用于前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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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重序列: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及2002
年。同时还存在一个两年实施期,所以在2004年,2000
年的权重用于1998-2002年五年序列,其他五年间隔期类

似。该方法说明2005年权重的更新权重将用于2003-2007
年 (含)的五年期,并在2009年实施。

32.对GDP数据不进行修改,只是更新至2005年。
非洲开发银行 (AfDB)所包含的48个国家中,以市场价

格名义GDP数据为基础的其中部分国家的2005年PPP数

据可能高于提交至IMF国际金融统计的类似数据。这一差

别反映了AfDB为提高这些数据的质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例如增加非正式部门测算值)。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这

些国家中部分国家当局是否已采纳这些数据作为官方测

算值。

33.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

documents/un/unpan008092.pdf.
34.http://www.un.org/Depts/otherprgs.htm.
35.IMF员工服务于ICP执行委员会和技术咨询组。

对PPP问题的研究也是由IMF员工进行的 (例如,见Sil-
v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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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使用支出法PPP比较部门产出和生产率
ROBERT

 

INKLAAR及MARCEL
 

P.
 

TIMMER

  购 买 力 平 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PPP)在分析和政策方面的应用非常广泛。1 通常

PPP用于收入、支出和产出的国际比较。最广为

人知的是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GDP水平的比较

(例如,世界银行,2008年)。人均GDP在各国间

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总体经济水平下的劳动生产率

水平。目前,每工人每小时产出的比较序列通常

由各统计机构和学术界提供,如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OECD)、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格罗宁根大

学 的 格 罗 宁 根 增 长 和 发 展 中 心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GGDC)提供的

宾大世界表和序列。
然而,生产率水平的各种有益分析应用也用

于行业更加细分的层面上。由于各国经济结构的

巨大差异,部门水平 (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国际产出和生产率比较,为按支出类别进行的

GDP比较提供了有益补充。先前的研究表明生产

率总体水平较低不一定说明所有部门之间存在巨

大差距。通常,人们认为制造业的生产率差距较

大,而各国间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却非常小。这

一广为人知的发现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核

心,并且常用于解释 (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而言)
低收入国家中较低的服务相对价格。同时,也越

来越多地在行业层面进行世界经济趋同和异化方

面的研究。国际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模型的检验,
要求对按部门划分的世界生产率边界进行测算。

显然,这些区域研究的绝大部分需要产出方

面的PPP而非支出方面的PPP,也就是说,PPP
应该反映货物和服务产出价格的差异而非支出价

格的差异。
本章的其余部分,我们称之为生产法PPP。

在生产率比较中,生产率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
进行比较还需要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中间投

入的相对价格。该生产法由 Paige与 Bombach

(1959)在进行英国和美国比较时最先提出。然后

Kravis(1976)对早期的工作进行了恰当总结。在

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一方法在格罗宁根大学和伦

敦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主持的产出和生产率国际

比较 (ICOP)项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使用 (O’
Mahony

 

1999)。Van
 

Ark和 Maddison(1994)以

及Maddison和Ark(2002)通过十几个学者的研

究投入以及对大约30个国家的工作,概括了该项

目早期阶段取得的进步。最近,欧盟KLEMS数据

库提供了一大组国家的部门产出和生产率趋势

(相关信息可访问http://www.euklems.net以及

Timmer等人 (2010)的讨论)。然而,生产法

PPP似乎非常少见,并且实际中很难获得,主要

原因是缺少可使用的生产者价格调查。
生产法的另一替代方法是采用国际协同调查

所得的支出价格数据,例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主

持的国际比较项目 (ICP)所收集的数据 (Kravis、
Heston和Summers,1982;Summers和Heston,
1991)。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OECD开始定期

发布支出法PPP测算值,这些测算值来源于与欧

盟统计局共同开展的项目。基于支出法的PPP比

较是以详细规格品规格的最终货物和服务的购买

者价格为基础的。因此,如果将他们用于按行业

分类的产出和生产率比较,则必须将PPP按支出

类别划分行业。
部门PPP的支出法最先由Jorgenson、Kuroda

和 Nishimizu (1987)提出,最近,Sorensen和

Schjerning(2008)以及van
 

Biesebroeck (2009)
也采用了该支出法。一般而言,以支出价格调查

为基础的PPP遭遇的质量问题要少于单位价值法,
原因在于规格品比较是以具体的规格为基础的。
然而,该方法在进行行业层面的产出和生产率比

较时也存在一些弊端,因为该方法需要对利润、
税收及国际贸易方面做出具体调整。此外,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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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这些PPP仅仅涵盖了最终支出的价格,并

未反映中间规格品的相对价格。继Pilat(1996)
之后,van

 

Ark和Timmer(2009年)指出,源于

支出法和生产法组合所得的PPP应该用于行业层

面的生产力比较。根据这一观点,Inklaar和Tim-
mer(2009)构建了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该

数据库提供了1997年30个OECD成员国的具体

行业层面的产出、投入与生产率比较,其公开信

息可访问http://www.ggdc.net/databases/lev-
els.htm。该数据库所采用的PPP结合了生产法

PPP和支出法PPP。该研究还提供了资本、劳动

力和中间投入的价格比较,以及产出的价格比较,
因此部门水平多因素生产率的大规模比较是可

行的。
本章开始部分概述了在进行按行业分类的部

门、单一因素和多因素生产率比较时需要哪些类

型的PPP。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提到,由于生产法

PPP的有限可得性,ICP中的支出法PPP在促进

这些比较方面必不可少。然而,直至今日,还没

有文献能够清楚说明将支出类别PPP转化为行业

产出PPP需要哪些调整,并且在哪些条件下支出

法PPP可以较好地替代生产法PPP。本章的主要

贡献在于根据供给使用表 (SUT)系统获取这些

调整和条件。SUT在许多国家是国民经济核算的

主要构成项。他们为货物和服务从生产、进口到

最终支出的各个流程提供了系统化框架。
本章第二部分说明了SUT系统中各类型价格

(基本价格和购买者价格)的推导方法与冲突方面

的有用性。例如该系统就消费品和中间投入怎样

与行业产出价格相关联提供了明确指导。存在不

同数据来源 (来自生产和支出方面)时,这些关

系可用于交叉检查,或者将这些关系用于说明部

门生产率比较中对支出法PPP的调整。采用供给

使用框架,以下几个方面的最终支出价格需要进

行调整:贸易和运输利润、税收和补贴、出口和

进口价格、以及最后为中间价格的使用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替代价格。
由于这些调整,部门生产率比较中支出法

PPP的有用性在不同部门存在差异。本章第三部

分利用OECD成员国的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

中的一些结果对该区别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提

供了一些生产率比较方面的内容,最后一节为总

结性说明。在这些说明中,我们强调了部门生产

力比较中相互依赖性和可能的伴随结果,以及ICP
中的支出结果。

生产率的比较方法

本节中,我们提供了在构建GGDC生产率水

平数据库时所采用的比较各国间产出、投入和生

产率水平的方法 (Inklaar和Timmer,2009)。由

于我们正在尝试构建一组能够同时比较多个国家

和行业的生产率测算法,因此必须进行各种选择,
不仅是关于具体指数公式的使用,也关于这些公

式的实际实施。本部分列出了基本方法 (关于更

加详细的方法和实证研究讨论,请参阅Inklaar和

Timmer,2009年)。
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的主要目标在于比

较国家间的生产率。论述中提供了称之为双边比

较的方法,即国家c与基准国进行比较,该基准国

在所有的国家比较中都不变。因为比较的最大目

的是观察各国相对于世界生产率和技术领先者的

表现,我们自然而然地会选择美国作为我们生产

率比较的基准国家。2国际比较中最常见的单一生

产率测算是劳动生产率。该项目通常定义为产出

测算值除以劳动投入测算值。劳动投入测算值可

以是受雇人数、员工人数或工作时数。产出测算

值可以是总产出的物量值或增加值的物量值。如

果QVA 为增加值,H 为工作时数,那么基于增加

值的劳动生产率 (LP _VA)如下所示

LP _VAc=

QVA
c

Hc

QVA
US

HUS

(24.1)

另外,多因素生产率 (multifactor
 

productivi-
ty,MFP)测算使用不止一种投入。MFP测算根

源于经济理论,但是由于其大量的数据要求,相

对于劳动生产率等单一生产率测算而言使用的相

对较少。MFP和劳动生产率测算并非相互独立。
多因素生产率测算可用于解释单一要素生产率差

异。例如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可利用资本与劳

动比值的差异以及多因素生产率的差异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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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系及其他联系已借助生产经济理论

确定。
GGDC生产率水平核算提供了基于增加值的

MFP测算值 (考虑劳动和资本服务)以及基于总

产出的 MFP测算值 (考虑劳动、资本和中间投

入)。本章中,我们仅仅概述了以增加值为基础的

测算方法。继Jorgenson和Nishimizu (1978)之

后,我们又定义了基于增加值的多因素生产率

(MFP_VA)差值的超越对数数量指数。该指数

确定为:

lnMFP _VAc=ln
QVA

c

QVA
US
-̂wKln

QK
c

QK
US
-̂wLln

QL
c

QL
US

(24.2)
其中,QK 为资本服务数量,QL 为劳动服务

数量,̂wK 为资本服务在两个国家平均增加值中的

份额,即:ŵK =
1
2
(wK

c +wK
US),其中 wK

c =

VK
c

(VK
c+VL

c)
,以Vk

c 作为国家c资本服务补偿 (本

国货币形式的)的名义价值 (劳动同理),那么

ŵK +̂wL=1。根据标准新古典主义假设,该测算

值表示两国技术水平的差异 (见Jorgenson和

Nishimizu,1978)。
公式 (24.1)和 (24.2)表明有必要对两国

的产出和投入进行物量测算 (volume
 

measures)
比较。进行单一产出比较时,可以进行汽车数量

等的物理测算。但是,进行行业或汇总水平比较

时,单一规格品不能代表产出,产出以实际价值

的形式给出。这种情况下,修正两国之间相对价

格水平的差异十分必要。该修正通常需要利用购

买力平价 (PPP),这一PPP可以反映一国相对于

另一国的产出价格比,两者均采用本国货币表示。
物量指数是通过名义价值与相关价格指数的

比值计算的。例如,国家c增加值数量为

QVA
c =

VVA
c

PPPVA
c

(24.3)

对于劳动投入,可采用工人数量或工作总时

数作为物量测算要素。但是,对于多因素生产率

比较,也可以把不同生产率中各种劳动类型的劳

动力囊括在内,例如高级技工与一般技工。这一

点可通过根据相对工资选择恰当的PPP来实现,

所以

QL
c=

VL
c

PPPL
c

(24.4)

其中,VL
c 为国家c劳动补偿的名义价值 (以

本国货币),PPPL
c 为国家c劳动服务的相对价格,

国家c的汇总资本投入也类似。

QK
c=

VK
c

PPPK
c

(24.5)

其中,VK
c 为国家c事前资本补偿的名义价值

(以本国货币),PPPK
c 为国家c资本服务的相对

价格。3

生产率比较的一个主要应用称为分级核算。
分级核算是将每工作小时增加值的差异分解为每

工作小时的资本差异 (资本集约度)、劳动构成

(技术集约度)和MFP。分解过程如下:

ln

VAc

Hc

VAUS

HUS

=̂wLln

QL
c

Hc

QL
US

HUS

+̂wKln

QK
c

Hc

QK
US

HUS

+lnMFP _VAc

(24.6)
其中,̂wL 和ŵK 的定义可见方程式 (24.2)。
方程式 (24.3)-(24.5)中所需的产出和投

入PPP是根据具体的产出和投入价格集合得出

的。4价格汇总采用Caves、Christensen和Diewert
(1982年)引入的多边超越对数价格指数 (multi-
lateral

 

translog
 

price
 

indexes,CCD指数)。从根

本上来说,该方法是通过对所有国家的数据组进

行平均设定一个虚拟国家,然后利用这一构造出

的国家作为两国间双边比较的桥梁。该方法创造

出了所谓的传递性PPP,该PPP独立于基准国

(更多论述,见本书第1、第4和第5章)。对于我

们的MFP指数,PPP以美国为基准标准化为1。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劳动和资本物量指数应考虑

各要素投入的构成,例如,技能水平、生产资料

类型,尤其是信息和通讯技术 (ICT)资产与非

ICT资产的比较。对于劳动,根据如下每个劳动l的

相对工资,利用恰当的PPP(PPPL
c)进行缩减可以

得出:

lnPPPL
c =∑

l
wL

l lnPPPL
l,c-lnPPPL

l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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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后一项中的横杠表示c索引的从1到N
所有国家的几何平均数,N 表示国家数量。由此

得出结论,lnPPPL
l =1/N∑clnPPP

L
l,c,wL

l 为

劳 动 类 型 l 的 平 均 权 重,定 义 为 wL
l =

1
2 wL

l,c+∑c
(wL

l,c/N)  ,其中wL
l,c 为国家c

总劳动补偿中劳动类型l的份额:wL
l,c=VL

l,c/VL
c

各劳动类型的 PPP根据相对工资得出。资本

PPPK
c、产出PPPY

c 和中间投入PPPX
c 的推导采

用相似的程序。
对于增加值的缩减,可以根据相应总产出和

中间投入的各类PPP,采用双重缩减程序 (Jor-
genson、Kuroda和Nishimizu,1987)。我们采用

了类似CCD的方法,对于特定国家c计算所有可

能的双重Törnqvist指数的几何平均数。首先,计

算每对国家 (c、d)的双边增加值PPP,如下

所示:

lnPPPZ
c -lnPPPZ

d  = 1
1-wY

X
[(lnPPPY

C -

lnPPPY
d)-wY

X(lnPPPX
c -lnPPPX

d)].
(24.8)

权重wY
X 为中间投入占总产出的份额,是两

个国家的平均值。
第二,应用GEKS(Gini-Éltetö-Köves-Szulc)

将 (24.8)中给出的双边增加值PPP进行多边化

处理,如Caves、Christensen和 Diewert(1982)
中所述。同时,这些方程式提供了一种体系,用

于得出符合新古典主义生产理论的MFP测算。

供给使用表框架中的产出和支出价格

理论上最合适的产出和生产率水平国际比较

方法是生产法PPP。总产出PPP的获取可以采用

多种替代方法,这些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各行业数据的可得性。其中一种方法是利用

特定规格品的生产者价格,但是由于未进行大规

模的国际生产价格调查,所以这些数据较难获

得。获取生产法PPP使用的最广泛的方法是单位

价值比 (UVR)法。该方法利用生产统计,如人

口普查或商业统计调查记录规格品项目的产值与

数量。通过产出值除以相应数量得出单位价值,
然后利用单位价值计算国家间可比规格品的单位

价值比。由于缺少数据,该方法仅可以用于有限

的几个行业和国家。此外,在国际比较中,单位

价值比会遇到质量调整问题。从生产统计数据中

很难直接观察出具体的规格品特点,因为那些统

计报告的是规格品组而非具体规格品的数量和价

值,关于规格品的描述通常都非常简洁。5

生产法的替代方法是使用国际联合调查中的

支出价格数据,例如国际比较项目 (ICP)。基于

支出的PPP比较是以详细规格品规格的最终货物

和服务的购买者价格为基础的。因此,如果将他

们用于按行业分类的产出和生产率比较,则必须

将基本分类PPP从支出类别转化为行业分组。但

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明确概括出在哪些条件下,
支出法PPP可为总产出法PPP提供良好的替代,
以及需要进行哪些调整。在本部分,我们利用供

给使用表框架中的货物供给和使用之间的基本平

衡方程式得出支出和行业产出价格之间的确切关

系。该关系用于说明对支出价格进行哪些调整才

能使其合理替代基本产出价格。另外,该调整可

用于评估产出比较中支出法PPP的益处。
供给使用表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来总结和

呈现一个国家内一连贯的经济贸易。供给表提供

各规格品来源地信息 (国内生产或进口),而使用

表提供规格品的中间或最终消费信息。在供给使

用表框架中,国内产出的计算采用基本价格,而

规格品的使用是用购买者价格记录的。6 这一差别

在支出法与生产法PPP之间的联系中非常重要

(欧共体委员会等,1993年期刊,第VI.J节):
购买者价格=生产者所接收规格品的基本价

格+规格品税收7-规格品补贴+规格品提供给购

买者所得的贸易和运输利润。
本部分完整展现了供给使用表的框架结构。

其中用到了以下符号,包括规格品i (i=1,…,
m)和行业j (j=1,…,n);数量以大写字母

表示:
Si=规格品i的总供应量

Ui=规格品i的总使用量

Mi=规格品i的进口数量

Fi=规格品i的最终国内需求数量

134

第24章 使用支出法PPP比较部门产出和生产率



Ei=规格品i的出口数量

Yij=行业j生产的规格品i的数量

Xij=行业j以规格品i用于中间投入的数量

Lj=行业j所使用的劳动服务价值

Kj=行业j所使用的资本服务价值

带有小写字母p的公式用于表示相应价格:

p
 V
ij=行业j出售规格品i接受的基本价格

p
 X
ij=行业j为规格品i中间消费支付的购买

者价格

p
 M
j =进口规格品i的基本 (到岸价)价格

p
 F
i=规格品i最终国内需求的购买者价格

p
 E
i=出口规格品i的购买者 (离岸价)价格。

利润和税收规定如下:
T=扣除规格品补贴后的总税款

R=总贸易和运输利润

rS
i=所供应规格品i的贸易和运输利润率

tS
i=所供应规格品i的净税率

最后,数量符号前的大写字母V 用于表示数

量乘以相应价格后所得的值。
表24.1是供给使用表的简化概括。8在供给表

和使用表中,规格品列在横行中,行业列在竖栏

中。使用表显示各规格品i的用途:中间、最终国

内需求或出口。最后一栏为总使用量。各条目均

采用购买者价格。此外,使用表中包含增加值模

块。对于各行业j,采用购买价格表示的总中间投

入加上采用基本价格表示的增加值即为基本价格

的总产出 (最后一行)。供给表表示各规格品的产

地,不论是国内生产还是进口。第四栏记录的内

容为基本价格上的总供应量。其他竖栏提供了规

格品税收和补贴信息以及贸易和运输利润信息,
这些条目用于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总供应量,这

些总供应量可以与使用表中购买者价格上的总使

用量对比。按照基本价格计算的行业j生产的所有

规格品的产出总和,即为该行业基本价格上总产

出 (供给表最后一行)。

表24.1 供给使用表概览

按照购买者价格的使用表

行业

1…j…n
中间总
使用量

最终国内
需求

离岸价出
口规格品

按照购买者
价格的总
使用量

规格品

1
·
·
i
·
·
m

·
·

PXij
 Xij
·
·

·
·

V
 

Xi
·
·

·
·

PFi
 Fi
·
·

·
·

PEi
 Ei
·
·

·
·

VXi+VFi+
VEi
·
·

按照购买者价格的中间总投入 VXi VX VF VE VX+VF+
VE

按照基本价格的总增加值 …Kj+Lj…

按照基本价格的总产出 …VYj…

按照基本价格的供给表

行业

1…j…n
国内总
供给

到岸价进
口规格品

按照基本价
格的总供给

税收减去
补贴

交易和运
输利润

按照购买者价格
的总供给

规格品

1
·
·
i
·
·
m

·
·

…PXij
 Yij…
·
·

·
·

V
 

Yi
·
·

·
·

PMi
 Mi
·
·

·
·

VSi=VYi+
VMi
·
·

·
·

tiVSi
·
·

·
·

riVSi
·
·

·
·

(1+ti+ri)VS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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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按照购买者价格的使用表

按照基本价格的总量 ···· VYj VY VM VS=VY+
VM T R VS+R+T

  供给和使用表均通过横行与纵栏这两个基本

同一性进行链接。竖栏同一性要求在每一行业中,
行业生产的所有规格品的产值之和与增加值加上

中间消费之间具有同一性。

VXj+VKj+VLj=VYj (24.9)
横行同一性要求每一规格品的供给和使用之

间以及规格品层面的支出法和生产法联系之间具

有平衡性。数量和价值方面均应具有同一性。就

数量而言,

Xi+Fi+Ei=Si (24.10)
这种同一性说明规格品i的供应量必须等于其

使用量,即中间使用、最终国内需求和出口相加

之和。就价值而言,按照购买者价格,同一性为

VXi+VFi+VEi=VSi+Ti+Ri(24.11)

i(VXi)的总中间使用价值等于所有生产者对

i的中间使用价值的总和,总供给价值 (VSi)等

于所有生产者和进口的供给价值。把这些值改为

规格品价格和数量,则方程式 (24.11)可表示为

∑
j
pX

ijXij+pF
iFi+pE

iEi=

(1+tS
i +rS

i)∑
j
pY

ijYij+pM
iMi  

(24.12)
通过改写方程式 (24.12),即可得出购买者

价格 (pX
ij、p

F
i、pE

i)与基本产出价格 (pY
ij)之

间的关系。这种同一性提供了我们所寻求的规格

品层面最终国内需求价格与产出价格之间的基本

关系。为更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我们假设,在

不失普遍性的情况下,单一规格品i在系统中仅有

一个基本价格,即规格品的基本产出价格与其行

业来源相互独立:

pY
ij=p

Y
i (24.13)

重新整理方程式 (24.12),代入 (24.13)
中,利用同一性 (24.10),即可得出以下基本结

果 (为清楚说明,去掉指数i)。在 (24.13)给出

的假设下,基本产出价格与最终国内需求价格之

间的一般关系可以写为:

pY= 1
(1+tS+rS)p

F+AE,M+AX

(24.14)
这是实现我们目标的关键结果。它表示从最

终国内需求价格中得出产出价格需要三种类型的

调整:利润和税收调整、国际贸易调整 (AE,M)
以及中间消费调整 (AX)。后两者根据以下方程

式提供

AE,M= 1
(1+tS+rS)

(PE-PF)E
Y-






((1+tS+rS)PM-PF)M
Y



 (24.15a)

和

AX = 1
(1+tS +rS)∑j

(PX
j -PF)Xj

Y
(24.15b)

(24.14)式右边第一项为最终支出价格,9 对

规格品总供给中的平均净税收和利润进行调整。
第二类调整针对的是国际贸易,如 (24.15

 

a)
所示。

在涉及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比较时,该调整尤

为重要。调整规模取决于最终支出价格和进出口

价格之间的差异,以及进出口数量占总国内产出

的比值。(24.15b)中的第三类调整依赖于一个特

殊项目中最终支出价格与中间消费价格之间的差

异,以及该项目中间消费占总国内产出的比值。
该基本结果说明,如果规格品出口、进口和国内

价格不同,且进出口或中间消费在总产出中占较

大份额,那么支出价格就不能很好地替代产出价

格。但是,对于主要产生最终消费品并且其规格

品几乎不进行国际交易的行业,调整后最终支出

价格或许可以合理地替代行业产出价格。此类信

息可从投入-产出表中获得。
利用该结果,我们还可以说明为了恰当反映

产出PPP,支出法PPP所需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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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Y
c =

1
(1+tS

c +rS
c)

pF
c +AE,M

c +AX
c

1
(1+tS

US +rS
US)pF

US +AE,M
US +AX

US

(24.16)
如果假设两国国际贸易和中间消费的调整为

零,则 (12.16)可简化为

PPPY
c=
(1+tS

US+rS
US)

(1+tS
c+rS

c)
PPPF

c (24.17)

这种情况下,对规格品总供给中的平均净税

额和利润进行调衡后,支出PPP等于产出PPP。
事实上,已经有文献利用调整后的支出PPP来代

替产出价格,例如:Jorgenson、Kuroda和Nish-
imizu(1987)、Lee和Tang (2000)、最近的So-
rensen、Schjerning(2008)以及van

 

Biesebroeck
(2009)。然而,从 (24.17)式可以看出,有两个

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Hooper(1996)在

一次开拓性尝试中,试图调整支出法PPP的国际

贸易价格,但是他的方法是临时性的,而且调整

依据的是高度汇总的数据。因此,该方法没有被

采纳。同时,到目前为止还未尝试对中间消费进

行调整,但由于缺少中间消费价格数据,尝试的

希望也非常渺小。可以得出结论,仅针对利润和

税收的第一类调整是实际可行的。其他类调整的

预期规模大小需要确定,但是无法提供信息说明

用支出法PPP替代产出PPP产生的可能偏差有

多大。
根据投入产出表信息 (见van

 

Ark和 Tim-
mer,2009),可以对可能的偏差做出一般性说明,
尤其是在进出口份额较大的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比

较中。这种偏离在每个行业各不相同。对于主要

为满足中间需求生产货物的行业,如农业、采矿

业、运输业、基本用品制造业及商业服务业,支

出法PPP(expenditure
 

PPP,E-PPP)不能代替产

出法PPP (output
 

PPP,O-PPP)。10 另一方面,
对税收和利润调整后,E-PPP对于食品制造业、
公用事业及通讯业中的相对价格差异似乎是可以

接受的。E-PPP还可用于建筑业、酒店及不动产

活动,因为对这些部门而言,最终支出份额非常

高,而出口却微不足道。

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中的PPP

本节旨在讨论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中采

用的产出类、中间投入类、劳动类和资本类PPP
的来源和方法。这一PPP数据集是综合采用支出

法PPP和生产法PPP得出的。

产出类和增加值类PPP

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中采用的产出类

PPP主 要 是 基 于 Timmer、Ypma和 van
 

Ark
(2007)所做的一项研究。他们给出了一个全新

的、综合性的双边产出类PPP数据集,涵盖了30
个OECD成员国的数据,其中以美国1997年的行

业水平为基准。这一数据集是基于几个数据来源

的综合,都来自支出法和生产法。支出类别的支

出法PPP是通过OECD国家比较数据得出的,这

些比较数据都是按各个行业归类的。例如,面包

和糖的支出价格应归类至食品制造业。然后通过

“剥离”上一节所述的贸易和运输利润以及税额

(不含补贴),将支出法PPP调整至基本价格概念。
生产法PPP主要是基于单位价值比。计算PPP时

是采用支出法还是生产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首先取决于某一特定 (三位数水平)行业价格数

据的可用性,其次,如果两种方法都可用,还取

决于对这两种方法有效性的审慎评估。具体方法

概述可参见Timmer、Ypma和van
 

Ark (2007)
以及van

 

Ark和Timmer(2009)的研究。
表24.2列出了用于主要部门的产出PPP种

类。另外还对其质量进行了评估。根据下述标准,
PPP分为1级 (非常差)至5级 (非常好)。行业

水平E-PPP的质量取决于最终支出在总使用量中

所占的份额以及进口在总供给量中所占的份额

(如上节所述)。这一质量可依据投入产出表予以

评估 (参见前述内容)。O-PPP的质量评估标准不

同于E-PPP。从概念上讲,O-PPP参考的是国内

生产规格品的价格。但如前所述,O-PPP的主要缺

点是规格品结构和质量问题。特别是涉及高科技货

物或异质服务时,O-PPP会受到影响。另外,许多

服务因为没有合适的价值数据且难以定义数量,因

而无法获得单位价值数据。因此,O-PPP仅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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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品相对同质且规格品质量问题差异很小的行业。
农业产出几乎囊括了所有被其他企业用作中

间投入 (而非最终消费)的规格品。因而对于农

业来说,支出法PPP不能用于替代农业产出类

PPP。因此本研究在得出农业PPP时,沿用了

ICOP关于农业研究的方法 (Rao,1993)。我们仅

依据了生产法PPP,这一PPP是根据粮食和农业

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
FAOSTAT数据库提供的生产者价格数据得出的。
该数据库总括了多达146种农业规格品的数量和农

场价格价值数据。类似地,在涉及采矿业和多数

制造业时,我们均使用了单位价值比。欧洲国家

的单位价值是基于PRODCOM得出的,其中包含

了欧盟成员国经协调的规格品数据。PRODCOM
数据库包含了7000种规格品条目的数量和销售价

值数据,这些规格品条目是根据NACE划分的。11

该数据库主要是根据最初的国家生产普查和行业

调查得出的,但是使用了一套调和规格品编码系

统 (a
 

harmonized
 

product
 

coding
 

system)。
PRODCOM大大增加了规格品匹配数量,这也是

构建单位价值比率的基础所在。针对非欧洲国家,
使用了来自国家生产调查的可比数据。另外,汽

车行业使用了Hedonic单位价值比。

表24.2 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中行业PPP的数据来源和定级

行业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法
(ISIC)第三版编码

等级 采用的PPP类型 备注

A.产出类PPP

农业 01-05 5 O-PPP 同质货物

采矿和采石 10-14 4 O-PPP 同质货物

制造业 15-37 4 E-PPP/O-PPP

食品、饮料和烟草 15、16 4 主要为O-PPP 同质货物

基本货物 17、20、21、23-28 4 主要为O-PPP 同质货物

非耐用品 18、19、22、36、37 4 主要为O-PPP 同质货物

耐用品 29-35 2 主要为E-PPP 质量、进口和范围问题

电力、煤气和水供应 40、41 4 E-PPP/O-PPP 同质货物

建筑业 45 4 E-PPP 高支出份额

贸易 50-52 2 O-PPP/E-PPP 质量问题

酒店和餐饮业 55 4 E-PPP 高支出份额

运输业 60-63 3 O-PPP 质量问题

通信业 64 3 O-PPP 质量问题

金融业 65-67 0 E-PPP 参考PPP

房地产活动 70 4 E-PPP 高支出份额

商业服务 71-74 1 E-PPP 低支出份额

公共管理和国防 75 1 主要为工资 基于投入PPP

教育和医疗 80、85 1 主要为工资 基于投入PPP

其他服务 90-95 2 E-PPP 不同的规格品组合

B.中间投入类PPP

所有行业 1-4 E-PPP/O-PPP
基于产出PPP,因此等
级取决于投入规格品的
结构

C.资金投入类PPP,所有行业

建造业 3 E-PPP 投资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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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法
(ISIC)第三版编码

等级 采用的PPP类型 备注

机械和设备 4 E-PPP 投资PPP

D.劳务投入,所有行业 4 工资 各劳务类型的相关工资

  注:级别:0=不可用;1=非常差;2=差;3=可接受;4=有用;5=非常有用。E-PPP指OECD1999年轮支出法PPP,O-PPP指

1997年生产法PPP(Timmer、Ypma和van
 

Ark,2007),ISIC=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法。

  诸如纺织业、纸浆和造纸业、基本金属业、
非金属矿业以及化学行业等大多数制造业产出都

包含了相对同质的基本货物,因此O-PPP的质量

相对较高。但对于生产精密专业货物如电气和非

电气设备、运输设备以及仪器的制造业来说,O-
PPP数据则不准确。对于此类行业,数据集主要

使用了ICP中经调整的支出组成PPP (adjusted
 

component
 

expenditure
 

PPPs)。尽管其质量高于

单位价值比的质量,但质量问题仍然是困扰高科

技货物购买者价格比较的一大问题。
流通部门不能直接使用E-PPP,因为这些部

门的产出是依据销售/采购利润衡量的,并且还需

要对中间采购进行单独缩减。但是通过调整每一

项的利润与销售额之比,E-PPP可以用于零售部

门。对于零售贸易来说,单个支出类别的支出法

PPP直接应用于销售产出。利润层面的PPP是通

过所有货物销售PPP的加权平均得出的,并对两

国利润与销售之比的差异做出修正。对于批发贸

易来说,仅批发部门购买的货物的单位价值可以

观察。利润类PPP是通过调整两国间利润与成本

之比的差异 (differences
 

in
 

margin
 

to
 

cost
 

ratios)
得出的。零售和批发销售、采购和利润信息来源

于国家贸易普查和调查数据。尽管这一方法优于

使用未经调整的E-PPP,但是仅对于贸易服务质

量的差异做出了部分调整。该方法的进一步讨论

请参见Timmer和Ypma(2006)的研究。
运输和通信服务使用的是UVR,该比率是基

于多种国际资源中的价值和数量数据得出的。由

于中间使用的水平很高,E-PPP的替代意义不大。
但如果关于使用规格品的描述相对宽泛 (区分的

规格品组多达九组),则UVR的质量低于制造行

业UVR的质量。
至于其他部门 (如建造业),生产法PPP质量

很差,或者根本无法得出。所以通常使用经调整

的支出法PPP。从概念上讲,对于建造业、酒店

和餐饮业以及房地产活动,支出法PPP能够很好

地替代总产出PPP,12因为此类行业几乎所有的产

出都是最终支出,极少涉及出口和进口活动,所

以只需少量的调整。然而,ICP支出法PPP本身

的质量并不总是很高 (例如建造业)。
至于其他行业,支出法PPP的替代意义不大,

因为其服务中相当大的份额都是用于中间消费,
而非最终消费。并且生产者使用的服务组合与最

终消费者使用的服务组合差别很大,例如商业和

其他服务。因为缺少替代方案,我们使用了经调

整的支出法PPP,但注意在表24.2中它们不能很

好地替代产出PPP。
关于金融业的支出法PPP是参考PPP,这一

PPP是基于整体支出PPP而非金融服务的相对价

格得出的。因为当前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中

都已对金融产出进行了缩减,这一做法可能是比

较保险的,但很明显这一做法也不尽人意,因此

在金融产出和价格方面还应做更多研究。
公共管理、教育和医疗行业未使用支出法

PPP。几乎所有国家这些部门的产出都是用投入法

衡量的。目前有些国家也开始使用真实产出测算

法。但总的来说,我们关于投入可用于衡量产出

的这一假设是成立的,特别是对于基准年 (1997)
而言。暗含的前提是所有国家的生产率水平都相

同。换句话说,产出类PPP应为投入类PPP的加

权和,权重表明投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然而,
当我们将这些行业的投入类PPP与OECDA给出

的支出类PPP相比较时,就会发现两者有较大差

异。特别是OECD使用的劳动类PPP,与我们得

出的劳动类PPP完全不同。针对该部门的PPP,
ICP准许做出进一步详查 (参见本书第11章)。因

此,我们决定将非市场服务 (行业L、M、N和

P)的产出类PPP定义为我们得出的投入类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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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权和。相应地,这些行业的比较多要素生产

率水平按照定义则均等于1。
中间投入类PPP应反映中间交易规格品的成

本,并且应与投入产出表中使用的价格概念相匹配,
即基本价格加上净税额。得出各个行业的投入类

PPP时,与之相关的数据问题比采用产出法时要大

得多。通常没法找到与产出类PPP平行的投入

价格。
商业统计调查和生产普查提供的关于制造业

投入的数量和价值信息很少或几乎没有,对于非

制造业来说,提供的信息也很不完整。另外,因

为其仅包含最终支出类别。支出法PPP明显不能

反映中间投入的价格,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产

出PPP代替相对中间投入价格,假设规格品的基

本价格与其用途无关,也就是说,我们使用同一

行业的总产出PPP来反映该行业向其他行业的所

有中间交付。特定行业的总中间投入PPP可以通

过在交付行业的产出PPP加权中间投入得出。进

口货物则单独归为一类,并且将汇率作为进口的

转换因子。理想情况下,人们会根据贸易数据单

独测算进口类PPP,因为即使是在国际贸易中,
也无法证明单一价格法则适用于所有货物。然而

到目前为止,这些数据还无法获得。
产出类和中间投入类PPP相结合,可以计算

前面提到的增加值类PPP。表24.3列出了关于

1997年市场经济和三大主要经济部门 (制造业、
其他货物和市场服务)的增加值类PPP。

表24.3 1997年部分国家的增加值类PPP的测算数据 (单位:本国货币与美元之比)

GDP (OECD)
增加值类PPP

市场经济 制造业 其他货物 市场服务 汇率

澳大利亚 1.32 1.44 1.88 0.99 1.48 1.35

奥地利 0.92 1.26 1.36 1.19 1.22 0.89

比利时 0.91 1.06 0.94 1.26 1.06 0.89

捷克共和国 12.70 16.00 15.20 15.40 18.10 31.70

丹麦 8.43 9.07 11.16 11.22 7.81 6.60

芬兰 1.00 1.02 1.01 0.85 1.08 0.87

法国 0.97 1.18 1.07 1.48 1.13 0.89

德国 0.99 1.08 1.05 1.52 1.01 0.89

匈牙利 85.00 96.50 89.90 132.10 90.90 186.80

爱尔兰 0.85 0.99 1.13 1.17 0.94 0.84

意大利 0.82 0.96 0.70 1.02 1.07 0.88

日本 168.00 229.00 166.00 366.00 230.00 121.00

卢森堡 0.96 0.94 1.13 1.77 0.75 0.89

荷兰 0.91 0.99 1.09 1.44 0.88 0.89

葡萄牙 0.67 0.75 0.91 0.82 0.68 0.87

斯洛文尼亚 0.46 0.59 0.53 0.69 0.62 0.67

西班牙 0.72 0.86 0.87 0.93 0.84 0.88

瑞典 9.30 10.30 10.40 10.00 10.20 7.63

英国 0.63 0.75 0.74 0.85 0.71 0.61

美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增加值类PPP是依据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得出的 (Inklaar和Timmer,2009);GDP
 

PPP和汇率数据由OECD提供
(2002)。GDP

 

PPP是由1999年数据外推而得的,参见OECD (2002)。
注:所有数值均为本国货币与美元之比。对于1999年采用欧元的国家来说,1999年的汇率采用使用欧元前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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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提供了汇总GDP水平的PPP以及来自

OECD的可用汇率,这两项在前述研究中都曾被

用作替代选择。正如文献中提及的,该方法忽视

了不同行业的价格差异以及中间投入和产出的价

格差异 (通常被视为其主要不足之处)
 

(Serensen,
2001)。增加值类PPP则是通过分别缩减产出和中

间投入取得的,如方程式 (24.9)所示。如表

24.3所示,部门增加值与 GDP
 

PPP的比值在

75%和超过200%之间变化。市场经济的PPP通常

高于GDP
 

PPP,主要是因为后者包含非市场服务,
而根据OECD的PPP结果,美国的非市场服务价

格要高于其他国家。重要的是,从该表可以看出

各部门的相对价格差别很大,这也证实了Seren-
son和Schjerning (2008)以及van

 

Biesebroeck
(2009)的研究成果。例如在日本,其他货物的

PPP远远高于制造业货物的PPP。这一差别主要

是因为农业部门的产出价格很高,这源于日本农

业的竞争力差且对农规格品存在较强的进口保护

(van
 

Ark和Pilat,1993)。采用总水平GDP
 

PPP
会大大高估这一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总之,我们

所列的国家中,制造业的增加值PPP与GDP
 

PPP
相差16% (对数差的绝对值)。这个可以直接转化

为生产率水平测算值相差16%。对于市场服务来

说,其差值与上述差值相当 (15%),但对于其他

货物来说,差值就更大了 (32%)。

劳动类PPP和资本类PPP

生产率方程的分母中采用同质 (或 “原始”)
劳动概念 (例如工人数量或总工时),在进行比较

时无需对劳动投入进行货币转换,因为比较已经

是采用物量进行了。涉及同质劳动概念时 (如不

同技能的工人),则需用到劳动投入类PPP,修正

劳动报酬总额由于不同种类工人引起的相对价格

方面的差值。理想情况下,劳动投入类PPP应依

据劳动成本计算,包括生产者在雇佣劳动过程中

产生的全部成本,如征收的税款、支付的医疗费

用、雇主支付的其他类型的保险和退休金、金融

收益 (如股票期权),以及实物报酬的价值和津贴

(住房补贴和租房补贴)。
劳动PPP代表两国之间一单位劳动的相对价格。

对于每一类型的劳动,相对工资都可以计算出来。欧

盟KLEMS增长核算项目将劳动分为18种:包括两个

性别分类,三个年龄段分类和三个教育程度分类。按

教育程度分类分为低技能 (初等、初等和初级中等教

育———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ISCED),ISCED
 

0-2),中

等技能教育 (高级中等教育,ISCED
 

3)和高技能教

育 (全部高等教育,ISCED
 

5-7)。但是专门用作水平

比较时,这一分类比较粗略,而且可能产生误导,因

为欧洲和美国的教育体制差别很大。特别是职业教育

系统的职能不同,因而很难进行国家间比较。例如在

德国,许多职业都要求从业之前的职业培训,但在美

国却不存在这种情况。基于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

院所做的研究 (参见 Mason、O’Leary和Vecchi,
2009),我们做了更加细致的比较,并进一步将中等

技能劳动分为三类,从而得到五种分类。但还需进一

步研究各国间学校教育的可比性。
为了将本国价格的资本投入测算转化成共同价

格,必须研究资本投入类PPP。资本类PPP从购买者

角度给出了两国之间使用一单位资本的相对价格。
资本投入类PPP的计算不像产出类、中间投

入类或劳动类PPP那么简单,因为资本投入是资

本服务概念,而非资本存量概念。为了获得资本

投入的相对价格,我们沿用了Jorgenson和Nish-
imizu(1978)的方法。假设两国新资本货物的相

对效率相等,PPPK
k 为C 国和基准国 (美国)资

产k的相对租赁价格,计算如下:

PPPK
k=PPPI

k

pK
k,C

PI
k,C

pK
k,US

pI
k,US

(24.18)

这一定义表明两国一个单位资本的相对租赁

价格取决于C 国和美国在K 类资产中新资本货物

的相对购买者价格 (PPPI
k)以及资本投入的相对

成本,其中pK
k 是使用者成本,pI

k 是投资价格。

使用者成本比pK
k/pI

k 可视为两国租赁类似资本货

物一年时间所需的相对价格。不考虑税款的情况

下,我们熟知的资本方程式中K 类资产的成本可

表示如下 (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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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
k

pI
k
≈r+δk+̂pI

k (24.19)

这一公式表明,使用者成本取决于名义收益

率 (r)、经济折旧率 (δ)和特定资产的资本收益

(以投资价格的变化 (̂pI
k)衡量)。

OECD
 

ICP收集了投资类PPP,这些投资类

PPP是关于1999年OECD (2002)的35种资本资

产的。因为已是购买者价格,所以在变成投入价

格概念时无需再进行调整。本研究采用一致更改

数据 (CCD)汇总程序,将这35种资产的PPP数

据汇总为八类。我们又采用欧盟KLEMS数据库中

按资产和行业分类的投资缩减指数,将这些PPP
数据调整至基准年 (1997年)。折旧率为几何比

率,各类资产的折旧率均不同,但欧盟KLEMS增

长核算中假设各国折旧率相等 (最初数据来自

Fraumeni,1997)。因为我们是采用事前方法进行

的资本测算,所以1997年的名义报酬率是10年期

国债收益率,这一数据取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这也表明了在无风险替代

方案中使用投资基金的机会成本。资产重估项可

从投资价格指数推出。为了将不时出现的波动变

化的影响降至最低,我们使用了1992-1997年的年

平均值。最后,我们将特定资产和行业的租赁价

格与资本存量 (取自欧盟KLEMS数据库2008年

3月发布的资本投入资料)相乘,得出事前资本报

酬数据。这完全不同于国民经济核算中给出的

(事后)资本报酬数据。我们按照比例将各类资产

的补偿数据标准化为国民账户数据。14

表24.4是关于1997年市场经济中劳动类和

资本类PPP的概述。作为参考,我们还包括了各

国的增加值PPP。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与美国

相比,许多国家的资本服务价格相对较高,通常

资本投入PPP比增加值或劳动类PPP要高得多。
特别是在东欧和爱尔兰,在生产中资本的使用价

格很高。另一方面,劳动—投入类PPP在各个国

家间的差别很大。诸如比利时、丹麦、德国和荷

兰,工资相对较高;而在葡萄牙、西班牙,以及

一些东欧国家的低收入国家,劳务投入的价格则

较低。

表24.4 1997年部分国家的劳动类PPP和资本类PPP
单位:本国货币与美元之比

增加值PPP 劳动投入PPP 资本投入PPP

澳大利亚 1.44 1.23 1.68
奥地利 1.26 0.95 0.98
比利时 1.06 1.22 1.07
捷克共和国 16.05 5.37 37.81
丹麦 9.07 9.86 9.50
芬兰 1.02 0.95 1.09
法国 1.18 1.04 1.31
德国 1.08 1.13 1.17
匈牙利 96.52 31.40 218.60
爱尔兰 0.99 0.72 1.24
意大利 0.96 0.85 0.88
日本 229.30 120.36 128.14
卢森堡 0.94 1.15 1.13
荷兰 0.99 1.00 1.07
葡萄牙 0.75 0.48 0.93
斯洛文尼亚 0.59 0.32 0.99
西班牙 0.86 0.66 0.82
瑞典 10.31 9.20 11.64
英国 0.75 0.60 0.82
美国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 (Inklaar和Timmer,
2009)。

注:所有数值均为本国货币与美元之比。对于1999年采用欧
元的国家来说,1999年的汇率采用使用欧元前的货币。

但这并非是因为后一批国家中低技能工人所占的

比例更高;我们比较的是所有国家中具备同等教

育程度的工人的工资。15

OECD生产率水平比较

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提供了行业层面的

比较价格、投入和产出量以及生产率水平的各项

结果。在本节中,我们仅提供了GGDC生产率水

平数据库的节选数据,详细结果请参见http://
www.ggdc.net/databases/levels.htm。同 时 我 们

还探讨了这些结果的敏感度。

生产率水平

通常,在进行生产率水平比较时,我们会将国

家投入产出表中给出的名义投入和产出数据,通过

一系列相对价格进行缩减,从而得出所需数据。此

类投入和产出的名义价值是依据国家行业投入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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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ndustry
 

input-output
 

table,IOT)的行业数据

以及规格品的国内和进口供给数据得出的。
我们无法获得所有国家在共同基准年的IOT,

所以我们采用供给使用表来构造可比较的IOT。
我们首先分析的就是各个国家的国家供给使用表,
计量单位为1997年的本国货币。其中加拿大、美

国和澳大利亚的供给使用表来自国家统计局。欧

盟统计局提供的欧洲国家供给使用表是基于共同

行业分类的,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行业层面数

据。而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供给使用表的分

类则需调整至欧洲国家的行业分类。使用表的增

加值板块仅区分了两个主要因素,即资本和劳动,
因此需进一步分解各要素投入。我们使用了欧盟

KLEMS数据库给出的劳动和资本报酬,其中更正

了关于个体经营者劳动收入的数据。我们从欧盟

KLEMS数据库获得了关于18种劳动类型各自的

总工时和工资 (O’Mahony和 Timmer,2009),

通过并入更加详细的教育程度数据,我们将其扩

展到了30种类型。资本报酬被分为三种ICT资产

(计算机、通信设备和软件)和五种非ICT资产

(居住建筑物、非居住建筑物、运输设备、其他非

ICT设备和其他资产)。总报酬中各资产的份额是

根据资本租赁价格采用事前方法得出的。然后我

们将特定资产和行业的租赁价格和资本存量 (取
自欧盟KLEMS数据库中的资本投入资料)相乘,
得出事前资本报酬数据。这完全不同于国民经济

核算给出的 (事后)资本报酬数据。我们按比例

将各类资产形式的补贴数据标准为国民核算数据。
我们这里将举例说明采用水平核算法 (level

 

accounting
 

method)可以得出何种结果,这一方

法十分有用。我们比较了1997年德国和美国运输

设备制造业的产出、生产和投入率。表24.5中分

别列出了两国的名义投入和产出以及相应的PPP。

表24.5 1997年德国和美国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比较例表

名义价值

德国
(单位:十亿欧元)

美国
(单位:十亿美元)

PPP
(欧元/美元)

相对物量
(德国/美国)

部门产出 141.8 454.8 1.25 0.25

 部门中间投入 87.2 291.5 0.96 0.31

  能源 2.7 3.7 1.32 0.55

  材料 63.0 180.1 0.94 0.37

  服务 21.5 107.8 1.02 0.20

 总增加值 54.7 163.2 2.04 0.16

  劳动 43.1 122.6 1.36 0.26

   高技能 10.4 34.9 1.32 0.23

   非高技能 32.8 87.7 1.37 0.27

  资本 11.6 40.6 1.13 0.42

   ICT资本 1.3 10.5 0.94 0.22

   非ICT资本 10.2 30.1 1.16 0.48

  注:ICT=信息通信技术。相对物量是通过德国的名义价值除以美国名义价值的相应PPP得出的 (资本除外)。资本的相对物量是基于
资本测算的事前方法得出的 (见正文所述)。

  前两列的PPP值以本国价格为单位,即德国

为欧元,美国为美元。第三列的PPP则是以欧元

比美元为单位的。这些PPP是基于特定行业的产

出和具体投入价格得出的。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德国的能源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价格都高于美国,

其中劳动更为明显。但是德国的材料和ICT资本

价格相对较便宜。最后一列中,我们给出了相对

物量,即德国的名义价值除以美国名义价值的相

应PPP的比值 (资本除外)。资本的相对物量是基

于资本测算的事前方法得出的。从最后一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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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美国运输设备的产出是德国的四倍。美国

在生产中使用的能源和非ICT资本相对较少,但

服务投入和ICT资本的投入高于德国。
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仅包含以1997年为

基准年的数据。该数据库的一大优点就是,它提

供了比较水平 (comparative
 

levels),从而对欧盟

KLEMS增长和生产率核算做了补充,同时这一数

据库沿用了欧盟KLEMS增长和生产率经济核算的

国家和行业范围、变量定义和原始数据 (O’Ma-
hony和 Timmer,2009)。同样地,基准年1997
年的水平和增长经济核算也可同时用于长期生产

率趋势的比较分析。表24.6和表24.7提供了

2005年的劳动和多因素生产率水平数据。这些结

果是由1997年的估计 (PPP组合)作为首选组合

外推至2005年得出的。该数据是欧盟KLEMS数

据库中可获得的最新数据 (2008年3月发布)。为

了将物量上的比较更新至2005年,我们简单采用

了两国在1997-2005年间的相对物量增长率。16在比

较市场经济时我们排除了公共管理、医疗、教育和

房地产,因为我们认为这些部门比较比总体经济比

较更有意义。这些部门的产出通常是通过投入测算

的,并且从定义上来说其相对生产率水平应相等。
表24.6 2005年OECD国家每工时的增加值 (美国设定为1)

市场经济
电气机械、
邮政和通
信服务

总制造业
(电气除外) 其他生产

市场服务
(邮政和电
信除外)

流通业
金融和商业
(房地产
除外)

个人服务

澳大利亚 0.69 0.38 0.53 1.41 0.67 0.64 0.69 0.75

奥地利 0.61 0.37 0.71 0.80 0.58 0.60 0.47 0.93

比利时 1.00 0.53 1.37 1.16 0.91 0.97 0.84 0.82

塞浦路斯 0.48 0.59 0.28 0.60 0.59 0.58 1.13 0.57

捷克 0.36 0.10 0.39 0.42 0.36 0.48 0.26 0.55

丹麦 0.80 0.36 0.65 0.87 0.93 1.10 0.78 0.97

西班牙 0.57 0.35 0.60 0.57 0.61 0.62 0.70 0.75

爱沙尼亚 0.24 0.04 0.10 0.38 0.30 0.24 0.86 0.52

芬兰 0.83 0.92 1.09 0.70 0.69 1.10 0.41 0.59

法国 0.74 0.69 0.95 0.59 0.76 0.89 0.57 1.01

德国 0.80 0.58 0.93 0.63 0.82 0.88 0.71 1.01

希腊 0.39 0.35 0.37 0.37 0.44 0.37 0.49 0.79

匈牙利 0.40 0.27 0.37 0.35 0.42 0.28 0.57 1.04

爱尔兰 0.84 0.42 1.74 0.43 0.75 0.65 1.06 0.67

意大利 0.58 0.49 0.81 0.66 0.51 0.46 0.69 0.45

日本 0.50 0.66 0.69 0.30 0.49 0.47 0.63 0.48

韩国 0.41 0.59 0.73 0.37 0.25 0.21 0.45 0.23

立陶宛 0.24 0.05 0.17 0.29 0.30 0.34 0.29 0.56

卢森堡 1.23 2.33 0.99 0.58 1.56 1.42 1.59 0.76

拉脱维亚 0.31 0.14 0.12 0.51 0.40 0.39 0.63 0.50

马耳他 0.38 0.15 0.25 0.47 0.41 0.43 0.37 0.86

荷兰 0.88 0.52 1.04 0.76 0.96 1.54 0.65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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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市场经济
电气机械、
邮政和通
信服务

总制造业
(电气除外) 其他生产

市场服务
(邮政和电
信除外)

流通业
金融和商业
(房地产
除外)

个人服务

波兰 0.38 0.09 0.35 0.26 0.56 0.66 0.61 0.63

葡萄牙 0.34 0.31 0.27 0.24 0.49 0.50 0.90 0.40

斯洛伐克 0.31 0.11 0.20 0.43 0.42 0.32 0.50 0.96

斯洛文尼亚 0.07 0.04 0.02 0.05 0.20 0.13 0.27 0.40

瑞典 0.90 2.49 0.92 0.87 0.82 0.80 0.74 0.52

英国 0.67 0.75 0.80 0.67 0.66 0.58 0.64 0.57

美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 (Inklaar和Timmer,2009)。
注:国家代码参见附件表格。MARKT=市场经济;ELECOM=电气机械、邮政和通信服务;MexElec=总制造业 (电气除外);

OtherG=其他生产;MSERV=市场服务 (邮政和电信除外);DISTR=流通业;FINBU=金融和商业 (房地产除外);PERS=个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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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7 2005年部分国家的多要素生产率 (美国设定为1)

市场经济
电气机械、
邮政和通
信服务

总制造业
(电气除外) 其他生产

市场服务
(邮政和电
信除外)

流通业
金融和商

业 (房地产
除外)

个人服务

澳大利亚 0.76 0.50 0.59 1.38 0.76 0.68 0.88 0.63

奥地利 0.69 0.48 0.77 0.98 0.64 0.62 0.57 0.82

比利时 0.89 0.51 1.18 1.06 0.82 0.74 0.91 0.84

捷克 0.46 0.19 0.56 0.59 0.43 0.47 0.37 0.55

丹麦 0.85 0.52 0.72 0.86 1.02 1.12 0.99 0.78

西班牙 0.73 0.42 0.67 0.91 0.78 0.61 0.95 0.88

芬兰 0.92 1.27 1.11 0.87 0.79 1.07 0.64 0.49

法国 0.82 0.94 1.00 0.76 0.81 0.91 0.61 0.95

德国 0.86 0.81 0.99 0.75 0.85 0.98 0.68 0.86

匈牙利 0.49 0.48 0.55 0.55 0.46 0.32 0.81 0.43

爱尔兰 0.97 0.56 1.61 0.58 0.90 0.70 1.55 0.53

意大利 0.66 0.62 0.84 0.79 0.60 0.45 0.76 0.61

日本 0.47 0.66 0.60 0.33 0.46 0.43 0.52 0.34

卢森堡 1.13 1.37 0.95 0.71 1.35 1.18 1.81 0.70

荷兰 0.94 0.55 1.02 0.83 1.04 1.55 0.79 0.79

葡萄牙 0.63 0.44 0.57 0.57 0.78 0.70 1.07 0.64

斯洛文尼亚 0.08 0.06 0.03 0.05 0.23 0.13 0.35 0.34

瑞典 0.86 2.65 0.87 0.95 0.77 0.70 0.73 0.45

英国 0.79 0.92 0.93 0.79 0.77 0.67 0.82 0.55

美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 (Inklaar和Timmer,2009)。
注:国家代码参见附件表格。MARKT=市场经济;ELECOM=电气机械、邮政和通信服务;MexElec=总制造业 (电气除外);

OtherG=其他生产;MSERV=市场服务 (邮政和电信除外);DISTR=流通业;FINBU=金融和商业 (房地产除外);PERS=个人服务。
多要素生产率是通过增值法计算得出的 (双面平减)。

  从表24.6可以看出,OECD区域内每工时增

加值的差别很大。比利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美

国相等,但其他所有国家均落后于美国。法国、
德国和英国的相对水平为70%到80%,意大利和

西班牙则不到60%。希腊和葡萄牙每工时增加值

甚至低于美国的40%。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中,
(非电气)制造业的相对水平最高,同时市场服务

的差距都很大。
表24.7提供了多因素生产率测算法 (MFP)。

在假设各国具有相同技术的前提下,MFP可以作

为衡量国家之间投入使用效率相对水平的指标。
MFP是在已经考虑全部投入差值的前提下,测算

产出差值得出的。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MFP水平的差异可以理解为隐含的技术水平的差

异。在表24.7中,我们列出了2005年20个国家

的生产率水平,其中包括资本数据。表中给出了

六大主要部门以及更高级别汇总的估值 (其中美

国设定为1)。从表中可以看出,欧洲MFP的差距

小于劳动生产率差距,因为美国的投入比大多数

欧洲国家都高。至于资本和技术,美国的投入通

常比其他国家要高。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制造业

的MFP差距最小,而市场服务业的 MFP差距则

最大。而在市场服务业内部,贸易和金融服务的

MFP水平通常较高,运输和商业服务则较低。

PPP和生产率水平的敏感度

水平核算 (level
 

accounts)的一个特殊问题是

增加值的双缩法。理论上说,增加值的价格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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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产出价格和中间投入价格得出。同样地,基于

增加值的 MFP测算的数据要求与基于总产出的

MFP测算的数据要求完全相同。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鉴于简要讨论的原因,

中间投入的价格通常被忽略了,转而以总产出

PPP替代。这一方法称为单缩法,与双缩法相对

应。如方程式 (24.8)所示,双缩法中考虑了中

间投入价格。单缩法也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即

只要各国的相对中间投入价格不随着相对产出价

格变动,单缩法增加值测算值就会存在偏差。
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双缩法也存在一些众

所周知的问题。一方面,双缩法要求的数据量更

大,因为除要求总产出类PPP数据外,还需中间

投入类PPP数据。但是又无法直接获得中间投入

类PPP数据,必须基于产出价格构建这一PPP
(参见本章第三节)。Hill(1971)认为,如果材料

投入价格的测算存在误差,使用单缩法的误导性

比使用双缩法可能还要小一些。又因为双缩法增

加值被定义为产出物量减去中间投入物量,这一

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即使在测算总产出物量时

存在很小的百分比误差,双缩法增加值的物量百

分比误差也比单缩法的大得多 (参见Hill,1971,
19)。这可能是国际比较项目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选择采用支出法而非生产法计算GDP的原

因之一。
Inklaar和Timmer(2008)指出,选择单缩或

双缩技术时,涉及的行业越细,生产率水平比较

的敏感度就越高。从市场经济层面来说,差别大

的仅仅是那些汇率远远高于1997年GDP
 

PPP的

国家 (如东欧国家,但也包括丹麦)。
从主要部门水平来说,差别通常较小,两种

方法都可使用。差别最小的是市场服务业,因在

产出中,中间规格品所占的份额很少。同样地,
中间投入价格的测量误差造成的影响也很小。货

物生产部门的差别可能会比较大,因为其中间投

入所占的份额要大得多,通常是占60%,而服务

业仅占30%。
如上所述,关于PPP的最优选择是采用Tim-

mer、Ypma和van
 

Ark (2007)提供的生产法

UVR和支出法PPP的组合。作为替代方案,GG-
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提供了一组仅依据支出价格

得出的结果。这说明了我们采用的混合法和纯支

出法的实证差别,例如Sorenson和Schjerning
(2008)以及van

 

Biesebroeck(2009)的研究。这

一替代方案依据的仅仅是支出法PPP,但农业和

采矿业除外,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这两个行业不

存在支出法PPP。这两个行业使用的是UVR测算

值。类似地,流通贸易业也不存在支出法PPP。
所以取而代之的是GDP总支出法PPP。图24.1所

示的是比较对于PPP选择的敏感度。该图给出了

使用混合法PPP (我们的优先选择)和仅仅使用

支出法PPP的增加价值的对数比。
如图24.1所示,因为混合法PPP有时高于支

出法PPP,有时低于支出法PPP,所以差别也存

在两种情况。对于货物规格品来说,差别相对较

小,通常在5%以内。但市场服务的差别会大得

多。例如,仅使用支出法PPP时,意大利、韩国

和日本的实际增加值就比美国高出15%。我们从

行业层面加以具体分析,发现这一差别是由贸易

和运输部门的差异造成的。按部门分类的具体结

果参见本章附件。
对于其他市场服务行业来说,因为仅有支出

法PPP,所以两套PPP没有什么区别。亚洲和东

欧各国中这些服务业的支出法PPP都极低。而这

些支出法PPP指的是公共运输的高补贴价格,与

面向企业的运输价格没有太大关系。要对国民核

算统计发布的数据中存在的直接和间接巨额补贴

进行修正,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
对于北欧国家来说,基于支出价格得出的流通类

PPP的测算值看起来过高。从附件可以进一步得

出,汇总水平越低,差别就越大。对于以国家单

元划分的个别行业来说,这两种测算值的差额就

更明显。

结论

在本章,我们概述了行业层面的生产率水平

比较方法,并列出了取自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

库的30个OECD国家的部分比较结果。按部门分

类的生产率水平比较不仅要依据产出类PPP,还

要依据中间投入类、资本类和劳动投入类PPP。
此类数据不仅是学术界和国际组织关注的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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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1997年部分国家根据不同PPP计算的增加值差额
资料来源:附件表格。

注:国家代码参见附件表格。该图给出了使用混合PPP (我们的优先选择)和仅仅使用支出法PPP的增加值对数比。增加值是单缩的。

是工商业界关注的问题,例如用于计算单位劳动

成本 (O’Connor,2008)。我们讨论了ICP收集的

PPP数据对该类研究的重要性。从生产方面比较

产出价格存在不足,因此需要补充使用支出法

PPP,特别是对于耐用品制造部门、建筑部门、以

及各类服务部门 (酒店业、房地产业、商业和个

人服务业)。另外,投资货物的支出法PPP对于构

建资本投入类PPP来说至关重要。
另外涉及将支出法PPP (基于购买者价格概

念)转换为行业产出类PPP (基于基本价格概念)
时,我们还对所需的调整类型进行了概述。通过

使用供给使用表框架,我们能够说明在何种情况

下使用对净税额和利润进行调整后的支出法PPP
可以合理地替代产出法PPP。一般来说,某一规

格品的中间使用和国际贸易程度越高,其支出法

PPP的有用性就越低。在SUT框架中,支出和产

出PPP的冲突,有助于对各类PPP的合理性进行

交叉检查。例如,我们发现公共管理、教育和医

疗的支出法PPP与从生产角度得出的相对工资数

据差别很大。基于这一发现,我们提出了关于

PPP有效性的新问题,并做了进一步详查。这也

说明了在国际比较中综合使用支出法PPP和生产

法PPP的重要性。
正如本章中所分析的那样,由于产出法PPP

的可用性很有限,在OECD国家中支出法PPP对

于生产率水平比较来说就至关重要,考虑到OECD
以外国家的生产法PPP数据很少,在非OECD成

员国比较时,就更需要使用支出法PPP。目前我

们正在开展新的研究,旨在进行更多国家的生产

率水平比较,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

亚、墨西哥和俄罗斯。生产率全球比较主要是依

据ICP的最新基准结果 (世界银行,2008)。

附件

1997年PPP选择的敏感度

经济体 总计
市场
经济

电气机
械、邮
政和通
信服务

规格品
总制造
业 (电
气除外)

其他
生产

市场服
务 (邮
政和电
信除外)

流通业 贸易
运输
服务

金融和
商业
(房地产
除外)

金融业
商业
服务

个人
服务

非市场
服务

澳大利亚 0.99 0.98 0.80 1.06 1.05 1.06 0.92 0.87 0.82 0.98 1.00 1.00 1.00 1.00 1.00
奥地利 0.93 0.91 0.92 0.90 0.86 0.99 0.93 0.83 0.87 0.75 1.00 1.00 1.00 1.00 1.00
比利时 1.02 1.03 1.20 1.07 1.09 1.03 0.99 0.92 1.11 0.60 1.00 1.00 1.00 1.00 1.00

544

第24章 使用支出法PPP比较部门产出和生产率



续表

经济体 总计
市场
经济

电气机
械、邮
政和通
信服务

规格品
总制造
业 (电
气除外)

其他
生产

市场服
务 (邮
政和电
信除外)

流通业 贸易
运输
服务

金融和
商业
(房地产
除外)

金融业
商业
服务

个人
服务

非市场
服务

加拿大 1.06 1.08 1.24 1.07 1.04 1.11 1.09 1.14 0.97 1.63 1.00 1.00 1.00 1.00 1.00
塞浦路斯 0.94 0.93 0.51 0.97 0.98 0.96 0.90 0.89 0.92 0.81 1.00 1.00 1.00 1.00 1.00
捷克 0.91 0.89 0.86 0.97 0.94 1.02 0.80 0.65 0.82 0.40 1.00 1.00 1.00 1.00 1.00
丹麦 1.04 1.06 0.88 1.08 1.11 1.04 1.06 1.12 1.28 0.82 1.00 1.00 1.00 1.00 1.00
西班牙 0.99 0.99 0.91 1.02 1.01 1.04 0.95 0.92 1.03 0.70 1.00 1.00 1.00 1.00 0.99
爱沙尼亚 0.86 0.82 0.71 0.97 0.93 1.05 0.69 0.51 0.74 0.28 1.00 1.00 1.00 1.00 1.00
芬兰 1.08 1.11 1.04 1.15 1.21 1.03 1.11 1.18 1.27 0.98 1.00 1.00 1.00 1.00 1.00
法国 0.98 0.97 0.89 0.98 0.96 1.02 0.96 0.94 1.04 0.73 1.00 1.00 1.00 1.00 1.00
德国 1.01 1.01 0.97 0.99 0.98 1.02 1.04 1.08 1.20 0.84 1.00 1.00 1.00 1.00 1.00
希腊 0.89 0.85 0.67 0.99 0.98 0.97 0.73 0.55 0.64 0.37 1.00 1.00 1.00 1.00 1.00
匈牙利 0.96 0.94 1.08 1.01 1.02 1.00 0.89 0.72 0.70 0.76 1.00 1.00 1.00 1.00 1.00
爱尔兰 1.00 1.00 0.82 1.05 1.11 1.00 0.98 0.97 1.14 0.70 1.00 1.00 1.00 1.00 0.99
意大利 0.94 0.92 1.00 1.02 1.01 1.04 0.83 0.68 0.77 0.48 1.00 1.00 1.00 1.00 1.00
日本 0.96 0.94 0.87 1.04 1.04 1.01 0.85 0.75 0.70 0.85 1.00 1.00 1.00 1.00 1.00
韩国 0.92 0.89 0.69 0.97 0.92 1.02 0.81 0.71 0.70 0.70 1.00 1.00 1.00 1.00 1.00
立陶宛 0.84 0.80 0.53 0.94 0.91 0.97 0.66 0.54 0.62 0.38 1.00 1.00 1.00 1.00 1.00
卢森堡 1.02 1.03 0.98 1.03 1.05 0.99 1.02 1.10 1.24 0.85 1.00 1.00 1.00 1.00 1.00
拉脱维亚 0.92 0.90 1.45 0.93 0.88 1.01 0.87 0.69 0.69 0.65 1.00 1.00 1.00 1.00 1.00
马耳他 0.96 0.94 0.69 0.96 0.99 0.94 0.92 0.94 0.74 1.31 1.00 1.00 1.00 1.00 1.00
荷兰 1.06 1.08 0.98 1.05 1.03 1.09 1.12 1.28 1.18 1.51 1.00 1.00 1.00 1.00 1.00
波兰 1.01 1.01 0.82 1.06 1.05 1.05 0.97 0.96 0.9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葡萄牙 1.01 1.01 0.82 1.04 1.07 0.99 1.00 1.03 1.04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斯洛伐克 0.85 0.81 0.90 0.89 0.89 0.93 0.72 0.53 0.67 0.32 1.00 1.00 1.00 1.00 1.00
斯洛文尼亚 0.97 0.90 0.77 1.00 0.99 1.04 0.80 0.65 0.73 0.50 1.00 1.00 1.00 1.00 1.30
瑞典 1.06 1.08 1.45 1.10 1.13 1.04 1.10 1.03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1.00
英国 1.03 1.04 1.37 1.05 1.08 1.01 1.04 0.97 0.90 1.08 1.00 1.00 1.00 1.00 1.00
美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依据GGDC生产率水平数据库计算得出。

注:除前两列,列标题为行业分类。上层标题 (粗体)表示下层行业的集合。MARKT=市场经济;ELECOM=电气机械、邮政和通
信服务;MexElec=总制造业 (电气除外);OtherG=其他生产;MSERV=市场服务 (邮政和电信除外);DISTR=流通业;G=贸易;
60t63=运输服务;FINBU=金融和商业 (房地产除外);J=金融业;71t74=商业服务;PERS=个人服务。

  该表给出了使用混合PPP (我们的优先选择)
和仅仅使用支出法PPP的增加值对数比。增加值

是采用单缩法缩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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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特此感谢Bart
 

van
 

Ark和D.S.Prasada
 

Rao对

本章初稿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本章的研究是欧盟KLEMS
关于增长与生产力的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欧盟委员会

研究总署资助,是欧盟第六框架计划 “政策支持和预期科

技需求”(优先级8)的一部分。

2.我们将美国作为基准国家并不意味着我们采用的是

星形比较系统。正如下文所述,我们将使用基准不变生产

率测算法。

3.请注意,因为我们在本公式资本测算和资本报酬中

采用的是收益率事前测算法,与方程式 (24.2)中作为权

重使用的资本报酬事后测算法不同。

4.我们汇总的是价格而非数量,是因为各国在价格上

的差异要远小于数量上的差异 (同样参见Allen和Diew-
ert,1981)。

5.参见van
 

Ark和Timmer(2009)近期所做的调查。

6.出口价值是按离岸价计算的,进口价值是按到岸价

计算的。出口离岸价本质上是购买者价格,包括送抵出口

国边境时的净税额以及贸易和运输利润。进口到岸价本质

上是基本价格,不包括过境后征收的净税额和国内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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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输利润。

7.税款包含规格品在销售点的所有税额,如销售税或

增值税。

8.更多信息请参见欧盟统计局编制的供给-使用表手

册 (欧盟统计局,2008)。

9.我们使用的最终支出价格和最终国内需求这两个术

语可以互换的。

10.另外,很难从最终支出价格中剥离出特定运输服

务类别的补贴 (如公共汽车、地铁和铁路运输价格)。

11.NACE是首字母缩略词,指欧洲共同体经济活动的

一般行业分类。

12.本PPP是根据租金的支出法PPP得出的。

13.本公式为近似法,因为我们未将二阶效应包括在

内。加上国家下标是为了防止混淆。

14.资本测算使用的这种混合方法请参见 Oulton
(2007)。

15.参见前一节的说明。

16.就最低层级的汇总来说,这一方法得出的数值与

基于国家缩减指数外推PPP得出的数值相同。就较高层级

的汇总来说,差别会增大,差别大小与产出份额的变化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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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BH 基本分类

BOCC 建筑构件篮子

BOQ 工程量清单法

CEM 消费等值法

CFC 固定资本消耗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STAT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

CPD 国家产品虚拟法

CPD-W 加权国家产品虚拟法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RD 国家代表产品虚拟法

DECDG 发展数据局 (世界银行)

DHS 人口与健康调查

EC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KS Éltetö-Köves-Szulc方法,由Elteto、Koves和Szulc发明

ESCWA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FISIM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KS Gini-Éltetö-Köves-Szulc方法,由Gini、Elteto、Koves和Szulc发明

GFCF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GK Geary-Khamis方法,由Geary和Khamis发明

HFCE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ICP 国际比较项目

IDB Iklé-Dikhanov-Balk方法,由Ikle、Dikhanov和Balk发明

ISCED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ISCO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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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 国家协调机构

NPISH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FM 价格因素法

PLI 价格水平指数

PPP 购买力平价

PWT 宾大世界表

RCA 区域协调机构

REER 实际有效汇率

RMSE 均方误差

SAR 特别行政区

SNA 国民核算体系

SPD 结构化产品描述

SUT 供给使用表

TAG ICP技术咨询组

UNSC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国家/经济体:本书中所提到的国家还包括以下经济体: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中国台湾地区。

054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 方法和结果



术 语

实际个人消费。衡量居民个人实际消费的规格品和服务的指标,包括居民购买的规格品,还有从政

府部门和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获得的诸如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服务项的价值。
可加性。可加性是汇总方法的一种特性,即在总量和其构成部分都采用当前现行国家价格计价时,

参与比较国家的国民账户总量结果等于其构成部分之和。可加性要求当采用国际价格计价时,总量与其

构成部分应同样具有此性质。某一汇总方法满足可加性的条件是,各参与国基本分类的实际值之和与其

汇总层级结果的实际值相等。具有可加性的汇总方法满足物量的平均检验,但会受到格申科龙效应 (Ger-
schenkron

 

effect)的影响。
总类。指与给定核算期内一系列规定货物和服务流量相关的一组交易,如常住居民消费品和服务的

购买总额、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总支出或者固定资本形成的总价值,还用于指具体一组交易的价值。
汇总。基本分类以上层面的PPP计算步骤,也指通过加权、求和、平均等步骤,得到基本分类以上

直至GDP层面PPP。
基国不变性。指国家间的相对购买力平价、价格水平指数和物量指数既不受所选计价国家货币的影

响,又不受所选基准经济体影响的性质。
基本分类。将GDP进行细分以计算PPP的最低层级,该层级旨在将规格品进行汇总。从理论上讲,

基本分类被定义为一组具有类似定义的货物或服务。实际上,基本分类被定义为最终支出中的最低水平,
在该水平上,我们可以测算出明确的支出权重。因此,实际基本分类可涵盖比理论上更广泛的货物和服

务。在基本分类水平上定义并测算支出,选定采价规格品,收集并确认价格,并首次对购买力平价进行

计算和平均。
篮子。具有明确定义的规格品和服务的通用列表,参与国需按照该表对规格品进行采价以编制PPP,

也被称为规格品列表或项目列表。
建筑构件篮子 (BOCC)法。2005年轮ICP用于测算建筑品PPP的方法,即采集在各国普遍存在的

一系列主要建筑构件和基本投入的价格。建筑构件用于描述施工项目中间阶段的具体物理产出,该过程

的关键要素是,将各复合构件测算得出的总体价格与安装的构件相衔接,包括材料、劳动力和设备成本,
也就是说,该价格与产出价格而非投入价格的关系更为密切。

偏差。PPP或物量指数中的系统误差。有许多原因可导致偏差的产生,包括未重视代表性、可比性

或一致性;未重视后续的价格收集和测算步骤;未重视采用的计算和汇总公式。
巨无霸指数。由 《经济学人》创造并应用的指数,以说明PPP的应用。该指数以麦当劳的巨无霸汉

堡在不同国家出售的价格作为计算基础。
双重比较。详见双边比较。
双边PPP。两国进行双边比较所计算得到的PPP。
工程量清单 (BOQ)法。欧盟统计局—OECD的国际比较项目采用此方法来测算建筑品的PPP。规

格品规格表详述了修建一个标准施工项目所需的劳动力、材料和设备成本。其包括损益、建筑师或工程

师费用以及管理费用。工程量清单法包括对一系列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施工项目的具体工程量清单进行

采价。
双边比较。指两个国家间的价格或物量比较,仅采用被比较的两个国家的数据。双边比较还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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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比较,即仅使用这两个国家的价格和权数计算二者之间的PPP。
桥梁国。在两个或更多独立比较 (涉及不同国家组别)间起到链接或桥梁作用的国家。桥梁国同时

参与两个比较,从而能将一组比较中的国家与另一组比较中的国家进行比较,反之亦然。
特征性。特征性要求将具有传递性的多边比较结果与双边PPP间的偏差降到最低。由于满足传递性

的多边比较结果会受到其他参与国的价格和数量数据的影响,故需要应将这些影响程度控制到最低。
特征。规格品的物理和经济属性,主要用于归类,还指规格品规格表中所列示的技术参数和价格决

定属性。
政府职能分类 (COFOG)。主要用于确定使居民个人受益和公共受益的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的种

类。例如:教育是政府在个人受益方面的支出;警察保护是政府在公共受益方面的支出。
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 (COICOP)。对三个机构部门的个人消费支出的分类,即居民、为居民

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和一般政府,他们最终希望通过这些支出实现这样的分类,为个人居民利

益的支出是个人消费支出。居民和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的所有最终消费支出均被界定为

个人消费支出,但是一般政府中只对个人服务的最终消费支出才被视为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公共消费支出。一般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上产生的最终消费支出,如国防、司法、行政

管理和环境保护。
可比性。可比性要求参比国所采价的规格品必须相同或等同 (若不相同)。对可比规格品进行采价确

保了经济体之间同一规格品的价格差异反映的是实际价格差异,并不受质量差异的影响。若两个或更多

规格品在物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上相同,或者这些规格品的相似性极高,消费者选择哪种规格品并无差别,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规格品具有可比性。

难以比较。一个用来描述非市场服务的术语,这些服务难以在国家间进行比较。例如,自有住房的

租金、某些政府服务和许多建筑品。
雇员报酬。在核算期内,雇主为回报员工的工作而向其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支付的全部款项。这些支

付款项包括现金和实物形式的薪酬总额、雇主的实际社会缴款和虚拟的社会缴款。雇员报酬是政府服务

成本中最大的构成项,也是2005年轮ICP中,政府服务所需要的唯一价格信息。雇员报酬将在政府、公

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职位进行调查。
一致性。一致性要求国家所收集的价格应与其测算GDP最终支出所依据的价格相一致,在大多数情

况中,这意味着所收集的价格应为国家年平均购买者价格。比较的基础是恒等式:支出=价格x物量,而

且物量可以通过支出除以价格得到。
消费价格指数 (CPI)。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的价格变化指数。
固定资本消耗。由于物理退化、正常报废或正常意外损坏,导致在核算期间用于生产的固定资产的

价值减少。
国家。本书中所指的国家包括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和经济体,如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
国家产品虚拟 (CPD)法。ICP应用的多边价格比较方法,旨在通过回归分析获得具有传递性和基国

不变性的基本分类PPP。该方法将购买力平价的计算视为一个统计推断问题,即测算问题而非指数问题。
除了随机干扰,基本假设为基本分类中单独规格品的购买力平价在任何既定的一对经济体间是不变的。
换言之,即假定一个既定基本分类中的不同规格品的相关价格模式在所有经济体中都是相同的。还假设

各国基本分类都有自身的整体价格水平,而且,该整体价格水平决定了该国基本分类中规格品的绝对价

格水平。
加权国家产品虚拟 (CPD-W)法。CPD方法的改进模型,对 “重要性”或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赋

予权重,测算结果具有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
国家代表产品虚拟 (CPRD)法。CPD方法的改进模型,对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使用隐含权重,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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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具有传递性和基国不变性。
国家变异系数。衡量一个国家基本分类PPP比率离散程度的指标。换言之,该系数衡量的是基本分

类层面各规格品价格水平的离散程度及基本分类PPP的可靠性。
数据审核。该过程用于审核价格、PPP以及在不同汇总阶段所用权重。
缩减。价格指数除以总量的当前价值,得到以按照基期价格计算的物量值。
Dikhanov表。是对计算PPP的CPD法进行诊断和数据审核的工具。Dikhanov表还用于编辑多个基

本分类所汇总的价格,该表的许多信息与Quaranta表相同,但更适合于在构成总类的基本分类和规格品

中对价格进行编辑。
直接租金法。按照出租住房的等价租金率测算自有住房PPP的方法。该方法假定自有住房的租金可

以从年限、面积和设施等方面,应用与其相类似的住房租金进行测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求统计机构

在测算时,应将出租人的明确住房服务和业主的 (隐性住房服务)(包括场地租金和住房结构租金)包括

在内。
直接物量法。测算自有住房PPP的方法 (也称之为数量方法)。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的物量比较包括住

房数量的比较。直接物量法要求提供对住房结构数量、位置和类型的普查型信息,再通过两步得到住房

服务的物量值。首先,使用建筑面积或全部住房的房间数量对住房服务数量作简单测算,再应用诸如电

和自来水等设施的质量指标将这些数量转化为物量。
经济体。经济体包括如下行政区域,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
欧洲比较项目。此项目是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主持下开展,旨在对欧洲区域国家进行比较。

该项目由欧盟统计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独联体国家联合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 (CIS-
STAT)和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Rosstat)组织。

欧盟统计局—OECD的PPP项目。在欧盟统计局和经合组织的协调下,该项目提供欧盟和经合组织

国家三年一轮的PPP。该项目与ICP(世界其他国家所参与的项目)紧密协调,以确保结果的可比性。虽

然是两个独立机构,但为了便于讨论,本书将 “欧盟统计局-OECD比较”作为ICP的第六个区域。
汇率参考PPP。将汇率作为PPP的基本类为:货物与服务出口额、货物与服务进口额、世界其他地

区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以及经济领土内非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
ICP执行董事会。此机构对ICP的重点、标准、整体工作计划和预算进行战略领导,并作出决策

(2005年轮ICP成员国列表详见第2章附录A)。执行董事会的代表均来自各机构 (国际组织或国家统计

局),且必须为领导人员。
穷尽性。该术语表示测算过程应保证GDP支出的完整性,例如包括非法购买、家庭生产或自有生产

和畜力车的支出。
GDP支出测算。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支出指标 (也称为国民核算的支出),是指家庭和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加上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 (减去进口)的总和。其测算原则为所有最终规格品被某人购买或全

部纳入库存。GDP按照支出法被细分为大类和基本分类,因为这样更易于获得这些构成项的基础价格。
国民经济核算中各项最终支出值,分别与居民消费和企业购置设备的国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

指数的数据和价格密切相关。
支出权数。支出构成部分在当期GDP中所占份额。
外推法。测算基准年之间年份PPP的方法。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 (FISIM)。对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了但未明确收费的金融中介服务的价值

进行的测接测算。FISIM由享受到银行和其他类型金融机构服务的人员 (家庭、非法人企业、公司和政

府)进行支付。
费舍尔 (费雪)型购买力平价。两个国家间的基本分类或总类PPP被定义为基本分类或总类的拉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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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和帕氏PPP的几何平均数,公式取决于将其用于计算基本分类PPP还是总类层级PPP。
固定性。是一种公约,当对一组国家进行比较时,其价格和物量的相对关系应与将其放到更多国家

的组别中进行比较时相一致。例如:ICP地区与欧盟统计局-OECD比较地区的价格和物量的相对关系在

全球比较中仍保持不变。若不要求固定性,任意两国在区域间的比较结果将不同于全球比较。
GK法。是计算基本类层级以上PPP和实际支出的一种满足可加性的平均价格汇总方法。该方法需

要构造国际价格向量矩阵。其获取方式是,使用PPP将参与国的本币转换为统一货币并使用经济质量结

构予以加权,从而得出平均的国家价格。通过使用支出对国家和国际价格比率进行加权平均,从而获得

各国PPP。而国际价格和PPP则通过同时求解一系列线性方程组来确定。GK法计算的PPP具有传递性,
且最终实际支出具有可加性。该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国家组合构成的变化可显著改变国际价格和经济体

之间的关系。另一个缺点在于,实际支出受到格申科龙效应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巨大的。GK法更适

合分析国家间的价格和物量结构。
一般政府。由联邦、中央、地区、州和地方政府单位以及由这些单位设立并控制的社保基金所组成

的机构部门。一般政府包括从事非市场生产的非营利性机构,它们由政府单位或社保基金控制并提供主

要资金。一般政府也指政府。
格申科龙效应。该效应仅适用于使用基准价格结构的汇总方法 (其中各国数量指标将通过一组价格

进行测算),或者使用基准物量结构的汇总方法 (其中各国的价格将通过一组数量指标值进行测算)。对

于使用基准价格结构的方法而言,各国GDP所占总量的份额 (一组比较国家的经济总量)随着基准价格

结构与自身价格结构相似性的降低而增加;对于使用基准物量结构的方法而言,各国GDP所占总量的份

额将随着基准物量结构与自身物量结构相似性的降低而增加。格申科龙效应出现的原因在于价格和物量

之间的负相关性。由于大国具有较高的价格水平而被赋予较高权重,使得贫穷国家的人均支出被高估。
Geary-Khamis方法和Ikle-Dikhanov-Balk方法均受该效应影响。

GEKS法。原名为
 

Elteto-Koves-Szulc(EKS)法,该方法可将一组不具传递性的双边指数转化为具

有传递性的计算步骤,其计算基础为任意两国间的直接PPP和间接PPP。虽然通过GEKS-PPP转换得到

的实际支出不具可加性,但更重要的是,其结果不受格申科龙效应的影响。该方法在汇总时将忽略各国

GDP的规模,平等地对待各国。GEKS*法与GEKS法大致相同,但不同的一点是,对重要性或代表性

规格品做隐含加权。
全球核心规格品清单。为了调查居民的主要消费价格,故在规格品和服务的区域清单基础上新增601

个规格品。该清单将作为2011年轮ICP区域链接的基础。
ICP全球办公室。该机构于2002年在世界银行成立,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实施ICP所需的日常工作。

全球经理负责其运营,专业统计人员和行政人员组成的团队将提供支持。全球办公室需定期向执行董事

会报告工作计划和预算,并且必须遵守世界银行的管理和诚信条例,包括与数据保密相关的所有要求。
全球办公室就日常活动向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局局长报告。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一般政府对单独货物和服务及公共服务产生的实际和虚拟的最终消费支出。是

一般政府的个人消费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总支出值。
国内生产总值 (GDP)。可以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且理论上来说,这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

相同。ICP使用的支出方法为合计在会计核算期间国家常驻机构部门产生的全部最终支出。GDP的主要

构成大类为居民个人消费支出、政府提供的个人消费支出、政府提供的公共消费支出和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该大类包括建筑品、机械设备在内的基本分类等其他规格品 (如软件)。
营业盈余总额。指净营业盈余加上固定资本消耗。在大多数国家,由于净营业盈余极小或为零,所

以营业盈余总额只包括固定资本消耗。固定资本消耗是指归政府所有的建筑物、道路、桥梁及其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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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诸如计算机、机动车辆和政府医院所使用的诊断设备等机械设备的磨损、毁坏和退化所导致的价值

减少。此项基本分类将使用参考PPP。
医疗卫生。该大类包括居民在购买医疗规格品、医疗电器和设备、门诊服务和医院服务方面的支出,

还包括政府在提供医疗福利和报销及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支出。
居民 (居民)。共同居住的一小群人,他们将部分或全部收入和财富集中起来,共同消费某些规格品

和服务 (主要是食物和住房),一个人也可以构成居民组成。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居民在个人规格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包括虚拟支出,以及不具有经济意义价格

的个人规格品和服务。
Iklé-Dikhanov-Balk(IDB)法。一种满足可加性的计算PPP加权平均方法。然而,其结果与各国间

经济效用比较并不一致。另外,大国对最终结果将会有较大影响。若大国的价格较高,则会高估贫穷、
较小的国家的价格水平。相较于同样具有可加性的GK法,IDB法的大国影响效应 (格申科龙效应)
更小。

重要性。应用于规格品的性质。重要规格品指的是在其所属的基本分类中,重要规格品占有较大的

支出份额。重要规格品可以在家庭总消费的支出份额较小,但在其基本分类中仍然具有重要性。
虚拟法。数据值缺失时应用的统计方法。在2005年轮ICP中,应用虚拟法计算了未参加比较国家的

PPP(GDP层级)。对于参与比较的国家而言,当其不能提供某些基本分类的数据时,也可使用虚拟法来

计算基本分类PPP。
实物收入。免费或补贴的住房、膳食、交通津贴、制服和其他衣着类规格品。其价值将通过雇主提

供这些物品的成本进行测算,即雇主生产这些物品所花费的生产成本,以及雇主支付的购买者价格。
间接比较。通过第三国来对两个国家之间的价格或物量进行比较。例如:对于国家A、国家B和国

家C,A与C之间的PPP可以通过A与B之间的PPP除以B与C之间的PPP获得,即PPP (A/C)=
PPP(A/B)÷

 

PPP(C/B)。
政府个人消费支出。一般政府在个人规格品和服务方面产生的实际和虚拟的最终消费支出。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居民在个人规格品和服务方面产生的实际和虚拟的最终消费支出。该支出还包

括以不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给个人的规格品和服务。根据定义,所有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都是为了

家庭的利益,而且具有独立性。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也被称为家庭的最终消费支出和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的个人消费支出。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在个人

规格品和服务方面产生的实际和虚拟的最终消费支出。实际上,由于NPISH的最终消费支出多为个人消

费,故所有的NPISH的最终消费支出按惯例均被处理为个人消费支出。NPISH的个人消费支出还被称

为NPISH的最终消费支出和社会实物转移。
投入计价法。用于获取非市场服务PPP的方法。对于政府来说,投入价格为雇员报酬,而用于测算

建筑品PPP的建筑构件法 (BOCC)篮子,也是一种基于各种不同类型建筑项目的所有主要材料和劳动力

投入的价格来测算建筑购买力平价的方法。
中间消耗。生产过程中作为投入而被使用或消耗的规格品和服务 (除固定资产以外)的价值。
国际比较项目 (ICP)。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研究项目,其目的是成立一个常规项目,通过计算全球

各国PPP,进而对GDP进行比较。该项目分别于1970年、1980年、1985年、1993年举办过几轮,参与

国数量分别为10、16、34、60和64,这几轮项目的执行由联合国统计司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负责。
2005年轮ICP由世界银行进行协调,2011年轮ICP也将由其继续主持。

国际元。通过购买力平价转换为以美元为基准的货币单位。各经济体在全球层面的购买力平价将美

国设为1,即将美元作为基准货币。这些PPP转换因子将以本国货币表示的GDP和总量转换为全球统一

货币表示,被称为以国际元为单位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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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品。在采价时被精确定义的规格品或服务,或包含于规格品列表中并赋予规格品描述的规格品

或服务。
Jevons指数。两国间单个规格品PPP的几何均值,即形成基本分类PPP。若矩阵完整 (无价格缺

失),基本分类PPP则具有传递性。
Jevons-GEKS指数。当价格矩阵不完整时,通过GEKS法可使Jevons指数具有传递性。当对代表性

或重要性规格品使用隐含加权时,Jevons-GEKS*是具有传递性的Jevons指数。
拉氏 (Laspeyres)价格指数。将基国的支出份额作为权数的基本分类PPP。
链接方法。在计算区域内各国的PPP后,将其结果与全球其他国家进行链接的方法。通过链接即可

得到不同区域间各国的PPP。2005年的ICP则使用了环国法和桥梁国法。
机械设备。该大类包括金属制品、通用机械、专用机械、电子和化学设备、运输设备和其他制成品。
极值比检验。通过比较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确定离群值的方法。
多边比较。同时比较两个以上国家的价格或物量,在所有配对国家中产生一致的关系 (即符合传递

性要求)。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的PPP都受到它们各自相对其他国家PPP的影响。
国家协调机构。在多数国家或经济体中,由几个政府部门为ICP提供国民核算数据和价格数据。在

这种情况中,指定其中一家部门作为国家协调办公室,并任命一名ICP国家协调员。
名义支出。使用汇率将GDP转换为统一货币,名义支出反映了国家间物量和价格间的差异。
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非营利机构,那不是由政府资助或管控的,向家庭免费或以不

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居民的自愿捐款。
非住房建筑。民居以外的建筑,包括属于建筑结构构成项的固定装置、设施和设备。
基准货币。选定为统一货币的币种,PPP和GDP的最终支出 (名义和物量)以此币种为货币单位。

基准货币通常为实际货币 (如美元),但也可以是为比较PPP而制定的虚拟货币单位。
其他规格品。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业等类别的规格品以及软件规格品在内的基本分类。
总变异系数。测度一个基本分类中全部PPP比率之间离散程度的指标。该系数还可衡量基本分类下

价格结构的一致性以及基本分类PPP的可靠性。系数越大,价格结构的一致性就越低,其PPP的可靠度

也越低。
帕氏-拉氏指数分离度 (PLS)。帕氏 (Paasche)价格指数与拉氏 (Laspeyres)价格指数之比。
帕氏价格指数。以非基准国的支出作为权重来计算基本分类PPP的加权平均值,可将该指数看做各

个PPP的调和平均,其权重为非基准国的支出份额。
贫困线。维持贫困人口基本生存所需营养的食物的最小成本,外加非食物支出补贴。使用PPP将国

家贫困线调整为国际元。
价格水平指数 (PLI)。基本分类PPP与汇率之比,该指数的参照基准是100。
生产率调整。调整非市场生产者对劳动力、资本和中间投入支付的价格,以使价格符合多因素生产

率的普遍水平。实际上,生产率调整是对非市场生产者 (政府实体)支付的劳动力价格 (政府雇员报酬)
的调整,以使该价格代表同样水平的劳动生产率。

规格品说明。从结构性规格品定义中产生的特征描述或清单,可用于确认采价规格品。规格品说明

确保了价格的国家可比性。规格品说明可以针对具体品牌和型号 (即说明中规定了特定的品牌和型号,
或一组可比品牌,以及可能的型号)或没有针对性 (即说明中只提供了确采价格和技术的相关特征,没

有指定品牌或品牌组别)。
购买者价格。购买者为获得按其要求的时间和地点交付的一组货物或服务而按市场价格支付的金额,

不包括任何可扣除的附加税或类似可扣除税款。一件规格品的购买者价格包括买方为实现在要求时间和

地点提货而单独支付的任何运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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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平价 (PPP)。购买同等数量的规格品或服务在A、B两国所花费的金额 (分别以本币表示)
比率即为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货币转换因子,可以消除不同国家间价格水平的差异。

数量法。对于没有租赁市场的国家,间接测算住房PPP的方法。国家间住房数量与支出关系的相对

测度等于价格乘以国民核算中的数量,以间接测算PPP。
Quaranta表。一种测度规格品和国家间价格离散程度的工具,以对基本分类中的价格进行审核。
最终实际支出。指通过PPP转换为统一货币表示的GDP层级的国家最终支出,此时已剔除价格水平

的影响,故转换后的支出仅反映国家间的数量差异。也被称为实际值。
参考PPP。参考PPP将其他基本分类所采集的价格应用于没有采价的基本分类。参考PPP可分为以

下几类:(1)基于价格的参考PPP(包括具体的和不明确的PPP);(2)基于物量的参考PPP;以及 (3)
汇率参考PPP。

参考物量法。用于测算非洲和亚洲地区住房PPP的方法。住房的相对物量等于居民消费的相对物量

(不包括住房)。
代表性规格品。在其所属基本分类中占较大支出份额的规格品,此种规格品也反映了基本分类中全

部规格品的整体价格水平。
“环”规格品。2005年轮ICP“环”清单中的规格品,是各区域采价规格品的构成项。环国首先对区

域列表中的规格品进行采价,再对 “环”清单采价,“环”价格用于计算区域间PPP (用于将区域内PPP
调整至全球)。

服务。用于订购的产出,不能脱离其生产过程单独进行交易。不能确定服务的所有权,在服务生产

完成的同时,服务也必须已经提供给了消费者。但一些服务产业虽然通常分类为服务产业,但它们的一

些产出具有货物的特征。这些产业与广义上的供应、存储、通信和信息传播、咨询和娱乐行业相关。这

些产业的规格品 (可以确定所有权)可按照所提供的这些产出的媒介可划分为货物,也可划分为服务。
标准差。是一个统计测度,显示不同的市场营销、包装和位置属性所产生的价格的固有变异性。标

准误差还被用于测算抽样误差,即由于价格的观测样本不是研究对象的全样本而产生的变异性。误差可

以是随机或系统的。随机误差通常指标准误差。系统误差被称为偏差。
结构化产品描述 (SPD)法。2005年轮ICP采用的新方法,它提供了系统、一致的方法来描述决定

规格品价格的特征。SPD提供了所有可能的特征组合,例如包装类型、包装尺寸、各种质量和品牌。实

际上采价规格品的特征描述就是源于SPD。
供给使用表。该表便于总结和呈现国内一组连贯的经济交易。供给表显示各规格品的产地 (国产或

进口),使用表提供规格品用作中间消耗或最终消费的信息。
调查框架。调查框架包括:(1)对各规格品的采价特征予以描述,以保证各国对同类规格品进行采

价,(2)确定采价规格品数量,(3)选择样本采价点。
国民核算体系。一套连贯的、一致的和综合的宏观经济账户、资产负债表,以及以一套国际公认的

概念、定义、分类和核算规则为依据的平衡表体系。
生产税。居民企业将生产的规格品和服务作为产出,由于生产这些规格品或服务而产生的应付税款

(即所生产的规格品或服务的每单位应付税款,如消费税和不可抵扣增值税),这些税款被称为规格品税;
以及由于居民企业参与生产而须缴纳的税款 (如工资税和机动车辆税),这些税款被称之为其他生产税。
ICP技术咨询组 (TAG)。该组负责就与ICP相关的技术问题提供建议。技术咨询组解决概念和方法

问题 (2005年轮ICP的成员清单请见第二章附件B)。执行董事会指定技术咨询组成员,他们都是在价格

或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
传递性。传递性要求,任何两个国家 (或地区)之间的直接PPP所产生的结果与通过第三国 (或地

区)的间接比较所产生的结果相同。有时被称为循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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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包括购买车辆、个人运输设备操作和运输服务等支出。
使用者成本法。当房屋所有人决定将其住房出租给其他人时,在确定市场租金时采用该方法测算其

成本。
贵重物品。主要用于生产或者消费的资产,预计会增值 (或者至少实际价值不会减少),在正常情况

下不会随时间而贬值,且主要被以价值贮藏方式加以购买和持有的资产。
增值税 (VAT)。对企业分阶段征收的规格品税。增值税范围广泛,通常囊括了大部分或全部货物和

服务。生产者只需向政府缴纳由于中间消耗和资本形成而征收的销售增值税与购置增值税之间的差额。
增值税通常不对出口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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