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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per-efficiency DEA model, the static efficiency and changing situation of publishing industry 

in 31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are measured. It is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value and scale efficiency value of publishing industry in China decrease year by year, and the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value increases year by year and tends to be stable. Finally, from the angle of media regulation,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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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基于超效率 DEA模型，测算我国 31个省级行政区域出版业的静态效率及其变化态势。研究发现，我国

出版业综合效率值与规模效率值逐年递减，纯技术效率值逐年上升且趋于稳定。最后从传媒政府规制

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出版业效率；超效率 DEA；传媒规制 

1. 模型原理解析与研究设计 

1.1. 超效率 DEA 模型 

Anderson 和 Petersen 于 1993 年提出超效率 DEA

模型。并改进传统 DEA 模型中无法对多个处于前沿面

的决策单元进一步分析的缺点。公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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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国出版业投入要素指标及数据选取 

本文将 31 个省级区域的出版业视为决策单元。选

取各决策单元制造业资产总额（其中包含印刷和记录媒

介复制业）与区域内出版业从业人员数作为投入变量，

用于表征出版业的资本要素投入与劳动要素投入。投入

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数据样本年份为 2015—

2017 年。 

1.3. 我国出版业产出要素指标及数据选取 

选取各决策单元图书出版总印数、期刊出版总印数

于报纸出版总印数作为产出指标，用于表征出版业的产

出变量。产出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数

据样本年份为 2015—2017 年。 

表 1 出版业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指标图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 

人员 从业人员数 

资本 制造业资产

总额 

产出 总印数 

图书 

期刊 

报纸 

2. 我国区域出版业静态效率的实证结果 

利用上述指标对我国出版业 2015—2017 的超效率

DEA 值进行测算。2015—2017 年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域出

版业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依次为 0.82、0.79、0.72，规模

效率的平均值依次为 1.24、0.72、0.69，纯技术效率的

平均值依次为 0.74、1.33、1.31。可以看出，我国出版

业的综合效率值偏低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并一直保持

于 1 以下。综合效率值偏低主要由规模效率所致，规模

效率值逐年递减，且 2015—2016 下滑最为严重。在综

合效率均值方面，排名前五的省市依次为：海南、甘肃、

上海、北京、山西。排名后五的省市依次为：福建、广

东、重庆、山西、河北。其中河北的综合效率连续 3 年

排名全国最低，其余省市的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层次

不齐。表明上述省市的出版业应着力于产业改革与创

新，改革为上，着力提高产业效率。 

静态效率值反映出我国出版产业规模与技术发展

的总体情况：我国出版业在媒体融合时期的规模效率呈

递减趋势且效率值均小于 1，规模效率也呈递减趋势。

表明出版产业与其余传媒产业，尤其是新媒体产业的媒

介互动、媒介整合情况不合理，表现为出版产业的产业

规模致使产业综合效率低下。基于此，出版产业的媒体

整合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应着重于不同形态媒介规模

的优质组合，达到 1+1>2 的效果。纯技术效率呈上升趋

势且 2016—2017 的值大于 1。表明出版产业与其它形态

的传媒产业互动融合时，自身的管理、技术等水平达到

优质标准。这也反映出我国传媒产业的融合之路中，管

理、技术等因素更容易把控，短时间内可优化调控。相

比之下，不同传媒产业的规模、结构的融合更为困难，

需长期调整。 

3. 我国出版业静态效率的区域评价 

3.1. 我国出版业现存问题 

3.1.1 综合效率 

我国出版业综合效率排名前三的地区为：华南地

区、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华中地区最低，并且极值差

异大。这与柳斌杰《发展高品位高质量高效益出版业》
[1]
一文中“出版社整体情况两极分化”的观点一致。表

明我国出版业现阶段总体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地区差

异大、普遍改进空间较大。我国出版业 TFP 指数排名前

三的地区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与华南地区，华东地区

最低。并且排名前四的地区 TFP 指数均大于 1，表明我

国出版业在媒体融合的转折期均着力于改革与探索，效

率值不断提高且趋于稳定。但总体尚有提升看空间。 

3.1.2 规模效率  

规模效率我国 7大区域中华中地区的规模效率值全

国最低。如图 2 所示，华中地区省份的规模效率值整体

偏低，均有很大改进空间。但其纯技术效率值普遍偏高，

均值排名全国第三。表明华中地区出版业的高效率主要

源于其技术与管理等因素，出版产业规模有待进一步改

革调整。 

 

图 2 华中地区 2015—2017出版业规模效率柱状图 

3.1.3 纯技术效率 

我国 7 大区域中华北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值全国最

低。如图 3 所示，5 省市的纯技术效率差异大且大部分

省市的纯技术效率值偏低。表明华北地区出版业技术和

管理水平导致华北地区综合效率低下；但其规模效率值

普遍处于较高水平，均值排名全国第二。表明华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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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效率主要源于优质产业规模结构，但技术与管理

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图 3 华北地区 2015—2017 出版业纯技术效率柱状图 

3.2. 出版产业发展困境的原因阐释 

政府绩效管理是政府各级组织部门之间依据约定

绩效协约而开展的管理活动
[2]
。完整绩效管理过程的实

施是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利器。同样，事先发现问题将

会推动政府管理行为实施的有效性与针对性。我国传媒

产业早已步入产业化进程之中。虽然产出要素不断增

加、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经济效益并不理想。从全国

范围来看，我国出版业的综合效率值不容乐观，其主要

因为规模效率值偏低，即主要因为企业规模因素导致效

率低下。究其原因，主有三点： 

3.2.1 产品结构 

我国传媒政府规制对于出版产业管制过于严格，表

现为我国出版业资本产出变量主体为教辅材料，产品结

构失衡。出版产品对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作用不

可替代。因此，出版产品产出结构应满足不同群众对于

文化层次需求的差异化，在提高出版品位的基础上打造

多形态、多业态、高质量的产品，以期适应媒介变迁带

来的受众环境。 

3.2.2 产业投入—产出模式 

我国出版业仍属于粗放型要素投入模式，产品产出

结构尚未与多业态出版结构的产业环境相匹配，导致出

版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失衡，表现为产业转型期

出口产品的资金投入与核算问题、传统生产模式企业员

工与领军创新型企业员工缺少的矛盾、传统出版的技术

设备与数字技术引进利用的矛盾。 

3.2.3 媒体环境 

产业化发展受到媒介变迁与媒体融合的冲击，表现

为印刷、电子、数字、互联网、大数据五种业态并存的

出版新结构与传统印刷产业结构的矛盾，短时间内调整

产业模式对于企业是一项艰巨挑战。对于此，因着力于

传统出版内容优势与数字出版技术优势的有机组合，打

造出版业发展新局势。 

4. 基于传媒政府规制的我国出版业发展策略 

4.1. 推进出版业市场化改革与机构转型升
级，优化产业结构与资本投入—产出模式 

在确保正确的政治导向前提下，降低市场准入门

槛，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新闻出版企业的改革中

来，弥补国有新闻出版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的资本。另

外，可以采用中外合资、中方控股的方式吸引国外著名

的出版集团成为战略投资者，提高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国

际化水平[3]。 

4.2. 推进出版业的媒体融合进程，促进数字
出版的发展 

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传媒产业面临着转型升

级的挑战，但也促进新型生产模式的实现。传统编辑出

版行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紧跟传媒发展形势，走多

元化出版之路。切实推进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升

级：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辟线上出口、学习成功经验，

在摸索中发展、改革为上，创新发展。 

4.3. 推进传媒政府规制改革与出版企业的供
给侧改革 

出版企业要根据政府规制背景、媒体融合情况、市

场发展环境优化内部资源配制、改善组织机构体制、提

高自身企业竞争力。在读者转移的现实情况下，加快供

给侧改革，满足受众的新需求。优越的制度有利于出版

业在市场中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有更大的发展掌控

度，使得出版企业更加开放灵活地制定适合的战略决

策，积极扩大国内外优质文化资产规模，努力开拓国际

市场[4]。 

4.4. 全面提高企业自身技术利用率、管理效
率，充分发挥规模优势 

我国大部分省市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都存在

较大改进空间。应重视创新编辑出版的模式，推动定向

化、个性化阅读模式的发展进程。从企业内部体制机制、

企业外部规制环境出发：提高自身现有技术利用率，并

不断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新媒体，促进企业技术效率

的提高；改善管理体制，促进自身市场化的发展，并激

发员工活力与创造力，促进企业管理效率的提高；充分

利用企业规模，发展多种利润来源与新出版平台，促进

企业规模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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