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uery on the Method of Studying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Retail 
Industry in Academic Circles 

Zhongyun Liu 

Xing Zhi College of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1,China 
752778638 @qq.com  

Abstract. China’s academia generally used western economics research methods of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to study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China’s retail industry. Because the retail industry 
includes a variety of formats, different business typ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goods. Make research the 
literature of retail trade concentration, computational content, neither can satisfy the wishes of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wo constraints. As a result, the calculated results 
cannot truly reflect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of China’s retai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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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界研究我国零售业集中度方法的质疑 

刘仲芸 1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陕西 西安，710061） 

摘要： 我国学术界普遍使用西方经济学产业集中度研究方法研究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由于零售业范围包括了多种不同

业态行业、不同业态所经营的多种不同种类的商品等等复杂原因，使得研究零售业集中度的文献，在计算的内容方面，不能

满足西方经济学界基本计算公式的愿意及两个约束条件的要求，造成了计算结果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

度的后果。运用西方经济学界通用的计算产业集中度原理，不适用于零售业这个包含复杂情况的特殊行业的产业集中度研究。 

关键词：中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研究方法 

引言 

面对我国零售企业的连锁化和规模化的快速发展，从 2000 年左右起，学术界便对我国零售业的有关

市场集中度问题开始了研究。但在诸多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存在着研究方法不科学的问题。本文就学术界

研究我国零售业集中度时常用的基本方法的科学性问题进行探讨。 

1 有关文献研究方法的简述 

市场集中度是指某个行业内少数企业的产值、产量、销售额、销售量等指标在该行业的支配程度。迄

今，研究我国零售业集中度的文献，基本上都是以下面的典型“公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 

 

从研究的角度看，大致可归纳为四类。第一类：以全国零售行业内最大的前 n 家零售企业的年销售额

之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N）的比重来计算集中度（王学军[1]、郝丽媛[2]、李颖灏[3] 等 ）。第二

类和第三类：从“区域市场集中度”和“零售业态集中度”两个不同方面研究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陈阿

兴[4]、赵凯[5] 等）。其计算“零售业态集中度”的方法是：对特定某一种零售业态中前 n 家零售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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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占该类业态全部企业销售总额的比重，计算某类零售业态的集中度。第四类：从地理区位角度研

究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即：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和集中率法，分析和计算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

地区零售业的起个集中度水平（王瑛[6]）。 

2 “公式”中所涉及的“n”和“N”的含义探讨与界定 

笔者认为，学术界对研究我国零售业集中度的方法存在不科学性的关键问题是：错误的理解和使用了

“公式”中“N”的“n”含义。因此，必须首先对“公式”中“N”和“n”的准确含义进行探讨和界定。 

2.1 原意的内含探讨 

我国学术界对零售业集中度的分析，基本上都是依据美国经济学家 贝恩 和日本通产省对 产业集中度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研究的。贝恩 和日本通产省对 产业集中度 研究在范围方面的原意，就是仅

限于一个产业（或行业）范围、一个种类的产品进行的。因此“公式”的数值“N”和“n”的原意（具体

含义）一定是：“N”只能代表某一个产业（行业）内的全部企业生产经营某一类产品的某计量单位（产值、

产量、销售额、销售量等）的总数值；“n”只能代表该行业内规模最大的前 n 家企业生产经营同一类商品、

相同计量单位的数值。 

2.2 原意中“N”和“n”的约束条件探讨 

以“原意”中界定的“N”和“n”的含义为基础，再考虑到零售业的具体情况，计算零售业市场集中

度时，必须对“N”和“n”的含义加上两条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一：“N”和“n”所包含的只能是一个单独行业中的相关数值。“N”不能是多个产业（行业）

各自某计量单位的总值再加总之后得出的数值；“n”也不能是多个产业(行业)内各自规模最大的前若干企

业生产经营某计量单位加总之后得出的数值。例如：“N”不能是“家用电器销售行业的销售总额”加上“服

装行业的销售总额”，再加上其它某些行业的销售总额而得出的总数值；“n”也不能是“家用电器销售行

业”、“服装销售行业”等各自行业内规模最大的前若干企业销售额相加之后得出的总数值。如果将不同零

售行业的相关数值混在一起计算，必然得出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的数据。现假设对比计算如下： 

首先，假设有三个不同的零售业态行业：行业 A、行业 B、行业 C。三个行业内部各自分别有同业态企

业 A1、A2....An；B1、B2....Bn；C1、C2....Cn。再假设这三个行业各自“N”和“n”的数值分别为： 

行业 A： A1＋A2....＋An = 120（N）；其中， A1＋A2 ＋A3 = 90（n） 

行业 B： B1＋B2....＋Bn = 100（N）；其中， B1＋B2 = 40（n） 

行业 C:  C1＋C2....＋Cn = 140（N）；其中， C1＋C2＋C3 = 70（n） 

那么三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率）数值分别为： 

A：90 ÷120 = 0.75；  B：40 ÷100 = 0.40；  C:70 ÷140 = 0.50 

很明显，这种计算方法能够比较清晰地映出三个不同零售业态行业各自的市场集中度状况（但这种方

法仍然存在违反了约束条件二的要求，具体内容在文章后面探讨）。 

其次，将这三个零售行业各自的“n”和“N”相关数值分别加总之后，再计算它们的市场集中度数据： 

N = 120＋100＋140 = 360；   n = 90＋40＋70 = 200 

三个行业的共同市场集中度（率）为：200（n）÷ 360（N）= 0.55 

我们对比前一种方法得出的数据，这种方法计算得出的市场集中度“0.50”，反映的是哪个行业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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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集中度？这样的计算结果有何实际意义？ 

约束条件二：“N”和“n”必须包含了全社会所有经营某类商品的全部相关数值。若全社会若干不同

零售行业在各自所经营的全部商品种类中，其中某一个或多个商品种类，被若干不同零售行业所同时重复

经营时，若只选择其中一个零售行业的“N”和“n”来计算集中度，那么该“N”和“n”就没有反映出全

社会所有经营某类商品的全部相关数值。下面我们进行一个假设验证： 

假设：有三个不同的零售业态行业（行业 1、行业 2、行业 3），三个行业各自所经营的商品种类组合

中都包含了商品“W”（被三种行业所重复经营）。被行业 1 经营的商品“W”的年销售额为 380；被行业 2

经营的商品“W”的年销售额为 410；被行业 3 所经营的商品“W”的年销售额为 310。那么商品“W”全社

会的年销售总额为：380＋410＋310=1100 

如果我们只计算“行业 1”的市场集中度，即是对行业 1 内的多个同类企业的商品种类组合的年销售

额进行相关计算。无论具体的计算内容与方法是什么，必然漏掉了行业 2和行业 3 所实现的年销售额：410

＋310=720。换言之，行业 1 所涉及到的“N”和“n”的数据，没有包含商品“W”全社会的全部实际年销

售总额。很明显，这样的计算结果不可能客观地反映出真正的市场集中度情况。 

2.3 “n”和“N”准确的含义与界定 

通过上述分析，现将“n”和“N”准确的含义与界定表述如下： 

在必然满足约束条件一：“N”和“n”所包含的只能是一个单独的行业中的相关数值，以及约束条件

二：“N”和“n”所包含的是全社会所有经营某类商品的全部相关数值的前提下，“N”必须是只能代表一

个产业（行业）范围内，生产经营同一个种类商品的所有企业的某计量单位的总值；“n”必须是该同一产

业（行业）范围内，规模最大前若干个企业，生产经营同一种类商品的同一计量单位加总的数值。一般意

义上讲，“N”总是大于“n”。 

3 我国学术界在计算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不科学性分析 

依据上述对“N”和“n”的含义的界定，对前面文献简述中提到的四类典型的计算方法存在的不科学

性进行探讨和分析。 

3.1 “以全国零售行业内最大的前 n 家零售企业的年销售额之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N）的比重计算

集中度”的不科学性分析 

这种计算方法存在两个方面的不科学性。第一，这种计算方法采取的“全国零售行业内最大的前 n 家”，

这个“全国零售行业”显然是包括了“家用电器零售行业的企业”、“超级市场业态领域的企业”等等多

个不同零售行业范围的“最大的前 n 家零售企业”。第二，该“N”是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据国

家统计局定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以及其它行业直接销售给城乡居

民和社会团体（用于非生产、非经营的商品）的消费品零售额。 很明显，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N”，所涉及的零售行业不仅更多更宽泛，而且与“n”所包含的具体行业（全国零售行业内最大的前 n

家）不可能准确对应。其中的“N”和“n”的内含全部都违反了“约束条件一”的要求。所以，“以全国

零售行业内最大的前 n 家零售企业的年销售额之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N）的比重计算集中度”这种

方法是不科学的，计算出来的数值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3.2 从“区域市场集中度”角度研究零售业市场集中度方法的不科学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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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市场集中度”角度计算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虽然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不同区域市场的

集中度数值，比“以全国零售行业内最大的前 n 家零售企业的年销售额之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计算集中度”得出的数值更具体、指向性更明确。但是，这种方法所涉及的“n”和“N”的具体内容看，

同样存在两个问题：第一，“N”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相关总数值，但却是各个具体区域市场范围的相关总

数值。这样的总数值，依然是包括了多个不同具体零售行业的区域性总数值，第二，在“区域市场”中的

“n”所涉及的排名前列的若干零售企业的所属行业范围，与“N”所涉及的零售行业范围也不会一致（不

是“同一零售行业范围内，规模最大前若干个企业”）。因此，以这种方法来计算零售业的集中度，“N”和

“n”的内含同样都违反了“约束条件一”的要求，其计算结果必然是不科学的。与“以全国零售行业内

最大的前 n家零售企业的年销售额之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计算集中度”相比较，两者的区别仅

仅在于：前者范围大、计算得出的数值很笼统，后者范围更具体、计算得出的数值指向性相对具体一些。 

3.3 从“零售业态集中度”角度研究零售业市场集中度方法的不科学性分析 

从“零售业态集中度”角度的方法，是对某一特定零售业态中前“n”家零售企业的销售额，占该类

业态全部企业销售总额“N”的比重来计算的。但此法同样违反了“约束条件二”的要求。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种零售业态（行业）所经营的商品并不一定就是一个种类的商品，往往是一种“商

品种类组合”，如超级市场业态的商品种类组合往往是“生鲜食品、酒水饮料、调味品、......”,百货商

场业态的商品种类组合往往是“服装鞋帽、金银首饰、化妆品......”，等等。虽然不同零售业态所经营

的商品种类组合都有各自的侧重点，但其中却存在着许多商品种类被重复经营的现象。如：“生鲜食品类”

往往被超级市场、生鲜超市、农贸市场等业态所重复经营，“家用电器类”往往被超级市场、百货商场、

专业店、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等业态所重复经营，等等。这种同种类商品被不同类零售业态所重复经营情

况十分更普遍。那么在计算该种零售业态的集中度时，代表该零售业态行业中“商品种类组合”销售额的

“n”和“N”中，必然缺少了其它零售业态经营某同类商品所现实的销售额。因此，该种类的商品在全社

会的实际市场销售总额，不可能被其中一种零售业态企业的销售额所真实地反映出来，而是少了。因而，

在计算任何一种“零售业态市场集中度”时，必然会出现被其它零售业态所重复经营的同种类商品的销售

额被漏计算的结果。所以，从“零售业态集中度”角度研究售业市场集中度方法，也存在重要缺陷。 

3.4 “从地理区位角度研究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方法的不科学性分析 

用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有针对性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零售业的集中度水平、差别和分布状况

进行了全面研究。但是，该方法用各类零售业态销售额在全国排名前 4 位的企业占全国同业态销售额的累

计份额方式入手来计算零售业集中度的方法，其基本计算原理，仍然与上述“以全国零售行业内最大的前

n 家零售企业的年销售额之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计算集中度”等方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其计算

公式中的“N”和“n”的内含包括了多个行业的数据，要么违反了“约束条件一”的要求，要么违反了“约

束条件二”的要求。其相关的计算结果也不能将现实的相关市场集中度情况客观真实的反映出来。 

4 结论 

1、西方经济学界对产业集中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原意是，只能依据一个产业（行业）范围内，生

产经营同一个种类商品的所有企业的某计量单位的总值，以及该产业（行业）范围内规模最大前若干个企

业，生产经营同一种类商品的同一计量单位加总的数值，计算其产业集中度情况。其基本计算公式中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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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N”和“n”必须满足约束条件一：“N”和“n”所包含的只能是一个单独行业中的相关数值；约束

条件二：“N”和“n”所包含的是全社会所有经营某单独行业内一个种类商品的全部相关数值。 

2、由于在零售业包括多种业态行业和多种类商品，与西方经济学界计算产业集中度只能涉及一个行

业范围的要求不符；各类零售业态的经营范围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含范围存在不对应性；不同零售业

态在所经营的商品种类组合中，存在着一些商品种类同时被其它零售业态所重复经营的现象等复杂原因，

使相关文献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界产业集中度研究方法，研究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时，不能满足“公式”

中“两个约束条件”的要求，使得研究计算结果不能客观真实反映出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状况。 

3、运用西方经济学界通用的计算产业集中度原理，适用于汽车制造业、钢铁冶炼业、家用电器制造

业、啤酒酿造业等等能够满足一个产业（行业）范围，并且生产经营一个种类商品前提下的产业集中度研

究，并不适用于零售业这个包含复杂情况的特殊行业的产业集中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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