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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市场景气分析的基础理论，构建了土地市场景气评价指标体系，应用景气指数方法对我国土地市

场景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土地市场前期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运行比较平稳，除

１９９９年土地市场偏冷外，其他均处于正常状态；后期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土地市场波动十分显著，偏热与偏

冷状态交替出现，这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经济运行机制等因素的综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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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气是一个抽象的经济概念，是对经济发展状

况的一种综合性描述，用以说明经济的活跃程

度［１］。我国的景气分析理论研究是从经济循环波

动问题入手的，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
［２］。长期

以来，有关景气分析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展，研究内

容不断丰富，从研究方法上看，呈现多元化、成熟

化，逐步由定性分析转向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包括合成指数法、基于概率模式分类法、判别分析

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景气指数法、信号法等［３］。然

而，总结已有研究发现，有关房地产预警［４］、土地市

场供给与调控管理［６８］、土地市场价格预警与监

测［９，１０］等的研究颇多，而土地市场运行状况的综合

定量分析和预警预报研究相对薄弱，现有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对特定尺度下的地价空间分异表达、

宏观调控的目标与途径理论探索等，而针对全国

范围的土地市场研究仍是空白。本文深入探讨了

土地市场景气分析的基础理论与总体框架，尝试

应用景气指数模型对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全国尺度下

的土地市场景气状况进行定量评估。

１　土地市场景气分析的理论基础与

总体构架

１．１　土地市场景气的理论基础

土地市场是指土地这种特殊商品在流通过程

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总和［１１］。土地市场景气状

况是指土地市场运行所处的景气或不景气状

态［１］，即过热、偏热、正常、偏冷、过冷等状态，是土

地市场供求数量、结构、节奏等运行态势的综合反

映。通常使用景气指数（或景气度）来定量刻画土

地市场的景气状况。从系统论角度看，土地要素

市场系统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核心构成，

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具有很强的联动效应。

１．２　土地市场景气分析的总体构架

土地市场景气分析系统的总体框架可分为横

向框架和纵向框架。横向框架由动态监测子系

统、景气预报子系统和决策调控子系统三部分组

成。纵向框架包括国家、区域、地区（省）、城市

（市）等各级土地市场景气系统，通过自下而上逐

级综合信息数据，进行汇总处理，然后自上而下

（宏观、微观）发布景气报告及调控政策，并辐射所

有行政区域和经济组织。

１．３　土地市场景气分析的运作流程

土地市场景气机制由警情、警源、警素、警兆、

警限、警度六要素组成。具体包括确定监测对象、

寻找警情的产生根源、选定警兆指标、确定警限、

核算综合指数、划分警级和预报警度七个阶段。

其中，明确警情是预警的前提和基础；寻找警源、

分析警兆是对警情因素的定性定量分析；预报警

度是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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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景气指数法

经济景气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黑色预警法、黄

色预警法（也称之为灰色分析法）和红色预警法三

种。在黄色预警方法中，又包括指数预警方法、统

计预警方法和回归预警方法。其中，指数预警方

法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对经济周期波动转折

点进行测定、分析和预测的有效方法，尤其以景气

指数方法为最。因此，本文选取黄色预警方法中

的景气指数法进行土地市场景气状况的定量评

价。

２．１　建立景气评价指标体系

土地市场景气评价指标体系是一系列相互联

系的、能敏感地反映土地市场状态及存在问题的

指标有机构成的整体。研究表明［１２］，影响土地市

场运行的因素包括宏观经济总体运行情况、产业

结构调整和优化情况、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房地

产业发展情况等。本文遵循重要性、可比性、灵敏

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尤其考虑本研究时间

跨度较大、全国性的指标统计数据获取较难等因

素，选择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面积和价款、国有土

地使用权转让面积和金额、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

面积和租金、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面积和金额、房

地产开发面积和投资额共１０项评价指标。

２．２　单指标循环波动分析

经济周期波动中包含长期趋势波动（犜）、季

节波动（犛）、景气循环波动（犆）和不规则波动（犐）。

本文采用年度数据，通过指数平滑法和回归分析

方法分别进行不规则波动调整和长期趋势波动调

整。指数平滑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犢 ＝ （犡犻－１＋２犡犻＋犡犻＋１）／４ （１）

式中，犡犻－１和犡犻＋１分别为上一年和下一年的原始

波动循环值。其中，本年度权重为２，相邻年度权

重为１。

２．３　指标分类

当前，比较常用的指标分类方法包括时差相

关分析法、犓犔 信息量法、回归分析法和马场

法［１３］。本文采用时差相关分析法，并结合指标重

要程度、专家意见及专家评分、经济大事记和经济

循环年表等因素综合确定基准指标。

２．４　指数计算

扩散指数（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Ｉ）、合成指数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ｎｄｅｘ）是当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景气

指数，本文采用扩散指数作为景气指数，但考虑到

传统的扩散指数计算方法存在明显的计算不稳定

性，容易导致预警失误等缺点，这里对其进行了改

进。定义波动强度指数犝ｐｉｔ为：

犝ｐｉｔ＝

０．５－０．５×（狌犻狋／犮犻）
犾，狌犻狋 ＜０

０．５，狌犻狋 ＝０

０．５＋０．５×（狌犻狋／犮犻）
犾，狌犻狋 ＞

烅

烄

烆 ０

（２）

狌犻狋 ＝ （狓犻狋－狓犻狋－１）／狓犻狋－１

犆犻＝
ｍｉｎ（狌犻狋），狌犻狋 ＜０

ｍａｘ（狌犻狋），狌犻狋 ＞
｛ ０

（３）

式中，狌犻狋为第犻个指标犡＝（狓犻１，狓犻２，狓犻３，…，狓犻犿）

的波动率；犆犻是根据经济指标序列的发展趋势进

行确定的。这里取犆犻为波动率狌犻狋在各时期的最

大值或最小值；犾称为偏好算子，反映了主观因素

作用的大小，其依据前一阶段各指标增长率的增

长方式而定。当属于等比增长模式时，可选犾＝

１；当前期增长较快而后期增长较慢时，犾可选（０，

１）中的适当数值；当前期增长较慢而后期增长较

快时，可选犾＞１的适当数值，但一般不宜大于３。

偏好算子的选取说明不同的人对经济指标波动认

识不同，研究中取犾＝０．５，则扩散指数的计算方

法为：

ＤＩ狋 ＝∑
狀

犻＝１

（狑犻狌狆犻狋）／∑
狀

犻＝１

狑犻 （４）

式中，狑犻为指标权重值，在这里暂不考虑权重影

响；狀为计算ＤＩ狋的原始指标个数。

利用上述改进的方法进行计算，ＤＩ是增长率

狌的连续函数，克服了传统扩散指数计算中ＤＩ随

狌的微小变化而突变或随狌的高幅变化而不变的

缺点。

２．５　建立景气信号系统

根据历史发展情况以及专家的经验，建立一

套合理的景气灯系统，利用计算所得的指数判断

市场波动运行状态，从而进行预警预报。研究中

采用３σ方法来划分景气界限，共划分出５个区

间，分别为（珚狓犻＋２σ，１）（红灯，过热）、（珚狓犻＋σ，珚狓犻＋

２σ］（黄灯，偏热）、（珚狓犻－σ，珚狓犻＋σ］（绿灯，正常）、（珚狓犻

－２σ，珚狓犻－σ］（浅蓝灯，偏冷）、（０，珚狓犻－２σ］（蓝灯，

过冷），其中，珚狓犻表示序列的均值；σ是序列的标准

差。

３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中国城市土地市场

景气评价实证分析

　　本文以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为研究时段，土地市场

交易数据全部来源于全国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系

统，各类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土地年鉴》。

８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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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单指标循环波动分析

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面积为例，根据散点

图，拟采用指数曲线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求出长

期趋势方程为狔 ＝ －９４．６９５狋３＋ ３４９２．５狋２－

１９０６３狋＋５９９１４，其中，狔为面积趋势值，狋为年

份序号，第一年为１，第二年为２，依次类推。按照

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面积评价指标的操作方

法，计算出其长期趋势值犚２＝０．９５７１。总体来

看，大部分指标的拟合精度都是比较高的。最后，

经过季节调整、长期趋势调整和不规则调整，得到

景气循环波动值（见表１）。

表１　土地市场景气评价指标的景气循环波动值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Ｃｙｃｌｅ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

年份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 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 房地产开发

面积 价款 面积 价款 面积 价款 面积 价款 面积 投资额

１９９３ ０．５５９５ ０．５２２０ １．２０４７ －１．０１６３ ０．４３８７ ０．４３２５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１９８ ０．９０６６ ０．７５１２

１９９５ １．３３７９ ６．５７７４ ０．４４７４ －０．６４４０ ０．７６９７ ３．０６００ １．４０５３ ０．０５０７ １．１４１７ ０．４１０３

１９９７ １．１７２６ ４．３８９１ １．３１０８ ０．４４２２ １．０６３６ ０．９３００ １．３７６９ ０．０８７５ ０．９９９８ ０．１７８０

１９９９ ０．７０７５ ０．６５３９ ０．７６８６ ０．３９９０ ０．９８３３ １．２０４６ ０．７８０６ ０．１１０５ ０．８４７６ ０．１１４８

２００１ ０．９０７４ ０．６４８６ １．１４３９ ０．８０６９ ０．９１０４ ０．７８７３ １．０４１８ ０．２０２５ １．０２４１ ０．１０３２

２００３ １．３３３１ １．２０５４ ０．９５００ １．３７８９ １．１５４１ １．０６７４ ０．９７３２ ０．３２５７ １．０６７０ ０．１０９５

２００５ ０．８３２７ １．００７６ １．０２０６ ０．９６４０ ０．７０４４ １．００３３ １．０３６３ ０．４５３７ ０．９６９１ ０．１１９５

３．２　指标分类

考虑到土地市场周期波动主要是由于供需不

平衡所引起的，而土地出让面积是当期土地市场

波动的直接反映，与土地市场周期波动一致，本文

采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进行指标分类。按照各指

标和基准指标的相关系数，犾取值为０～２，狇＝１。

据此，将９个指标分为三类，其中，最大相关系数

为犔（１）或犔（２）的指标为滞后指标，为犆（０）的指

标为同步指标，为犔（－１）或犔（－２）的指标为先

行指标。指标分类结果表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面积和价款、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面积和金额

属于滞后指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面积、国有土

地使用权抵押价款、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属于先行

指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租金、国有土地使用权

抵押面积和房地产开发面积属于一致指标。

３．３　指数计算

首先利用波动强度指数模型计算各评价指标

的波动强度；然后运用扩散指数模型计算出领先、

同步和滞后三组扩散指数，结果见表２。表２结

果表明，领先扩散指数约领先同步扩散指数１年，

同步扩散指数约领先滞后扩散指数１年，得到综

表２　扩散指数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

年份
先行扩散

指数

一致扩散

指数

滞后扩散

指数

综合扩散

指数

１９９３ " " " "

１９９５ ０．３９３７ ０．４１５２ ０．５４８３ ０．４５２４

１９９７ ０．５１５４ ０．３９８７ ０．３０４９ ０．４０６４

１９９９ ０．４１８２ ０．２７０４ ０．３４６２ ０．３４４９

２００１ ０．６０７９ ０．５８４９ ０．６１２２ ０．６０１６

２００３ ０．８６１７ ０．５６７５ ０．５０３４ ０．６４４２

２００５ ０．６４６７ ０．７１８６ ０．７１８５ ０．６９４６

合扩散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ＩＤＩ狋 ＝ （ＩＤＩ狋－１＋ＣＤＩ狋＋ＬａＤＩ狋＋１）／３ （５）

式中，ＩＤＩ为综合扩散指数；ＬＤＩ为先行扩散指

数；ＣＤＩ为一致扩散指数；ＬａＤＩ为滞后扩散指数。

３．４　土地市场景气结果分析

根据综合扩散指数值，计算得景气信号灯系

统为过热［０．７１７２，１］、偏热［０．６０１７，０．７１７２］、

正常［０．３７０７，０．６０１７］、偏冷［０．２５５２，０．３７０７］、

过冷［０，０．２５５２］。结合综合扩散指数计算结果，

对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的全国土地市场运行情况进行

分析。图１结果表明，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我国土地

市场发展总体上比较平稳，即大部分时间处于“绿

灯”（见表３）。与此同时，不同年份土地市场运行

状况差异显著，经历了一个先逐步下降稳步提

升剧烈波动的过程。其中，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间处

于正常状态；１９９９年有所偏冷；进入２１世纪以来

重新恢复到正常状况；随后，我国土地市场进入剧

烈波动变化阶段，２００３年处于偏热状态，２００４年

突然偏冷，２００５年再次偏热，直到２００６年才逐步

恢复到正常状况。总体而言，过去１０多年来，土

图１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土地市场运行的景气情况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Ｓｔａｔｅｏｆ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Ｔｉｌｌ

１９９４ｔｏ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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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综合扩散指数平滑预测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

年份
综合扩

散指数
犪＝０．２

误差

平方
犪＝０．３

误差

平方
犪＝０．４

误差

平方

１９９４ ０．５９７８

１９９６ ０．４１８８０．５６８７０．０２２５０．５５４２０．０１８３０．５３９７０．０１４６

１９９８ ０．４０１６０．５１２３０．０１２３０．４８１４０．００６４０．４５７３０．００３１

２０００ ０．４６７７０．４６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３７０．００１９０．３９９００．００４７

２００２ ０．５４７８０．４９０３０．００３３０．４８６３０．００３８０．４９６５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４ ０．３３６１０．５３０２０．０３７７０．５４６６０．０４４３０．５６７９０．０５３７

２００６ ０．４０６４０．５３２１０．０１５８０．５４６８０．０１９７０．５６２９０．０２４５

合计 ０．２３２３ ０．２３０９ ０．２３４８

地市场尚未出现“过热”和“过冷”状况，但近年来

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

重视。

４　结　语

本文引入黄色预警方法中的景气指数方法对

全国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城市土地市场景气状况进行

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国土

地市场总体运行状况良好，但市场运行的波动性

明显加剧，尤其是后期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伴

随着宏观经济运行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等，

土地市场在偏冷与偏热间的转变加速增大了土地

市场管理工作的挑战性。土地市场运行的这种不

稳定性状态应该引起国土资源部门的高度重视。

随着我国土地市场的日趋完善，土地市场预警分析

将成为全面了解土地市场运行态势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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