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饮酒是世界各地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并已成为

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过量饮酒已经

造成了非常严重且日益加剧的社会问题，具体可分

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健康问题。过量饮酒是引发肝硬

化、精神障碍、心血管病、高血压等 200多种疾病和

损伤病症的重要因素，其所引起的全球疾病和损伤

负担比例为5.1%（WHO，2014）。其二是过量饮酒直

接或间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担。毫无

疑问，不管是从保护消费者个体健康，还是从减少相

关经济损失和社会负担的角度来说，限制过量饮酒

行为都至关重要且必不可少。

如果将“限制过量饮酒行为”视为一种商品，那

么市场机制在提供该商品时是失灵的。这是因为：一

方面，消费者对含酒精饮料的需求价格弹性过低，市

场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将酒精饮料消费量保持在较低

或健康水平。另一方面，过量饮酒并不仅仅是消费者

的个人行为，它还会损害他人及社会福祉，即具有负

外部性。因此，限制过量饮酒行为需要政府部门的积

极参与。根据理性成瘾理论，过量饮酒同长期吸烟一

样是消费者个人的理性选择，这会降低消费者遵从

消费监管的意愿，严格的消费监管可能会导致市场

扭曲。相比之下，针对酒类饮料销售环节的间接监管

可能更具有可行性。那么，酒类饮料销售监管能否达

到有效降低饮酒量或减少过量饮酒行为，从而增进

社会福祉的预期目标呢？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尽管我国早在 1996年就开始实施酒类广告监

管，但鲜有学者对其实际实施效果进行研究。有鉴于

此，本文将尝试探讨这一问题，其主要意义在于：一

方面，为酒类广告监管的不断完善提供经验支持；另

一方面，为减少碳酸饮料等其他不健康食品的消费

提供实践参考。

考虑到白酒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以及烈

性酒在我国酒类饮料消费量中占比较高等因素，本

文将酒类饮料消费限定为白酒。为了评估白酒广告

监管对社会效益的影响，本文先后从理论分析与实

证分析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建立刻画代表性白酒厂

商行为的简单模型，并以此探讨白酒广告监管与白

酒市场销售量之间的关系。然后，对此进行实证

分析。鉴于酒后驾车是引发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一个

重要原因，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机动

车交通事故为例来考察白酒广告监管所产生的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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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分析

与白酒消费者不同，白酒销售者的数量相对有

限且分布比较集中。因此，对白酒销售进行监管在宏

观上更有效率且更具有可行性，但白酒销售监管有

着不同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白酒销售监管必须通

过影响销售量来间接作用于社会福祉，通过提高或

改变白酒销售监管强度，促使白酒企业调整生产经

营策略，从而使得市场销售量发生变动，而这种变动

无疑将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以及相关消费行为

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也就是说，分析白酒销售监管

必须考察白酒厂商对监管的反应，对于白酒广告监

管而言同样如此。下面，对白酒广告监管的潜在作用

进行简单的理论分析。

1. 基本模型。一般而言，白酒消费量往往和消

费者的支付能力及饮酒偏好（如对酒曲、酒质、酒度

的偏好）有较大关系。这意味着不同类型的白酒之间

有较低的替代性，因而白酒的细分市场边界较为清

晰。在此，将白酒市场分为高档白酒市场和低档白酒

市场。

从市场结构来看，高档白酒市场和低档白酒市

场都具有垄断竞争市场的典型特征：一方面，生产高

档白酒的厂商数量有限，并且彼此之间并非完全可

以替代。高档白酒之间的有限竞争，可以从实际销售

情况中得到验证：对于任意一个销售网点（如超市、

零售店、批发店等）而言，其所销售的高档白酒种类

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低档白酒一般表现出明显的区

域性特征。低档白酒的销售范围大多局限在厂商所

在地，并与本地的其他低档白酒进行竞争。因此，我

们认为白酒市场是垄断竞争的。

基于上述分析，假设白酒市场是垄断竞争的。事

实上，白酒市场的参与者既包括生产者也包括销售

者。但考虑到以下原因，我们将除消费者之外的市场

参与者统称为白酒厂商：一方面，白酒生产者普遍采

用代理销售方式，白酒销售者大多是白酒生产者的

下游代理商。另一方面，白酒销售中所采用的相关策

略或手段主要是由白酒生产者直接做出。为此，假设

在市场中存在着N（0<N≪∞）家白酒厂商，其向消

费者提供具有一定差异性的白酒产品，即假设每家

厂商只生产和销售一种白酒产品。从消费者角度来

看，白酒产品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香型、酒度、知名

度等方面。也就是说，白酒企业之间进行差异化竞

争。为简化分析，我们假定N=2。
在生产经营中，由于不存在进入壁垒，所以假设

白酒企业 i（i等于 1或 2）的固定成本为零。此时，白

酒企业 i的成本函数为：

Ci=C（Qi，Ai） （1）
其中，Q是指白酒企业的销售量（或市场需求）。

销售量越大，企业需要承担的成本就越高，因此有

∂Ci/∂Qi>0且∂2Ci/∂Qi
2>0。Ai是指白酒企业单位产

品的广告强度，广告强度的增大必然会提高企业成

本，故∂Ci/∂Ai>0、∂2Ci/∂Ai
2>0。企业投入广告的目

的在于提高自身产品的知名度，从而提高与其他企

业所生产产品之间的异质性，以便更好地参与差异

化市场竞争。

在垄断竞争市场中，白酒企业 i所面临的反需

求函数为：

Pi=P［Qi，Qj，m（Ai，Aj）］ （2）
其中，Pi表示企业白酒产品的价格；Qi是指白酒

企业 i的产量或销售量（假设市场最终是出清的，白

酒产量=白酒销售量）；Qj则是白酒企业 j的产量或

销售量。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垄断竞争市场中产品

的异质性会影响企业的定价能力。因此，需要将产品

异质性m纳入反需求函数之中。产品异质性同时也

反映了不同企业的白酒产品之间的可替代程度，其

取值范围为m∈［0，1］：若m=0，则说明不同白酒企

业所生产的产品是完全不同的，彼此之间不存在竞

争关系；若m=1，则说明不同白酒企业生产的白酒

产品完全相同，此时企业间的竞争关系最强。白酒产

品的异质性取决于白酒企业 i和 j的广告投入量，因

而m是关于Ai和Aj的函数。根据相关理论，显然有：

∂Pi/∂Qi<0、∂Pi/∂Qj>0、∂Pi/∂m<0、∂m/∂（|Ai-Aj|）<
0，即两家公司之间广告投入强度的差异越大，则两

种产品的异质性越强，因而m越小。

此时，白酒企业的利润函数如式（3）所示。白酒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将先后做出生产、定价、研发、广

告等决策，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πi=QiP［Qi，Qj，m（Ai，Aj）］-C（Qi，Ai） （3）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白酒企业的成本函数

和市场需求函数均为线性函数。也就是说，式（1）、
（2）、（3）可分别转换为：

Ci=（ci+βAi）Q （4）
Pi=a-b（Qi+mQj） （5）
πi=Qi［a-b（Qi+mQj）］-（ci+βAi）Qi （6）
其中：ci是白酒企业 i的边际生产成本；β是广告

投入的单位成本；a是白酒市场的容量（即白酒市场

的潜在消费需求量）；b的倒数反映市场对白酒产品

的需求价格弹性（此处，1/b实际上是需求价格弹性

的相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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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不对白酒销售进行广告监管的情况下，

求解白酒市场的均衡解。根据式（6）的一阶条件，可

以得到白酒企业 1和白酒企业 2的最优销售量分

别为：

Q1=
a- bmQ2 - c1-βA1

2b
（7）

Q2 =
a- bmQ1- c2 -βA2

2b
（8）

当达到市场竞争的纳什均衡时，两家企业的均

衡销售量分别为：

Q∗
1 =

(2 -m)a +mc2 - 2c1-(2A1-mA2)β
4b- bm2 （9）

Q∗
2 =

(2 -m)a +mc1- 2c2 -(2A2 -mA1)β
4b- bm2 （10）

此时，白酒市场的总销售量为 与 之和。下

面，将探讨白酒广告监管的影响。

2. 白酒广告监管的实际效果。与传统的“酒香

不怕巷子深”这一观念不同，当前白酒厂商纷纷通过

广告来促销自身产品。对于白酒厂商而言，提高广告

强度能够很好地促进销售。但是，对于社会而言，白

酒广告会引导消费者尤其是非理性消费者的过量或

有害消费，最终将增加白酒消费所产生的负外部性。

因此，世界各国都开始对白酒广告进行监管。从目前

的监管实践来看，白酒广告监管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限制白酒广告的接收观众群体，如禁止在青少

年节目频道播放广告；第二，限制白酒广告的播放时

段；第三，限制白酒广告的传递内容。其中，前两种方

式的直接影响在于提高白酒企业投入广告的单位成

本。白酒企业对央视黄金时段广告的疯狂竞标，就是

一个典型例子。

基于上述分析，认为白酒广告监管的主要效果

是增加白酒厂商投入广告的成本。也就是说，在白酒

厂商广告投入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加强白酒广告监

管将提高白酒厂商投入广告的单位成本β。分别对

式（9）、（10）求关于β的偏导数，可以得到：

（11）

（12）

可以得知，式（11）、（12）的符号取决于分子。以

式（11）为例，因为m<1，所以有：

2A1-mA2>2A1-A2 （13）
因为两家厂商属于垄断竞争市场，故一家厂商

的广告投入强度显然不会是另一家厂商广告投入强

度的两倍。因此，我们假设2A1-A2>0恒成立。此时，

式（11）、（12）均小于零。也就是说，在保持广告强度

不变的情况下，两家厂商的均衡销售量均会随着广

告监管强度的加大而减少。同时，白酒广告监管的这

种作用将随着市场需求弹性的增大而增强。

此时，如果白酒广告监管强度的变动为△β，则
相应减少的白酒销售量为：

△Q=△Q1+△Q2=
(2A1-mA2)△β

4b- bm2 +

(2A2 -mA1)△β
4b- bm2 =

(A1+A2)△β
b(2 +m) （14）

由式（14）可知，白酒广告监管强度提高△β单
位，将促使白酒销售量减少

(A1+A2)△β
b(2 +m) 单位。特别

地，白酒广告监管强度对白酒销售量的影响取决于

如下三个因素：第一，消费者对白酒的需求价格弹

性。由∂△Q/∂（1/β）>0可知，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

性越大，则白酒广告监管对白酒销售量的限制作用

越大。第二，产品异质性。∂△Q/∂m<0意味着若两家

白酒厂商之间产品异质性变小，则白酒广告监管的

限制作用将变小。第三，白酒市场的总体广告投入

强度。由∂△Q/∂（A1+A2）>0可知，当市场中白酒厂

商投入的总体广告强度越大时，白酒广告监管强度

的加大所产生的对白酒销售量的限制作用越大。这

是因为，当总体广告投入强度越大时，白酒广告所产

生的影响范围越大；通过限制白酒广告的播放时间

与接收群体，显然可以影响很大一部分消费者的购

买决策，最终起到显著减少白酒销售量的作用。

当然，白酒广告监管强度的提高不仅会提高白

酒厂商广告投入的成本，而且会降低白酒厂商投入

广告的激励，即降低白酒市场的总体广告强度。而总

体广告强度的降低，一方面会降低白酒厂商引导消

费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会因为降低了白酒产品的异

质性程度，从而弱化了不同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前

一种效应所产生的作用可以由∂△Q/∂（A1+A2）>0
来说明，而后一种效应的影响需要在动态框架中进

行分析。但是，从市场总体视角来看，在政府相关监

管机构能够对所有媒体媒介进行较好的监督与管理

的前提下，前一种效应的作用无疑会大于后一种。因

此，白酒广告监管强度的提高，将显著减少白酒行业

的市场销售量。

本文模型并不复杂，但可以很好地解释白酒广

告监管对白酒销售量的影响。白酒广告监管能够有

效降低白酒销售量，而白酒销售量的降低会导致消

Q∗
1 Q∗

2

∂Q∗
2∂β =

-(2A2 -mA1)

4b- bm2

∂Q∗
1∂β =

-(2A1-mA2)

4b- b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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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人均白酒消费量减少，这会减少过量或有害使

用白酒的消费者数量，并降低酒后驾车、酒后暴力犯

罪等有害事件的发生概率，最终提高社会整体福祉。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以理论分析为基础，本文接下来将以机动车交

通事故为例实证考察白酒广告监管的实际作用。事

实上，酒类广告监管并不直接影响机动车交通事故

的发生，而是通过影响酒类消费量起间接作用。因

此，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分两个

阶段研究酒类广告监管对社会效益的影响。

1. 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酒类广告监管有助于减少酒类消费量。

假设二：酒类消费量的下降将明显降低机动车

交通事故的发生次数及其对社会的危害。

考虑到以下两个原因，在酒类消费中，我们以白

酒作为考察对象：第一，从纯酒精含量与饮酒文化来

看，白酒是我国居民酒类消费的主要类型；第二，由

于酒精含量较高，与其他酒类产品相比，过量饮用白

酒更容易引发机动车交通事故。如果两个假设都成

立，则说明酒类广告监管能够有助于减少机动车交

通事故发生次数并降低其社会危害，从而提高社会

效益。

2. 模型设定。尽管关于酒类广告监管是否会抑

制酒类消费量这一问题，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但毫无疑问，酒类广告监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

此，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假设一进行检验：第一，白酒

企业增加广告投入是否会提高白酒销售量；第二，政

府加强酒类广告监管是否会减少白酒消费量。其中，

前者说明实施酒类广告监管的可行性，后者检验酒

类广告监管的实际效果。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白酒销量增加将提

高白酒企业收益。因此，通过考察广告投入与白酒企

业收益之间的关系，来替代分析广告投入与白酒销

量的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白酒上市公司作

为考察对象，并用销售费用替代广告投入，建立以下

Tobit模型：

Perfi，t=α1+γ1Expi，t+ΓXi，t+εi，t

其中，Perfi，t是指白酒上市公司 i在第 t年的经

营业绩，选取净资产利润率与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

衡量指标；Expi，t是主要的考察变量，即销售费用；

Xi，t包括其他影响白酒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因素。

根据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

献，Xi，t主要选取政治关联、国有控股比例、流通股

比例、市场状况等变量。此外，考虑到企业在公司规

模、无形资产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企业的销售费用，

引入销售费用率与公司规模的交乘项、销售费用率

与无形资产的交乘项这两个变量。相关变量的具体

说明见表 1。如果系数γ1显著大于 0，则说明白酒广

告投入提高了企业的白酒销售量，从而验证了酒类

广告监管的可行性。

从我国实施酒类广告监管的具体情况来看，监

管政策除规范广告用语外，主要是限制大众媒体播

放酒类广告的时段和频次。在酒类企业的广告需求

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酒类广告监管政策的施行，无疑

将大幅提高白酒企业进行广告营销的成本，即酒类

广告监管的实际效果是显著提高相应企业的广告成

本。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广告成本与白酒消费量之间

的关系，来验证酒类广告监管是否会减少酒类消费

量。为此，将酒类广告成本引入酒类需求函数，并通

过线性转换，得到以下回归模型：

Alco_level=α2+β1Ad_cost+β2Alco_price+
β3Income_arer+β4Alco_habit+μ

其中，Alco_level是白酒消费量；Ad_cost是本文

主要考察的变量，即白酒企业的广告成本。白酒消费

量除了受到白酒企业广告成本的影响，还主要受到白

酒销售价格（Alco_price）、人均收入水平（Income_arer）、
消费偏好（Alco_habit）等变量的影响。然后，考察酒

指 标

净资产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
率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率

销售费用率×
公司规模

销售费用率×
无形资产

政治关联

国有控股比例

流通股比例

市场状况

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增长率

变 量

Roe

Main_profit

Exp

Exp_Ratio

ExpR_size

ExpR_int

State_owned

State_ratio

Cir_ratio
Market_con
Debt_ratio

Net_growth

说 明

净利润与净资产之比

主营业务利润与主营业务收
入之比

上市公司每年销售费用支出

上市公司营销费用与销售额
之比

销售费用率与公司规模（总
资产）的乘积

销售费用率与无形资产的乘
积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是
否为政府部门

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持股
比例

流通股数/总股数

市场平均盈利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期末净资产相对于期初净资
产的增长比例

表 1 酒类广告监管可行性检验的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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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消费量与机动车交通事故之间的关系，从而检验

假设二是否成立。从各国统计数据来看，酒后驾车是

造成机动车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因此，就我国而

言，白酒消费量是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一个影响因素。

为了提高检验结果的可信度，使用省际面板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Accii，t=α3+θSpiriti，t+ΨYi，t+ζi，t
其中，Accii，t代表各省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分

别选取交通事故次数（Num）、事故死亡人数

（Death）、事故受伤人数（Injure）与事故直接财产损

失（Loss）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衡量指标；Spiriti，t

是各省市的白酒消费量；Yi，t包括其他影响机动车

交通事故的变量。一方面，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会增加

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另一方面，交通事故的发生还会

受人口分布、城市道路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

们考虑将机动车数量、人口密度、道路里程数、固定

资产投资、等级公路里程数、公共交通运输能力等变

量加入模型中，各变量的说明参见表2。
3. 数据说明。为考察白酒企业广告投入和收益

的关系，本文收集并整理了1995 ~ 2015年间14家白

酒上市企业（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股

份、山西汾酒、古井贡酒、酒鬼酒、金种子酒、水井坊、

沱牌舍得、伊力特、老白干酒、皇台酒业、青青稞酒）

的相关数据。

政府加强对酒类广告的监管力度，将增加白酒

企业的广告成本。因此，通过分析广告成本与白酒消

费量之间的关系，来验证酒类广告监管是否有助于

降低酒类消费量。

首先，按照国际惯例，将酒精含量不同的白酒消

费量折算成纯酒精消费量。本

文仅统计 15岁以上饮酒者的

人均年酒类消费量（见右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 ~ 2015
年我国白酒消费量总体呈U型

趋势：1995 ~ 1999年呈高位平

稳态势，人均纯酒精消费量保

持在 4升/年；从 1999 ~ 2005年
开始缓慢下降，到 2005 年，人

均纯酒精消费量达到区间最低

值1.7升/年；2006年开始上升，

到 2015 年人均纯酒精消费量

达到 3.7升/年。从酒类消费结

构来看，我国的酒类消费品种

主要分为三种，即白酒、啤酒、

葡萄酒，其中白酒消费量在酒类消费总量中占较大

比重，达 50%以上；葡萄酒的消费比重最低，啤酒比

重居中但其消费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其次，测度白酒企业的广告成本。因为国内白酒

上市公司主要选择央视等全国性媒体作为广告投入

渠道，同时考虑到央视广告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

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因此，本文采用央视标王的拍卖

中标价格，来粗略衡量白酒企业的广告成本。此外，

采用酒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一年为100）来衡量

白酒价格水平。同时，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占总人

口的比重作为各自的权重，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加权平均得到全国人均可支配收

入，以此表示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最后，本文采用非白酒类（主要是啤酒和葡萄

酒）的纯酒精消费量在纯酒精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来

反映我国居民的酒类消费偏好。

考察各省市白酒消费量与机动车交通事故之间

指 标

机动车数量

人口密度

道路里程数

固定资产
投资

等级公路
里程数

公共交通
运输能力

变 量

Car

Popu_density

Mile

Invest

Rank

Public

说 明

每年机动车的
平均数量

总人口/土地
总面积

公路里程数

交通运输业的
固定资产投资

等级公路里程
数

城市公共交通
业就业人员数

单 位

辆

人/平方公里

公里

元

公里

人

表 2 机动车交通事故实证分析的指标说明

1995 ~ 2015年我国人均年纯酒精消费量（15岁以上饮酒者）

注：数据来源于WHO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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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以检验假设二是否成立。为此，需要收集

1995 ~ 2015年各省市的相关数据。鉴于各省市白酒

消费量数据无法获得，同时考虑到各地白酒产量和

其白酒消费量之间存在较大的正相关性，本文使用

各省市的白酒产量衡量其相应的白酒消费量。为了

分析公路质量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影响，引入了等

级公路里程数这一指标，具体指各省市境内高速公

路、一级公路与二级公路的总里程数，并进行了相关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于篇幅有限，此处具体内容省

略）。

三、实证分析

1. 酒类广告监管与白酒消费量。广告作为一种

营销手段，一方面会增加产品的知名度，有助于提高

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广告投入会产生销售费

用，增加企业成本。如果广告投入过多，无疑会给企

业造成巨大的负担。例如，1995年以 6666万元高价

击败众多对手成为央视标王的秦池酒，虽然为企业

赢得了品牌效应，但是最终因为广告费用负担太重，

同时受生产能力的限制，最终走向了没落。所以，白

酒企业的广告投入和其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有待实

证检验。

首先，本文以Roe（净资产利润率）作为白酒上

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衡量指标，对广告投入对于企业

业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结果

可知：销售费用（Ln_Exp）的对应系数为 0.038，并且

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销

售费用每增加 1个百分点，上市公司的Roe将增加

3.8%。其次，本文以Main_profit（主营业务利润率）作

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5）~（8）列所示。同

样可以发现，销售费用与白酒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呈

正相关关系，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与以

Roe作为因变量的结果相比，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

并不存在明显差异。最后，我们以总资产利润率、销

售利润率等指标作为因变量，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

性检验。结果显示，以不同指标表示的白酒上市公司

经营业绩均与销售费用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

其他变量的相应结果并未出现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销售费

用增加将显著提高白酒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即上

市公司的白酒销售量与以广告为主的销售费用密切

表 3 广告投入对白酒企业业绩的影响

变 量

Constant

Ln_Exp

ExpR_size

ExpR_int

Cir_ratio

State_ratio

Debt_ratio

Market_con

Net_growth

Log likelihood
χ2

Prob>χ2

N

Roe
（1）

-0.677∗∗∗
（-4.96）
0.038∗∗∗
（5.53）

0.120∗∗∗
（3.27）

0.129∗∗∗
（3.02）
-0.094

（-1.09）
-0.006

（-0.34）

126.732
65.20
0.000
190

（2）
-0.539∗∗∗
（-3.23
0.029∗∗∗
（3.18）
3.25e-11
（1.43）

0.123∗∗∗
（3.35）

0.142∗∗∗
（3.26）
-0.087

（-1.01）
-0.006

（-0.31）

127.752
67.24
0.000
190

（3）
-0.696∗∗∗
（-4.17）
0.038∗∗∗
（4.12）

4.33e-11∗
（1.96）

-1.58e-9∗∗∗
（-3.65）

0.118∗∗∗
（3.32）

0.119∗∗∗
（2.82）
0.008

（0.09）
-0.005

（-0.30）

134.189
80.11
0.000
190

（4）
-0.834∗∗∗
（-5.24）
0.042∗∗∗
（4.79）
2.23e-11
（1.37）
2.10e-10
（0.57）
0.180∗∗∗
（5.67）

0.121∗∗∗
（3.66）
-0.013

（-0.17）
-0.026∗

（-1.85）
-0.00001
（-0.51）
132.065
114.88
0.000
118

Main_profit
（5）

-0.777∗∗∗
（-5.78）
0.064∗∗∗
（9.39）

0.114∗∗∗
（3.16）
0.031

（0.74）
-0.211∗∗
（-2.48）
-0.017

（-0.93）

129.739
133.82
0.000
190

（6）
-0.592∗∗∗
（-3.63）
0.052∗∗∗
（5.76）

4.34e-11∗
（1.95）

0.118∗∗∗
（3.28）
0.047

（1.11）
-0.201∗∗
（-2.38）
-0.016

（-0.90）

131.63
137.60
0.000
190

（7）
-0.519∗∗∗
（-3.09）
0.048∗∗∗
（5.17）

3.83e-11∗
（1.72）

7.43e-10∗
（1.70）

0.119∗∗∗
（3.37）
0.058

（1.35）
-0.246∗∗∗
（-2.80）
-0.017

（-0.92）

133.073
140.49
0.000
190

（8）
-0.786∗∗∗
（-3.00）
0.061∗∗∗
（4.27）
2.22e-11
（0.83）
8.10e-10
（1.34）
0.092*

（1.75）
0.055

（1.01）
-0.115

（-0.91）
-0.008

（-0.35）
-0.00005
（-1.10）
73.218
76.56
0.000
118

注：Ln_表示取相应指标的对数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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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而以降低白酒销售量为目的的白酒广告监

管具有一定可行性。

为了验证广告成本与白酒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对其做简单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回归

结果来看，广告成本与白酒消费量呈负相关关系，并

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就表明，通过提高广告成

本，白酒广告监管对白酒消费量具有抑制作用。但

是，从系数的绝对值来看，这种作用相对较小。虽然

使用央视广告标王中标价格作为广告成本的单一衡

量指标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是本文认为白酒广告

监管能够提高广告成本，从而能够对白酒消费量起

显著的抑制作用。

2. 白酒消费量与机动车交通事故。根据已有文

献，本文提出了假设二，即白酒消费量的降低将减

少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次数，即白酒消费量与机

动车交通事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并通过实证分析

来检验这一假设。在实证分析中，先后使用事故发生

次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与直接经济损失作为机

动车交通事故的衡量指标，一方面考察不同指标与

其他变量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别，另一方面用其他

指标的实证分析结果来检验某一指标效应结果的

稳健性。

首先，将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次数作为因变量，

进行实证分析。除了白酒消费量这一主要考察变量，

引入人口密度、机动车数量、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交

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道路里程数等变量。从表

5中的第（1）列可知，白酒消费量与机动车交通事故

发生次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

著。也就是说，白酒消费量上升将显著增加机动车交

通事故发生次数，即白酒消费量每提高 1%，机动车

交通事故发生次数将增加 0.176%。同时，机动车数

量与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次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另外，人

口密度的相应系数为正，而道路里程数、交通运输行

业固定资产投资、公共交通运输能力等变量的系数

为负，但这些系数均不显著。

考虑到机动车在等级公路上的行驶速度相对高

于普通公路，因此，这里用等级公路里程数替换公路

表 4 广告成本与白酒消费量

变量

constant

Ad_cost

Alco_price

Alco_habit

Income_arer

N

F

Prob>F

R-squared

系数

6.854976∗∗∗

-2.38e-09∗∗

-.0067013

-14.71024∗∗

0.0000519∗∗

标准误

1.66424

1.02e-09

0.0132696

2.160958

7.78e-06

19

13.43

0.0001

0.7933

t值

4.12

-2.35

-0.51

-6.81

6.67

P>|t|

0.001

0.034

0.621

0.000

0.000

表 5 白酒消费量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影响

变量

Constant

Ln_Spirit

Popu_density

Ln_Car

Ln_Public

Ln_Invest

Ln_Mile

Ln_Rank

R-squared
N

Ln_Num
（1）
4.683∗

（1.69）

0.176∗∗∗
（3.13）
2.53e-06
（0.01）
0.437∗∗∗
（3.07）
-0.035

（-0.65）
-0.026

（-0.14）
-0.214

（-1.23）

0.3213
205

（2）
4.062

（1.38）
0.158∗∗∗
（2.98）
0.0001

（0.86）
0.406∗∗∗
（2.88）
-0.002

（-0.03）
-0.059

（-0.32）

-0.083
（-0.77）
0.3181
205

Ln_Death
（3）
2.951

（1.61）
0.689∗

（1.85）
0.00008
（0.70）
0.339∗∗∗
（3.59）
-0.027

（-0.76）
-0.095

（-0.76）
0.177

（1.53）

0.4501
205

（4）
3.475∗

（1.78）

0.083∗∗
（2.37）

-9.04e-06
（-0.11）
0.365∗∗∗
（3.90）
-0.055

（-1.33）
-0.068

（-0.54）

0.070
（0.97）
0.4463
205

Ln_Injure
（5）
2.964

（1.23）
0.159∗∗∗
（3.27）
-0.0002

（-1.14）
0.434∗∗∗
（3.50）
-0.035

（-0.75）
0.051

（0.31）
-0.195

（-1.28）

0.4063
205

（6）
2.464

（0.96）
0.142∗∗∗
（3.08）
-0.0001

（-0.59）
0.405∗∗∗
（3.30）
-0.007

（-0.13）
0.016

（0.10）

-0.069
（-0.73）
0.4030
205

Ln_Loss
（7）
1.876

（0.65）
0.146∗∗
（2.51）
0.0001

（0.82）
0.283∗

（1.91）
-0.029

（-0.52）
0.092

（0.47）
-0.094

（-0.52）

0.2825
205

（8）
1.841

（0.60）
0.135∗∗
（2.44）
0.0002

（1.56）
0.269∗

（1.85）
-0.022

（-0.35）
0.061

（0.31）

-0.011
（-0.09）
0.2816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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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数，以测度等级公路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影响。

从第（2）列的结果可知，等级公路里程数的对应系数

为负，但系数较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随后，本文依次将死亡人数、受伤人数与直接经

济损失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

论：机动车交通事故与白酒消费量呈正相关关系，并

且不同指标的相应系数分别在 1%、5%、10%的水平

上显著。同时，对比不同指标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

认为：各指标的相应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此

外，比较其他变量的对应系数，可以发现：第一，不同

指标衡量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均与机动车数量呈显著

的相关关系，即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加，机动车交通

事故的发生次数及其对社会的危害将明显增加。第

二，尽管系数较小且缺乏显著性，公共交通运输能力

与不同指标衡量的机动车事故之间均呈负相关关

系，这表明增加对公共交通的投资，对降低机动车交

通事故的社会危害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三，公路里

程数和等级公路里程数与机动车交通事故均为负相

关关系（但系数不显著），即增加各地的公路数量和

质量能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发生及其危害性起到一

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实证结果给

假设二提供了证据支持。也就是说，机动车交通事故

与白酒消费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而降低白酒消

费量将有助于减少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发生次数及其

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白酒消费虽然为饮酒者的个人行为，但属于上

瘾性商品，容易发生过量消费倾向。过量饮酒不仅会

对饮酒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损害，而且具有较大

的负外部性，危害社会公共秩序。

本文以机动车交通事故为例，对酒类广告监管

在抑制酒类消费、提升社会效益方面发挥的作用进

行了实证分析。考虑到酒类广告监管直接作用于酒

类消费量，从而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起间接作用，本文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并通过

计量模型检验其是否成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

一，白酒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与其广告投入之间呈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广告投入的增加能提高白酒上

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第二，白酒消费量与广告成本之

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加强酒类广告监管、提

高广告成本，能够对白酒消费量的增加起抑制作用；

第三，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发生次数及其社会危害均

与白酒消费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白酒消费

量的提高将增加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发生次数及社

会危害。

由此可以得出：通过提高酒类企业进行广告营

销的成本，酒类广告监管将对酒类消费量的增加起

抑制作用，从而有助于减少机动车交通事故，并降低

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就是说，我国自 1996年起

实施的酒类广告监管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实施酒类广告监管起步

较晚，尚存在不足之处。为了充分发挥酒类广告监管

在抑制酒类消费负外部性、提高社会效益方面的作

用，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方面，逐步加大酒类广告

监管力度，限制或完全禁止酒类广告（尤其是高度数

白酒广告）的播放；另一方面，将酒类广告监管与酒

类价格监管、销售监管等方式结合，完善酒类市场的

政府监管体系，加强对白酒市场的监管和对合理消

费的引导，从而进一步提高酒类广告监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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