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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标志使用与监督行为的博弈论模型研究
周鹏王建华杨春雷
（兰州理工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

要绿色标志的监督认证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监督管理绿色产品，保障消费者和企业合

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博弈论这一经济学研究工具，探讨政府如何高效地监督绿色标志的
使用情况，打击违法使用绿色标志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以期得出政府监督管理绿色标志使用行为
的最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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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和质量水平，少数企业便以次充好，给伪劣产品贴上

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使绿色消费

了绿色标志的金招牌，投机取巧，欺诈甚至坑害消费

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提倡绿色消费，崇尚回归自

者。这样的“南郭标志”不仅危害食品安全，而且有损

然的潮流兴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以较高价格

市场的健康运行，使消费者对绿色标志产生了一定

购买绿色产品，高额的利润驱动使越来越多的企业

程度的信誉危机，对绿色商品的热情大打折扣。

涉足“绿色”领域。随之而来，如何有效地认证绿色标

为了保护消费者和合法经营企业的正当权益，

志、监督绿色标志的使用情况，保障消费者能够消费

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加强绿色产品的认证管

到真正的绿色产品，最大限度地维护消费者和合法

理．对企业绿色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现阶段．绿色产品认证的最有效方法是对产品

经营企业的正当权益，就提上了政府的工作日程。
２．绿色标志及其认证原则

进行生命周期评价，即ＬＣＡ似ｆｅ

所谓绿色标志，通常是指一种贴在或印刷在产

ＬＣＡ是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环境影响、物质和

品或产品包装上的图形，以表明该产品的生产、使用

能源的投入产出进行分析评价的一种方法，其评价

及处理过程皆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不危害人体健

通常是采用二维分析方法。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康，产生垃圾无害或危害较小，有利于资源的再生和

由于一个完整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需要大量的

回收利用。对企业而言，绿色标志可谓绿色产品的身

数据（约６００ ０００个），评价成本过高，因此，日前的

份证．是企业获得政府支持，获取消费者信任，顺利

ＬＣＡ评价都采用简化的方法进行。对一些竞争比较

开展绿色营销的重要保证。

激烈的产品。往往需要采用定量的评价方法，如模糊

由于绿色标志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产品的信誉度

层次评价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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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政府对企业绿色标志监督管理中的混合战略

中：假设违规企业制造不合格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

纳什均衡

为Ｇ在市场上按正品价格或略低于正品价格只销

在政府对企业绿色标志认证监督管理的博弈过

售或批发，产量为ａ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单位产品惩

程中，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两个参与人的最优

罚额为Ｓ，；ｏ是政府部门监督查处的成本，Ｇ是由

混合战略的组合，这里最优混合战略是指使期望效

于政府监督不力的沉没成本，肌是监督查处所产生

用水平（期望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混合战略。这个博

的社会经济效益，一职是生产者滥用绿色标志造成

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和绿色产品生产企

的社会效用的损失，且假定Ｑ＜形厂卜．ｓ刀，Ｂ—Ｇ—Ｓ，＜Ｄ。

业。政府部门的行动选择是检查或不检查，企业的行

企业合理使用绿色标志赚取正常利润，滥用绿色标

动选择是滥用绿色标志或合法使用绿色标志．二者

志而没有被查处时将会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这里

之间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为了简单起见假设企业的正常利润为零。

如下：

设政府监督部门查处滥用绿色标志的概率为

（１）企业的决策目标是通过合法使用绿色标志

戈，不监督或监督不力的概率为ｎ叫）；企业滥用绿色

或滥用绿色标志的最优选择，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标志的概率为ｙ，合法使用绿色标志的概率为ｎ—纠。

政府部门的决策目标是通过采取勤于监督检查措施

下面求解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或疏于监督检查措施来达到社会效应的最大化，即

在这个博弈中，政府和企业的收益矩阵分别为：

保证消费者和合法经营企业的正当权益。
彳＝

（２）在博弈中，政府部门开展监督检查的损益与

盯＋墨Ｑ—ｃｄ
—Ｗ｜一Ｃ

企业的损益是反向对应的，即企业的违法所得等于

曰＝

％一ｏ］
ｏ

ｓ

Ｊ

Ｑ（毋一Ｏ—Ｓ１）

Ｑ（弓一ｑ）１

０

Ｏ

政府、消费者、合法经营企业的社会效应的损失。
政府的预期收益函数为：

（３）政府部门清楚开展监督检查的成本，违法企
业清楚违规使用绿色标志被发现后的损失。对违规

Ｅｌ（ｐｌ，ｐ２）＝ｐｌ和；

邛卜ｘ，［誓竺≯％乳二ｙ］

行为的处罚往往与销售虚假绿色产品的销售额直接
挂钩，即处罚可折算成总销售额的一定比例。

＝砂（阡－＋ｓｌＱ—ｃｄ）＋（ｘ一１）ｙ（阡－＋ｅ）
＋ｘ（１一ｙ）（阡，，一ｃｄ）

（４）游戏规则是既定、公开和透明的法律制度，
博弈双方在守法与违法、检查与不检查的信息可获

对ｚ一阶求导得：
得性方面是不完善的。

丝掣＝ｙ（％＋ｓ。Ｑ—ｏ）＋ｙ（町＋ｅ）＋（１一ｙ）（％一ｃ。）＝ｏ

（５）政府对绿色标志认证、监督不力的结果将会

解之得：ｙ＋＝赫

积

影响到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即政府监督行为的失
误具有沉没成本或造成政府不作为的影响。
表１中列出了对应不同纯战略的支付矩阵，其
表１

同理，我们也可以得到企业的期望收益函数的
监督与违规生产的博弈矩阵
生产者

一阶导数

丝掣：ｘＱ（弓一ｑ—ｓ）＋（１一ｘ）Ｑ（弓一ｑ）：ｏ
解之得√＝华
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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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博弈过程中，政府的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

会相应降低。政府作为一个公众利益的维护者，有必

衡是：政府以僻一Ｃ『腮。）的概率监督检查，以Ｊ一僻一Ｇ

要也有责任对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查

俗。）的概率不监督检查，生产企业以（昏形，／形，ＪｓＪＱ＋

处，通过舆论、媒体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政府迫

Ｇ）的概率滥用绿色标志，以［１一（昏形ｒ胛ｒ＋ｓ刀＋回】

于舆论上的压力也会提高监督检查力度，这反过来

的概率合法使用绿色标志。

提高了企业对政府监督检查的预期，企业也会相应

假定系统中的初始条件是随机的，那么系统中

的降低滥用绿色标志的概率。

参数的变化将最终影响到政府监督概率和企业滥用
绿色标志的概率。首先。我们来看政府的监督执法成

４．多阶段的绿色标志使用和监督问题的管理博
弈表述

本Ｇ，若政府的监督成本适当降低，那么企业滥用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概率依赖于竞争对手的支

绿色标志的行为也将随之下降。因为，监督成本的降

付，政府相关部门选择某个大量的相互作用的比例

低意味着政府可以在既定支出的情况下对企业进行

检查和不检查，如果这些比例偏离均衡概率，那么，

更多次的监督检查。这将使企业滥用绿色标志而被

产生更好结果的概率将增加，即如果政府相关部门

执法部门查处的风险增大，企业滥用绿色标志的动

选择经常检查，那么企业选择滥用绿色标志的概率

机将降低；其次，提高企业滥用绿色标志的惩罚额度

将减少，这反过来使得不检查成为一个更好的策略。

．ｓ，。企业滥用绿色标志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利益上的

在多阶段博弈过程中，政府监督部门与绿色标志使

驱动，政府通过提高惩罚额度无形中提高了企业滥

用企业的博弈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行为选择的过程，

用绿色标志的成本。企业会因为畏惧巨额的罚金而

也是它们不断修正信念，重新选择博弈行为的过程，

减少滥用绿色标志的行为。即虽然政府采取不监督

按照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精炼贝叶斯均衡的要

检查的概率较低，但发现滥用行为则惩罚力度很大，

求，政府部门和企业在给定上一阶段对方类型信念

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就越小。说明惩罚力度对企业

的基础上，根据贝叶斯法则修正本阶段各自对对方

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再次，若提高政府的不作为成本

类型的信念，得出对方类型的后验信念，他们的战略

Ｇ，企业滥用绿色标志以及政府进行查处的概率都

组合在每个信息集开始的“后续博弈”中构成贝叶斯

表２

企业对政府监督行为的信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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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

使用绿色标志的打击力度，强化宏观管理职能，制定

假设：政府（Ｇ）和企业（Ｅ）分别有两种类型，即

必要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才能够保证绿色消费市场

政府监督查处型和不监督查处型，企业滥用绿色标

的健康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运行，加快构建

志型和合法使用绿色标志型。两种类型的政府各自

和谐社会的步伐。

有两种不同的行动，即监督检查与不监督检查；两种

同时．消费者作为绿色产品的最终使用者也应

不同类型的企业各自也有两种不同的行动，即滥用

该提高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要积极行使自己

绿色标志与合法使用绿色标志。Ｇ，与Ｇ：分别对应

对产品的监督权利，积极举报虚假绿色产品，保护自

前文两种不同的政府类型；Ｅ。与易分别对应前文两

己的消费权益。消费者自身也要提高识别绿色产品

种不同的企业类型。戈。与菇：分别代表政府监督部门

绿色标志的能力，做好企业绿色标志使用情况的监

监督和不监督；），。与弛分别代表企业滥用和不滥用

督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

绿色标志的概率。

害，才能够给违法企业以威慑，促进绿色消费的良性

综上所得，假定政府有一个监督查处的概率，企

循环发展。

业有一个滥用绿色标志的概率，则存在混合战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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