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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号教案 
 

一、教案正文 
 
 
1. 教案名称： 

 

2013-2014年法国的投资 
 
 
2. 教案作者： 赵永升 
工作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 法语系  

  
 
版权说明： 
本教学案例之内容，均真实可靠，系由作者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1 以及
欧盟统计局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撰写而成；教学案例附录所附图表中

之数据，亦源自诸官方机构。另，本教学案例仅用于教学之目的，作者

不对案例涉及之国家、地区或企业等做出任何评判。 

                                                        
1 法国国家统计局：其全称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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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案摘要：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法国从 2013年到 2014年期间，在经济总量中投资占

比的变动（下行）趋势；其中有法国公共行政部门与家庭消费的双重萎缩，

也有占法国总投资一半有余的非金融企业投资的小幅上升与金融机构投资

的回升。 
在公共行政部门投资中，建筑业支出与运输设备支出均大幅下降；而在

其内部，贡献最大的是地方政府。2014年法国的家庭投资继续减少，其中家
庭建筑支出大幅萎缩。相反，非金融企业投资继续上升，尤其受益于房屋建

筑工程、信息与传媒业相关支出的增长。另外，在汽车业的非金融企业投资

自 2011 年以来首次增长。最后，金融机构投资的净回弹主要还是由电气、
电子和信息设备支出的增加所支撑。 

 
4. 关键词：  
  法国投资，公共行政部门，家庭消费，金融/非金融企业，信息与传媒业 
 

5. 教案引言：  
若要了解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从法国入手为宜，因为法国是欧盟与联

合国经合组织中极具代表性的成员国——其经济不温不火，其社会总体稳

定。而 2013-2014 年又恰是持续六年之久的欧债危机结束之际，因而将
《2013-2014年法国的投资》作为对《欧盟经济与贸易教学案例库》中的“投
资教案”进行教学的典型案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另，本教学案例在国内

诸多可靠教学案例与文献中，尚无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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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案内容：  
 
2014 年，在法国经济总量中的投资占比连续第二年下降——2013 年在数量

上降了 0.6个、在数值上降了 0.2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数
值上都下降了 1.2个百分点。其下降的根源在于法国的公共行政部门与家庭消费
的双重萎缩。相反，占法国总投资一半有余的非金融企业投资略有上升，同时金

融机构的投资也得以回升。 
公共行政部门的投资在数值上于 2013 年上升了 0.4 个百分点，2014 年则降

低了 7.3个百分点，主要受建筑业支出的影响。建筑业支出经过三年的增长之后，
2014年下降了 8.1个百分点。公共行政部门投资下降的另一个因素，是运输设备
支出的大幅下降——在 2013年下降了 5.4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下降了 22.6个
百分点，原由在于军用运输设备供货极为疲软。 
而在公共行政部门内部，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地方政府：2012年增加了 6.1个

百分点，2013年增加了 5.5个百分点，而在 2014 年减少了 9.8个百分点。倘若
说在市政选举之后地方政府投资支出都会大幅减缓的话，那么 2014 年观察到的
下降现象，在之前的年份如 1995年、2001年和 2008年，都不曾有先例。 
另外，2014年的家庭投资继续减少：2013年在数值上降低了 1.4个百分点之

后，2014年降低了 3.9个百分点；其中家庭建筑支出大幅萎缩，在 2013年降低
了 0.6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降低了 5.1个百分点，尽管在 2014年家庭可支配
毛收入略有上升——在 2013年增加了 0.7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1.1个
百分点。 
相反，非金融企业投资继续上升：在 2012年和 2013年每年增长 1.1个百分

点之后，2014年增长了 1.7个百分点。该投资上升尤其受益于房屋建筑工程的支
撑——在 2013年增加了 1.2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增加了 3.7个百分点；同时
也受益于与信息业与传媒业相关支出的增长，其中主要涉及软件信息业务，如软

件、数据库、电脑编程、应用系统维护等。这般，在信息业与传媒业的非金融企

业投资在 2014 年增加了 1.9 个百分点，而 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别增加了 6.4 和
1.0个百分点。该投资在 2014年非金融企业总投资中占比将近达 20%。该占比在
2000-2007年期间停滞不前，欧债危机之后呈恢复增长趋势。  
另外，在汽车业的非金融企业投资自 2011 年以来首次增长，尽管其增幅尚

为有限，在 2013年减幅为 4.3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增幅为 1.4个百分点。非
金融企业总投资率在 2013年达到 21.1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稳定在 21.4个百
分点，换言之，这是 2008年以来所观察到的最高水准。 
最后，金融机构投资的净回弹——在 2012年增加了 16.2个百分点、2013年

降低了 15.4 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回弹了 4.8 个百分点——主要还是由电气、
电子和信息设备支出的增加所支撑：在 2013年降低了 30.9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增加了 2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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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案注释：  
本教学案例中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均为法国政府与欧盟统计局等官方发

布、真实可靠。在本教学案例中出现的所有数据，若非原始数据，多数则为

经过作者使用原始数据进行计算之后所得出的数值。因而，自然也是真实可

靠的。 
 

8. 教案结论：  
本教学案例详尽描述了法国从 2013-2014 年期间，在经济总量中投资占

比的变动（下行）趋势；其中有法国公共行政部门与家庭消费的双重萎缩，

也有占法国总投资一半有余的非金融企业投资的小幅上升与金融机构投资

的回升。细致而言，有建筑业与运输设备支出的下降、家庭建筑投资的减少、

非金融企业投资与金融机构投资的回弹。 
基于本教学案例的描述，今日的法国政府应该如何在决策上以史为鉴、

及时调整现行投资政策，以期改善法国投资在总体经济中的占比与状况。而

中国政府亦可以法国投资这块“它山之石”，旨在攻中国投资老大难问题这

块“玉”。 
 
9. 教案附录：  
 

附录 1：在法国投资总量中各行业贡献以及投资数量演变图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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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法国各行业投资及其科目变动表 

（按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10.  教案文献：  

本教学案例的所有原始数据， 
均源自： 法国国家统计局，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以及：  欧盟统计局。 

 
11.  教案英文：  

 
Title:   France’s Investment during 2013-2014 
 
Author:   Prof./Dr. ZHAO Yongsheng 
 
School: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IBE 
 
Abstract:   

This case describes the downward trend of France’s investment in its 
total economy during 2013-2014, including the double contraction of 
expenses in Fran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e slight rise of non-financial enterprise investment which occupies 
more than half of France’s total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enterprise 
investment.  

In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vestment, the expenses of 
construction sector an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s strongly decrease 
while in the public investment, it is local governments who con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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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In 2014, France’s households invest less than 2013, and the 
household construction decreases a lot. On the contrary, the 
non-financial enterprise investment continues to go up thanks to the 
progress in the housing building and the expenses in the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And the non-financial enterprise investment in the 
sector of automobiles goes up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11. Finally, the 
rebound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2014 is supported by the rise of 
expenses in electric,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quipments.  

 
Key words:  France’s invest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financial/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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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说明 
 
1. 教学目的与用途：  

适用课程：  新生研讨课《欧盟经济与贸易》（ACA101） 

针对对象：  外语学院 法语系 大一新生 

教学目标：  经过对本教学案例的采用， 

旨在让外语学院法语系的大一新生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 

尤其对法国的经济与贸易中的“投资专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与掌握。 

 

2. 启发思考题：  

1. 为何在法国经济总量中投资占比，从 2013年到 2014年呈下行趋势？ 

 

2. 法国公共行政部门、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究竟在法国投资中各自扮

演着何种角色？请阐述理由。 

 

3. 通过本教学案例对法国投资的详尽描述，尝试对中国政府提出可行性政

策建言，并请阐述理由。 

 

3. 分析思路：  

路径：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欧盟的某一个成员国来反映出来； 

Ø 而法国恰是欧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某一个经贸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来反映出

来； 

Ø 而投资恰是经济与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之一。 

Ø 具体分析， 

n 见下文 4：理论依据与分析中的相关分析。 

 

4. 理论依据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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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   

Ø 经济体中与产业构成相关的理论； 

Ø 投资构成以及各个构件之间的互动理论。 

相关分析：   

Ø 一个国家（如法国）的经济，主要由如下三大经济主体所构成， 

l 非金融企业； 

l 公共行政部门； 

l （不含个人公司的）家庭。 

Ø 而这三大主体所进行的投资或消费，恰可构筑一个国家（如法国）

的经济总量。 

l 相应哪个主体在法国的演变趋势，都直接反映出该主体的特征及

其特定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Ø 而从产业来划分的话，一个国家（如法国）的投资，主要由如下三

大产业构成， 

l 农业、林业与渔业； 

l 建筑业； 

l 商品服务业。 

Ø 在这三大产业之下，还有诸多的细分行业，详见附件 2； 

Ø 由教案内容可以分析出法国经济中的各个投资构成，以及各个构件

之间的互动关系。 

 

5. 背景信息：  

本教学案例，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信息，是作者之所以选择 2013-2014

年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凭籍在法国巴黎十余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作者曾在

多篇文章中，将这个时间段确定为持续了六年之久欧债危机的结束之际。因

而，这个时期是无论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尤其是对欧盟的投资而言都是最

具有代表性的。 

 

6. 关键要点：  

本教学案例的关键所在有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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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点： 

是要通过本案例的学习，理解并掌握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国家联合体经济

的几大构成产业，以及各个构件对这个国家经济中投资的贡献以及各个构件

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能力点： 

是通过对本教案的学习，不仅仅理解经济中的产业构成以及投资中各行

业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要籍此掌握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之能力，能够将这

些知识转化为针对政府决策提供相应的可行性政策建言。 

 

7. 建议课堂计划：  

本案例教学库共有 8个教学案例。 

首先建议： 

每个教案使用 4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32个课时； 

通常一门常规课程也正好需要 32个课时。 

其次，若学生课时有限，也可以减半如下： 

每个教案使用 2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16个课时。 

这种情况下，每隔一周使用一次教学案例，另一周讲授理论知识。 

当然，届时究竟采用何种教学方案，还是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课

程设定的课时数而定。 

 

8. 附件： 

详见正文中的两个附件。 

 

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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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号教案 
 

一、教案正文 
 
 
1. 教案名称： 

 

2013-2014年法国的竞争力与市场份额 
 
 
2. 教案作者： 赵永升 
工作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 法语系  

  
 
版权说明： 
本教学案例之内容，均真实可靠，系由作者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2 以及
欧盟统计局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撰写而成；教学案例附录所附图表中

之数据，亦源自诸官方机构。另，本教学案例仅用于教学之目的，作者

不对案例涉及之国家、地区或企业等做出任何评判。 

                                                        
2 法国国家统计局：其全称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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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案摘要：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 年期间，法国在经合组织成员国贸易伙
伴中竞争力地位及其所占市场份额的变动趋势。 
在全年实际汇率稳定的背景下，法国的“竞争力-成本比”在 2014 年有

所改善（增长了 0.3%）。而 2014年“竞争力-成本比”的改善与“竞争力-价
格比”的恶化，二者并行。在数值上，法国在世界产品与服务出口中所占市

场份额的稳定地位，在 2014 年继续得以夯实。在数量上，法国的市场份额
在 2014年保持在 3.6%。 

 
4. 关键词：  
  法国竞争力，市场份额，竞争力-价格比，竞争力-成本比 
 

5. 教案引言：  
若要了解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从法国入手为宜，因为法国是欧盟与联

合国经合组织中极具代表性的成员国——其经济不温不火，其社会总体稳

定。而 2013-2014 年又恰是持续六年之久的欧债危机结束之际，因而将
《2013-2014 年法国的竞争力与市场份额》作为对《欧盟经济与贸易教学案
例库》中的“竞争力与市场份额教案”进行教学的典型案例，是最合适不过

的了。另，本教学案例在国内诸多可靠教学案例与文献中，尚无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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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案内容：  
 
2014年，法国的“竞争力-价格比”依然恶化，尽管由于自 2014年 4月份起

欧元贬值，2014 年下半年经济动态处于有利形势。法国所占的市场份额在数量
上略微下降。 
面对其主要的经合组织成员国贸易伙伴，法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在 2014 年保

持稳定，而 2013 年该汇率年均升值了 2.2 个百分点。实际汇率稳定的原因，在
于法国的消费价格没有如其主要贸易伙伴国增长那般快速，这在名义汇率上抵消

了欧元的升值效应——在 2013 年升值了 2.9 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升值了 0.7
个百分点。2014年欧元兑日元升值明显，年均升值 8.3个百分点；而欧元兑美元
相对保持稳定，2014 年只升值了 0.1 个百分点，欧元兑英镑则大幅贬值，贬了
5.0 个百分点。然而，法国的有效汇率并未如人预料那般上升，由于在法国总交
易中欧元区贸易伙伴国交易占比之高。 
在如此全年实际汇率稳定的背景之下，法国的“竞争力-成本比”依然在 2014

年有所改善——在 2013年年均降低了 2.2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年均增长了 0.3
个百分点。在 2008-2014年期间，法国的“竞争力-成本比”增长了 3.7个百分点。
法国的“竞争力-成本比”指的是法国与其经合组织成员国贸易伙伴之间的比例，
同时包含“竞争力与就业减免税效应”在内。 
倘若说法国的“竞争力-价格比”在 2014年恶化（在 2013年降低了 2.1个百

分点之后，2014年降低了 0.4个百分点）的话，自 2008年以来“竞争力-价格比”
增加了 5.3个百分点。2014年“竞争力-成本比”的改善与“竞争力-价格比”的
恶化，二者并行，这与在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所观察到的趋势相悖。在这十年里，
无论是“竞争力-价格比”还是“竞争力-成本比”，其业绩均相对较佳。这种相
悖的原由在于与其贸易伙伴国相比，2014年出口盈余对法国更加有利。  
在数值上，法国在世界产品与服务出口中所占市场份额的稳定地位，在 2014

年继续得以夯实，自 2012 年以来都稳定在 3.5 个百分点。一个国家在数值上在
世界市场所占份额的演变，不仅仅反映出交易数量的波动状况，也反映出“价格

效应”——指的是与所交易商品相关的价格变化情况。在不同货币之间波动以及

世界商品价格变动的情况下，该效应在短期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竞争力效

应对数量产生影响之前，其货币贬值的国家所占市场份额会自动降低，尤其对出

口相对低价产品的国家。同样，在数值上对市场份额演变的分析，应该与在数量

上市场份额演变的分析并行。  
至于在数量上，法国的市场份额在 2014年同样是稳定的，保持在 3.6个百分

点，自 2010年以来降低了 0.1个百分点。该份额低于二十世纪 90年代期间所观
察到的平均水准——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直至 2008年，法国的出口商尤其受
到欧元升值的羁绊，同时受到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交易中实力上升的影

响。后者冲击着联合国经合组织大部分成员国的出口，例外情况以德国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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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案注释：  
本教学案例中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均为法国政府与欧盟统计局等官方发

布、真实可靠。在本教学案例中出现的所有数据，若非原始数据，多数则为

经过作者使用原始数据进行计算之后所得出的数值。因而，自然也是真实可

靠的。 
 

8. 教案结论：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 年期间，法国在经合组织成员国贸易伙

伴中竞争力地位及其所占市场份额的变动趋势。在全年实际汇率稳定的背景

下，2014年“竞争力-成本比”的改善与“竞争力-价格比”的恶化，二者并
行。在数值上，法国在世界产品与服务出口中所占市场份额的稳定地位，在

2014年继续得以夯实。在数量上，法国的市场份额在 2014年保持在 3.6%。 
今日的法国政府应该如何在决策上加以借鉴，及时调整现行的竞争力与

市场份额政策。而中国政府亦可以借“它山之石”，旨在攻中国竞争力与市

场份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玉”。 
 

9. 教案附录：  
 

附录 1：法国的竞争力、实际有效汇率及市场份额图 
（年平均，以 2000年 100为基础）    （年平均，按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10.  教案文献：  
本教学案例的所有原始数据， 
均源自： 法国国家统计局，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以及：  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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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案英文：  
Title:   France’s Competitiveness & Market Share 

during 2013-2014 
 
Author:   Prof./Dr. ZHAO Yongsheng 
 
School: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IBE 
 
Abstract:   

This case describes the variations of France’s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market share among its commercial partners of OECD during 
2013-2014. 

In the stable context of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during the whole year, 
France’s competitiveness-cost ratio ameliorates in 2014 with 0.3% of rise. 
In fact, the amelioration of France’s competitiveness-cost ratio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France’s competitiveness-price ratio go parallel in 2014. 
In terms of value, France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ts stable status of 
market share in the world’s export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in terms of 
volume, France’s market share is maintained at 2.6% in 2014.  

 
Key words:  France’s competitiveness, market share,  

competitiveness-price ratio, competitiveness-cost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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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说明 
 
1. 教学目的与用途：  

适用课程：  新生研讨课《欧盟经济与贸易》（ACA101） 

针对对象：  外语学院 法语系 大一新生 

教学目标：  经过对本教学案例的采用， 

旨在让外语学院法语系的大一新生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 

尤其对法国的经济与贸易中的“竞争力与市场份额专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与掌握。 

 

2. 启发思考题：  

1.  何为法国的“竞争力-价格比”？何为法国的“竞争力-成本比”？  

 

2. 为何说“2014年‘竞争力-成本比’的改善与‘竞争力-价格比’的恶化，

二者并行”？请阐述理由。 

 

3. 通过本教学案例对法国竞争力与市场份额的详尽描述，尝试对中国政府

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言，并请阐述理由。 

 

3. 分析思路：  

路径：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欧盟的某一个成员国来反映出来； 

Ø 而法国恰是欧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某一个经贸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来反映出

来； 

Ø 而竞争力与市场份额恰是经济与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之一。 

Ø 具体分析， 

n 见下文 4：理论依据与分析中的相关分析。 

 

4. 理论依据与分析：  



 19 

相关理论：   

Ø 经济学中与“竞争力-价格比”、“竞争力-成本比”相关的理论； 

Ø 经济学中与“实际有效汇率”、“竞争力与就业减免税效应”相关的

理论； 

Ø 经济学中与“价格效应”、“竞争力效应”相关的理论。 

相关分析：   

Ø 2014年法国的“竞争力-价格比”与法国的“竞争力-成本比”： 

l 法国的“竞争力-成本比”依然在 2014年有所改善； 

l 法国的“竞争力-价格比”在 2014年恶化； 

l 二者并行。 

Ø 2014年法国的“价格效应”与“竞争力效应”： 

l 在法国总交易中欧元区贸易伙伴国交易占比之高； 

l 法国的消费价格没有如其主要贸易伙伴国增长那般快速，这在名

义汇率上抵消了欧元的升值效应； 

l 法国实际汇率稳定。 

Ø 2014年法国在世界产品与服务出口中所占市场份额的地位： 

l 在数值上，法国在世界产品与服务出口中所占市场份额的稳定地

位，在 2014年继续得以夯实； 

l 在数量上，法国的市场份额在 2014年同样是稳定的，保持在 3.6

个百分点。 

Ø 法国出口受到的挑战： 

l 法国的出口商尤其受到欧元升值的羁绊； 

l 同时受到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交易中实力上升的影响。 

Ø 详见附件； 

Ø 由教案内容可以分析出法国竞争力与市场份额中的各个构成部分，

以及各个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5. 背景信息：  

本教学案例，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信息，是作者之所以选择 2013-2014

年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凭籍在法国巴黎十余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作者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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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文章中，将这个时间段确定为持续了六年之久欧债危机的结束之际。因

而，这个时期是无论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尤其是对欧盟的竞争力与市场份

额而言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6. 关键要点：  

本教学案例的关键所在有其二： 

一、知识点： 

Ø “竞争力-价格比”、“竞争力-成本比”； 

Ø “实际有效汇率”、“竞争力与就业减免税效应”； 

Ø 与“价格效应”、“竞争力效应”。 

二、能力点： 

是通过对本教案的学习，不仅仅理解经济中的竞争力与市场份额的构成

部分及其互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籍此掌握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之能力，

能够将这些知识转化为针对政府决策提供相应的可行性政策建言。 

 

7. 建议课堂计划：  

本案例教学库共有 8个教学案例。 

首先建议： 

每个教案使用 4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32个课时； 

通常一门常规课程也正好需要 32个课时。 

其次，若学生课时有限，也可以减半如下： 

每个教案使用 2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16个课时。 

这种情况下，每隔一周使用一次教学案例，另一周讲授理论知识。 

当然，届时究竟采用何种教学方案，还是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课

程设定的课时数而定。 

 

8. 附件 

详见正文中的附件。 

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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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号教案 
 

一、教案正文 
 
 
1. 教案名称： 

 

2013-2014年法国的就业 
 
 
2. 教案作者： 赵永升 
工作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 法语系  

  
 
版权说明： 
本教学案例之内容，均真实可靠，系由作者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3 以及
欧盟统计局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撰写而成；教学案例附录所附图表中

之数据，亦源自诸官方机构。另，本教学案例仅用于教学之目的，作者

不对案例涉及之国家、地区或企业等做出任何评判。 

                                                        
3 法国国家统计局：其全称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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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案摘要：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年期间，法国就业情况的变动趋势。2014

年在法国经济中就业人数为 2,730万（含全日工和半日工），其中自然人增加
了 8.1万、“折合全日工”增加了 7.3万，由于“有雇员型就业”与“无雇员
型就业”同时增长。 

2014年法国的工业行业就业萎缩了 3.5万个，而就业回落发生在各个工
业部门，尤其在“其它工业部门”（纺织业、林业、制药业和冶金业）。“商

品服务部门”得益于“对企业服务业就业”的重获生机，2014年就业继续得
以稳固；在建筑业，就业再次回落。而“非商品部门”就业继续上升，由于

“国家补助型非商品合同”的受益者众。最后，私营企业就业在 2014 年增
加了 1.4万个折合全日工，在总就业中公共行政部门占比略高于 20%。 

 
4. 关键词：  
  法国就业，“折合全日工”，“有/无雇员型就业”， 

“对企业/家庭服务业就业”，“国家补助型非商品合同” 
 

5. 教案引言：  
若要了解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从法国入手为宜，因为法国是欧盟与联

合国经合组织中极具代表性的成员国——其经济不温不火，其社会总体稳

定。而 2013-2014 年又恰是持续六年之久的欧债危机结束之际，因而将
《2013-2014年法国的就业》作为对《欧盟经济与贸易教学案例库》中的“就
业教案”进行教学的典型案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另，本教学案例在国内

诸多可靠教学案例与文献中，尚无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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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案内容：  
 
2014年，在法国经济中就业人数为 2,730万，包括全日工和半日工。如果将

半日工和身兼数职考虑在内，法国的“折合全日工”为 2,570万人。 
关于 2014年法国的就业，自然人增加了 8.1万人、折合全日工增加了 7.3万

人。增加的原由首先是“有雇员型就业”与“无雇员型就业”同时增长，前者自

然人增加了 6.8万人、折合全日工增加了 5.8万人，后者自然人增加了 1.3万人、
折合全日工增加了 1.5万人。从 2012年至 2013年，就业人数稳定，自然人增加
了 1千人、折合全日工减少了 4千人，其中无雇员型就业的增加几乎能弥补有雇
员型职工人数的减少，前者自然人和折合全日工增加了 5.5万人，后者自然人减
少了 5.4万人、折合全日工减少了 6.0万人。 

2014年，法国的工业行业就业萎缩了 3.5万个（即减少 1.2个百分点）折合
全日工。“加工业部门”仅此一项，就业就后退了 3.6万个（即减少 1.4个百分点）
折合全日工；就业回落发生在各个工业部门，尤其在“其它工业部门”——在纺

织业、林业、制药业和冶金业，减少了 2.5万个折合全日工。制造业就业继续回
落，而这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初就已经开始：从 2001年起按折合全日工计
萎缩了将近 1/4。在“商品服务部门”，2014年就业形势继续得以稳固，在 2012-2013
年期间基本稳定（增加了 3千个折合全日工）之后，2014年增加了 5.2万个折合
全日工，即增加了 0.4个百分点。该就业形势稳固，主要得益于“对企业服务业
就业”的重获生机。在该部门，在 2013年增加了 8千个折合全日工之后，2014
年就业人数增加了 4.8万个折合全日工，即增加了 1.3个百分点。在建筑业，就
业再次回落：自 2009年减少了 9.7万个折合全日工、2013 年减少了 2.3万个折
合全日工之后，2014年就业人数减少了 3.3万个折合全日工（即减少了 1.8个百
分点）。 
从总体来看，“非农商品部门”——1,720万个折合全日工，即略高于法国国

内总就业人数的 2/3——在 2013年减少了 5.9万个折合全日工（即减少了 0.3个
百分点）之后，2014年就业人数萎缩了 1.5万个折合全日工（即减少 0.1个百分
点）。在“非商品部门”，就业继续上升，在 2013 年增加了 6.2 万个折合全日工
之后，2014 年就业人数增加了 8.0 万个折合全日工（即增加了 1.1 个百分点），
原因主要在于“国家补助型非商品合同”的受益者人数众多。在农业部门，在

2013 年减少了 7 千个折合全日工（即减少了 0.9 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就业
形势得以恢复，就业人数增加了 8千个折合全日工（即增加了 1.0个百分点）。 
私营企业的就业——约占法国国内总就业折合全日工人数的 70%，即 2014

年的 1,820万个折合全日工——在 2014年增加了 1.4万个折合全日工（即增加了
0.1 个百分点），而 2013 年则减少了 2.5 万个折合全日工。在总就业中公共行政
部门占比略高于 20%，即 2014 年由国家4、地方政府、医院等机构雇佣了共计

560万个折合全日工。其职工人数增速加大：在 2013年增加了 3.0万个折合全日
工（即增加了 0.5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7.5万个折合全日工（即增加
了 1.4 个百分点）；而在此之前从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其职工人数连续四年
下降——减少了 16.1万个折合全日工（即减少了 2.8个百分点）。家庭以及“非
盈利家政服务机构”雇佣了按折合全日工计总职工人数（1,800万个折合全日工）

                                                        
4 在法国，“国家”意指“法国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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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个百分点。在 2014年其职工人数继续回落，在 2013年减少 9千个折合全日
工之后，2014年减少了 1.7万个折合全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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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案注释：  
本教学案例中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均为法国政府与欧盟统计局等官方发

布、真实可靠。在本教学案例中出现的所有数据，若非原始数据，多数则为

经过作者使用原始数据进行计算之后所得出的数值。因而，自然也是真实可

靠的。 
 

8. 教案结论：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 年期间，法国就业情况的变动趋势。在

2014年就业中，自然人增加了 8.1万、“折合全日工”增加了 7.3万，由于“有
雇员型就业”与“无雇员型就业”同时增长。 

2014年法国的工业行业就业萎缩了 3.5万个，而就业回落发生在各个工
业部门，尤其在“其它工业部门”（纺织业、林业、制药业和冶金业）。“商

品服务部门”得益于“对企业服务业就业”的重获生机，2014年就业继续得
以稳固；在建筑业，就业再次回落。而“非商品部门”就业继续上升，由于

“国家补助型非商品合同”的受益者众。 
今日的法国政府应该如何在决策上加以借鉴，及时调整现行的就业政策。

而中国政府亦可以借“它山之石”，旨在攻中国就业难题之“玉”。 
 

9. 教案附录：  
 

附录 1：按业务部门划分，法国的国内总就业分布表 
（以折合全日工计）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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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按机构行业划分，法国的国内总就业分布图 
（年均变动，以千个折合全日工计）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10.  教案文献：  
本教学案例的所有原始数据， 
均源自： 法国国家统计局，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以及：  欧盟统计局。 

 

11.  教案英文：  
Title:   France’s Employment  

during 2013-2014 
 
Author:   Prof./Dr. ZHAO Yongsheng 
 
School: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IBE 
 
Abstract:   

This case describes the variations of France’s employment during 
2013-2014. In 2014,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in France’s economy is 273 
millions including full-time and part-time employment. In 2014, 
France’s employment increases 81,000 natural persons and 73,000 
Equivalents in Full-Time Employment (EQTP) due to the simultaneous 
progress in the employment with and without employees.  

In 2014, the employment in France’s industrial sector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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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 persons and the contraction takes place in every industrial sector, 
especially in “Other Industrial Sectors” (textile, forestry, pharmacy and 
metallurgy). Thanks to the “employment of service to enterprises”, the 
“non-commodity service sector” stably maintains its employment while 
the employ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drops again. The continued 
rise in the “non-commodity service sector” benefits from the 
non-commodity contracts aided by the State. Finally, the employment in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increases 14,000 EQTP, and the public sector 
occupies more than 20% in the total domestic employment in France.   

 
Key words:  France’s employment,  

Equivalent in Full-Time Employment (EQTP),  
employment with/without employees,  
services to enterprises/households,  
non-commodity contracts aided by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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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说明 
 
1. 教学目的与用途：  

适用课程：  新生研讨课《欧盟经济与贸易》（ACA101） 

针对对象：  外语学院 法语系 大一新生 

教学目标：  经过对本教学案例的采用， 

旨在让外语学院法语系的大一新生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 

尤其对法国的经济与贸易中的“就业专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与掌握。 

 

2. 启发思考题：  

1.  何为法国的“折合全日工”？何为法国的“有雇员型就业”与“无雇员

型就业”？  

 

2. 何为法国的“其它工业部门”与“商品服务部门”？何为“非盈利家政

服务机构”与“对企业服务业就业”？ 

 

3. 请阐述“非商品部门”与“国家补助型非商品合同”之间的关系。 

 

3. 分析思路：  

路径：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欧盟的某一个成员国来反映出来； 

Ø 而法国恰是欧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某一个经贸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来反映出

来； 

Ø 而就业恰是经济与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之一。 

Ø 具体分析， 

n 见下文 4：理论依据与分析中的相关分析。 

 

4. 理论依据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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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   

Ø 经济学中就业构成因素相关的理论； 

Ø 法国“折合全日工”的计算方法； 

Ø 法国“有雇员型就业”与“无雇员型就业”的划分理论； 

Ø 法国“非盈利家政服务机构”与“对企业服务业就业”的划分； 

Ø 法国的“国家补助型非商品合同”。 

相关分析：   

Ø 2014年法国的就业增加，按折合全日工计： 

l “有雇员型就业”的增长； 

l 与“无雇员型就业”同时增长。 

Ø 2014年法国的工业行业就业萎缩了 3.5万个： 

l “加工业部门”仅此一项，就业就后退了 3.6万个； 

l 就业回落发生在各个工业部门，尤其在“其它工业部门” 

n 在纺织业、林业、制药业和冶金业； 

l 在“商品服务部门”，2014年就业形势继续得以稳固； 

n 主要得益于“对企业服务业就业”的重获生机。 

l 在建筑业，就业再次回落； 

l “非农商品部门”萎缩； 

l 在“非商品部门”，就业继续上升； 

n 原因主要在于“国家补助型非商品合同”的受益者人数众多。 

l 私营企业的就业在 2014年增加了 1.4万个折合全日工； 

l 在总就业中公共行政部门 2014年由国家、地方政府、医院等机

构雇佣了共计 560万个折合全日工。 

Ø 详见 2个附件； 

Ø 由教案内容可以分析出法国就业中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各个构件

之间的互动关系。 

 

5. 背景信息：  

本教学案例，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信息，是作者之所以选择 2013-2014

年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凭籍在法国巴黎十余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作者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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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文章中，将这个时间段确定为持续了六年之久欧债危机的结束之际。因

而，这个时期是无论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尤其是对欧盟的就业而言都是最

具有代表性的。 

 

6. 关键要点：  

本教学案例的关键所在有其二： 

一、知识点： 

Ø “折合全日工”； 

Ø “有雇员型就业”与“无雇员型就业”； 

Ø “非盈利家政服务机构”与“对企业服务业就业”； 

Ø “国家补助型非商品合同”。 

二、能力点： 

是通过对本教案的学习，不仅仅理解经济中的就业的构成部分及其互动

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籍此掌握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之能力，能够将这些知

识转化为针对政府决策提供相应的可行性政策建言。 

 

7. 建议课堂计划：  

本案例教学库共有 8个教学案例。 

首先建议： 

每个教案使用 4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32个课时； 

通常一门常规课程也正好需要 32个课时。 

其次，若学生课时有限，也可以减半如下： 

每个教案使用 2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16个课时。 

这种情况下，每隔一周使用一次教学案例，另一周讲授理论知识。 

当然，届时究竟采用何种教学方案，还是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课

程设定的课时数而定。 

 

8. 相关附件 

详见正文中的附件。 

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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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号教案 
 

一、教案正文 
 
 
1. 教案名称： 

 

2013-2014年法国的失业 
 
 
2. 教案作者： 赵永升 
工作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 法语系  

  
 
版权说明： 
本教学案例之内容，均真实可靠，系由作者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5 以及
欧盟统计局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撰写而成；教学案例附录所附图表中

之数据，亦源自诸官方机构。另，本教学案例仅用于教学之目的，作者

不对案例涉及之国家、地区或企业等做出任何评判。 

                                                        
5 法国国家统计局：其全称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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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案摘要：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 年期间，法国失业情况的变动趋势。按
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2013年至 2014年期间法国的年平均失业率最
终稳定在 9.8个百分点；在 2014年第四季度法国本土有 290万人失业，另有
140万人处于“就业、失业与无业边际”。 

2014年法国的失业率相对稳定，原因在于尽管男性的失业率略有上升，
但女性的失业率等量下降，因而相互抵消。失业率的上升对男性的影响要比

对女性更加明显，而这尤其与“临时工种”与建筑业就业机会的减少相关。

另外，年轻人失业率要比年长者高许多，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市场中 25 岁以
下者的特定性：诸多年轻人读书时并未兼职工作，因而并没有被统计到就业

人口之内。 
 
4. 关键词：  
  法国失业，“国际劳工组织”，“就业、失业与无业边际”， 

“临时工种”，就业人口 
 

5. 教案引言：  
若要了解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从法国入手为宜，因为法国是欧盟与联

合国经合组织中极具代表性的成员国——其经济不温不火，其社会总体稳

定。而 2013-2014 年又恰是持续六年之久的欧债危机结束之际，因而将
《2013-2014年法国的失业》作为对《欧盟经济与贸易教学案例库》中的“失
业教案”进行教学的典型案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另，本教学案例在国内

诸多可靠教学案例与文献中，尚无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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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案内容：  
 

 2013 年法国本土6 第二季度，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失业率达到 10
个百分点的高峰之后，到 2013年年底降到了 9.6个百分点。接着在 2014年第一
季度稳定在 9.7个百分点，然后在 2014年年底又升回到 10.0个百分点（如果海
外省与海外领地含在内的话，为 10.4个百分点）。这般，2013年至 2014年期间
法国的年平均失业率最终稳定在 9.8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在 2014 年第四季度法国本土有 290 万人失业。

另外有 140万人处于“就业、失业与无业边际”——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
这些人没有工作，或者在找工作却无法上岗，或者希望工作却未找工作。 

2014年法国的失业率相对稳定，原因在于尽管男性的失业率略有上升（上升
了 0.1个百分点），但女性的失业率等量下降（下降了 0.1个百分点），因而相互
抵消。正如之前的两年期间，失业率的上升对男性的影响要比对女性更加明显；

而这个现象尤其与“临时工种”7 与建筑业就业机会的减少相关，因为这些行业
主要雇佣男性。从 2012年年中开始，男性的失业率一直比女性要高，而我们传
统上所观察到的现象正与此相反。2014 年男女失业率之差平均达到 0.5 个百分
点。 

25-49岁人的失业率在 2013年至 2014年期间，增加了 0.1个百分点，就业人
口稳定在 9.2百分点，与 1996年的水准接近。50及 50岁以上人的失业率增加了
0.2 个百分点，在 2014年达到 6.7个百分点，这比 1999年的水准略微高一些。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25岁以下职工人数中有 23.2%在 2014年失业，即比
2013年降低了 0.7个百分点。年轻人的失业率在 2011年至 2012年期间大幅上升
（增加了 1.8 个百分点），到 2012 年第四季度达到自 1975 年以来的最高值
（25.3%）。年轻人的失业率接着在 2013 年全年都在下降，到第四季度回落到
22.7%。在 2014年第一季度稳定之后，在下半年又回升，2014年年底达到 23.7%。 
年轻人失业率要比年长者高许多，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市场中 25 岁以下者的

特定性——诸多年轻人读书时并未兼职工作，因而并没有被统计到就业人口之

内。因此，在 15-24岁年龄段总人口中失业者的占比，要比年轻人的失业率低许
多：该占比 2013年为 8.9个百分点，2014年为 8.5个百分点。该占比与在 25-49
岁年龄段总人口中失业者的占比相差无几，后者在 2014年达到 8.2个百分点。 

 

                                                        
6 法国本土，指的是法国在欧洲大陆部分的领土，不包含法国的海外省与海外领地。 
7 法国的“临时工种”，与其它国家不甚相同，在法国“临时工种”十分规范，要签署《定
期劳动合同》，雇员依法享有与其身份对应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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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案注释：  
本教学案例中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均为法国政府与欧盟统计局等官方发

布、真实可靠。在本教学案例中出现的所有数据，若非原始数据，多数则为

经过作者使用原始数据进行计算之后所得出的数值。因而，自然也是真实可

靠的。 
 

8. 教案结论：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 年期间，法国失业情况的变动趋势。按

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2013年至 2014年期间法国的年平均失业率最
终稳定在 9.8个百分点；在 2014年第四季度法国本土有 290万人失业，另有
140万人处于“就业、失业与无业边际”。 

2014年法国的失业率相对稳定，原因在于尽管男性的失业率略有上升，
但女性的失业率等量下降，因而相互抵消。失业率的上升对男性的影响要比

对女性更加明显，而这尤其与“临时工种”与建筑业就业机会的减少相关。

另外，年轻人失业率要比年长者高许多，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市场中 25 岁以
下者的特定性：诸多年轻人读书时并未兼职工作，因而并没有被统计到就业

人口之内。 
今日的法国政府应该如何在决策上加以借鉴，及时调整现行的失业政策。

而中国政府亦可以借“它山之石”，旨在攻中国失业难题之“玉”。 
 

9. 教案附录：  
 

附录 1：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法国的失业率变动图 
（以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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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法国的失业数据表 

（年均）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10.  教案文献：  
本教学案例的所有原始数据， 
均源自： 法国国家统计局，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以及：  欧盟统计局。 

 

11.  教案英文：  
Title:   France’s Unemployment 

during 2013-2014 
 
Author:   Prof./Dr. ZHAO Yongsheng 
 
School: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IBE 
 
Abstract:   

This case describes the variations of France’s unemployment during 
2013-2014.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he average annual unemployment rate during 
2013-2014 is stabilized at 9.8% in France. The metropolitan territory of 
France has 2.9 millions of unemployment and 1.4 millions of halo (statu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The France’s unemployment rate in 2014 is relatively stable due to 
the counterbalance between the male unemployment rate which slightly 
goes up and the female unemployment rate which slightly goes dow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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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the rise of unemployment rate influences much more men than 
women, and this phenomenon is related with the reduction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temporary 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n addition, and unemployment rate of young people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elder people partially due to the specificity of less 
than 25 year-people in the labour market: many young people can not 
work when they study, hence they are not counted into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Key words:  France’s un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halo (statu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temporary work, employed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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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说明 
 
1. 教学目的与用途：  

适用课程：  新生研讨课《欧盟经济与贸易》（ACA101） 

针对对象：  外语学院 法语系 大一新生 

教学目标：  经过对本教学案例的采用， 

旨在让外语学院法语系的大一新生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 

尤其对法国的经济与贸易中的“失业专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与掌握。 

 

2. 启发思考题：  

1. “国际劳工组织”对失业的定义与法国的定义，有何不同？何为法国的

处于“就业、失业与无业边际”？ 

 

2. 阐述为何面对同样的失业现象，法国男性与女性所受到的影响却相反？ 

 

3. 请阐述为何法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要比年长者高许多。 

 

3. 分析思路：  

路径：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欧盟的某一个成员国来反映出来； 

Ø 而法国恰是欧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某一个经贸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来反映出

来； 

Ø 而失业恰是经济与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之一。 

Ø 具体分析， 

n 见下文 4：理论依据与分析中的相关分析。 

 

4. 理论依据与分析：  

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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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经济学中失业率构成因素相关的理论； 

Ø 法国独有的“就业、失业与无业边际”定义理论； 

Ø 在法国失业率中的“性别效应”理论； 

Ø 在法国失业率中的“年龄效应”理论； 

相关分析：   

Ø 2013年至 2014年期间法国的年平均失业率最终稳定在 9.8个百分

点； 

l 在 2014年第四季度法国本土有 290万人失业； 

l 另外有 140万人处于“就业、失业与无业边际”。 

Ø 2014年法国的失业率相对稳定： 

l 原因在于尽管男性的失业率略有上升（上升了 0.1个百分点）， 

l 但女性的失业率等量下降（下降了 0.1个百分点）， 

l 因而相互抵消。 

Ø 法国年轻人失业率要比年长者高许多： 

l 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市场中 25岁以下者的特定性； 

n 诸多年轻人读书时并未兼职工作，因而并没有被统计到就业

人口之内。 

Ø 详见 2个附件； 

Ø 由教案内容可以分析出法国失业率中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各个构

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5. 背景信息：  

本教学案例，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信息，是作者之所以选择 2013-2014

年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凭籍在法国巴黎十余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作者曾在

多篇文章中，将这个时间段确定为持续了六年之久欧债危机的结束之际。因

而，这个时期是无论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尤其是对欧盟的失业而言都是最

具有代表性的。 

 

6. 关键要点：  

本教学案例的关键所在有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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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点： 

Ø “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失业率； 

Ø “就业、失业与无业边际”； 

Ø 在失业率中的“性别效应”； 

Ø 在失业率中的“年龄效应”。 

二、能力点： 

是通过对本教案的学习，不仅仅理解经济中的失业率的构成部分及其互

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籍此掌握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之能力，能够将这些

知识转化为针对政府决策提供相应的可行性政策建言。 

 

7. 建议课堂计划：  

本案例教学库共有 8个教学案例。 

首先建议： 

每个教案使用 4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32个课时； 

通常一门常规课程也正好需要 32个课时。 

其次，若学生课时有限，也可以减半如下： 

每个教案使用 2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16个课时。 

这种情况下，每隔一周使用一次教学案例，另一周讲授理论知识。 

当然，届时究竟采用何种教学方案，还是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课

程设定的课时数而定。 

 

8. 相关附件 

详见正文中的附件。 

 

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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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号教案 
 

一、教案正文 
 
 
1. 教案名称： 

 

2013-2014年法国的家庭收入与储蓄 
 
 
2. 教案作者： 赵永升 
工作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 法语系  

  
 
版权说明： 
本教学案例之内容，均真实可靠，系由作者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8 以及
欧盟统计局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撰写而成；教学案例附录所附图表中

之数据，亦源自诸官方机构。另，本教学案例仅用于教学之目的，作者

不对案例涉及之国家、地区或企业等做出任何评判。 

                                                        
8 法国国家统计局：其全称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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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案摘要：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 年期间，法国家庭收入与储蓄情况的变

动趋势。法国的“家庭可支配毛收入”，在数值上在 2013年增加了 0.7个百
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1.1个百分点。这得益于以现金形式的“社会服务
费”与业务纯收入，而财产收入贡献为负值。 
与之收入并行的是最终消费支出完全放缓。家庭财产收入的下降，主要

原由在于家庭在寿险上的理财收入减少了。家庭收到的现金形式社会服务费

继续减速，而家庭住房投资的降幅加大。在消费支出之外，家庭还消费产品

与服务，而后者的成本由地方政府承担。因而“家庭可支配修正收入”要比

毛收入值变化幅度更大。 
 
4. 关键词：  
  法国家庭收入与储蓄，“家庭可支配毛收入”，“家庭可支配修正收入”， 

“社会服务费”，家庭寿险理财收入  
 

5. 教案引言：  
若要了解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从法国入手为宜，因为法国是欧盟与联

合国经合组织中极具代表性的成员国——其经济不温不火，其社会总体稳

定。而 2013-2014 年又恰是持续六年之久的欧债危机结束之际，因而将
《2013-2014 年法国的家庭收入与储蓄》作为对《欧盟经济与贸易教学案例
库》中的“家庭收入与储蓄教案”进行教学的典型案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另，本教学案例在国内诸多可靠教学案例与文献中，尚无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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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案内容：  
 
法国的“家庭可支配毛收入”，在数值上在 2013年增加了 0.7个百分点之后，

2014年增加了 1.1个百分点。与之并行的是最终消费支出完全放缓（在 2013年
增加了 0.8 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增加了 0.0 个百分点），以至于可支配收入的
购买力在经历两年的后退后，也增加了 1.1个百分点。该演变趋势是在所有家庭
的基础上进行衡量得出。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在个人层面的购买力即按照消费单

位计算的购买力在三年后退之后，在 2014年增加了 0.7个百分点。 
家庭可支配毛收入增加了 1.1个百分点，这得益于以现金形式的“社会服务

费”与业务纯收入，前者贡献了 0.8个百分点，后者贡献了 0.7个百分点，而财
产收入贡献为负值（减少了 0.1个百分点）。本期税收（减少了 0.2个百分点）对
家庭可支配毛收入的降低，与之前两年相比其影响力有所降低。 
家庭财产收入的下降，主要原由在于家庭在寿险上的理财收入减少了（下降

了 8.0 个百分点）。收入减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不但以欧元计价的合同，而且
以账目笔数计价的合同，其收益均下降；另一方面有些保险公司能够预见到债券

收益会持续走低，这些公司因此储备资金。这样，家庭收到和支付的利息在利率

下降效应的影响下也大幅萎缩。家庭收到的分红增加了 4.0个百分点。 
鉴于就业形势相对较好，家庭领到的纯工资增加更快——在 2013 年增加了

0.6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1.4个百分点——而 2013年人均工资也以同样
的速度增长，上升了 1.2 个百分点。社保缴费增长放慢，在最近三年大约以 3.0
个百分点上升之后，2014年以 2.5个百分点上升；而雇员强制社保缴费要比雇主
强制社保缴费增加要快——前者上涨了 3.4个百分点，后者上涨了 2.3个百分点。
个体企业主的混合纯收入，在 2013年下降了 1.0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但其社保缴费尽管也放慢，却依然表现活跃，在 2013 年上升了
4.1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上升了 2.1个百分点。 
家庭收到的现金形式社会服务费继续减速，在 2012年增加了 3.8个百分点、

2013年增加了 2.8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2.3个百分点。在 2014年 7月
1日实施新的失业保险公约之后，失业补偿支出放慢：在 2013年增加了 5.7个百
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1.9个百分点。这也是退休养老金的情况，由于养老金
并未整体上调，而家庭服务费只是在 2014年略微上调。 
针对收入与财产的本期税收继续放缓，在 2012年上升了 9.0个百分点、2013

年增加了 4.3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只上升了 1.4个百分点。法国家庭可支配毛
收入增加了 1.1个百分点，其最终消费支出在数值上增加了 0.6个百分点。经过
四年的下降之后，其储蓄率年平均增加了 0.5个百分点，稳定在 15.1%。 
法国家庭住房投资的降幅加大——在 2013年降低了 1.5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下降了 3.5个百分点——以至于家庭金融储蓄率回弹了 0.8个百分点：从 2013
年的 5.3个百分点到 2014年的 6.1个百分点。 
家庭可支配毛收入并没有考虑到家庭所拥有的所有资源。在消费支出之外，

家庭还消费产品与服务，而后者的成本由地方政府承担：教育、卫生、住房补贴

等。“家庭可支配修正收入”则包含了这些支出，因而修正值要比毛收入值变化

幅度更大：2013年增加了 1.1个百分点，2014年增加了 1.3个百分点。由于该修
正值得益于不断上涨的“实物形式社会转移支付”——与最近四年同，增幅为

2.1 个百分点；转移支付中商品部分的涨幅要比非商品部分大，前者增加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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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后者增加了 1.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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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案注释：  
本教学案例中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均为法国政府与欧盟统计局等官方发

布、真实可靠。在本教学案例中出现的所有数据，若非原始数据，多数则为

经过作者使用原始数据进行计算之后所得出的数值。因而，自然也是真实可

靠的。 
 

8. 教案结论：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 年期间，法国家庭收入与储蓄情况的变

动趋势。法国的“家庭可支配毛收入”，在数值上的增加得益于以现金形式

的“社会服务费”与业务纯收入，而财产收入贡献为负值。 
与之收入并行的是最终消费支出完全放缓。家庭财产收入的下降，主要

原由在于家庭在寿险上的理财收入减少了。家庭收到的现金形式社会服务费

继续减速，而家庭住房投资的降幅加大。在消费支出之外，家庭还消费产品

与服务，而后者的成本由地方政府承担。因而“家庭可支配修正收入”要比

毛收入值变化幅度更大。 
今日的法国政府应该如何在决策上加以借鉴，及时调整现行的家庭收入

与储蓄政策。而中国政府亦可以借“它山之石”，旨在攻中国家庭收入与储

蓄难题之“玉”。 
 

9. 教案附录：  
 

附录 1：对法国家庭购买力演变贡献图 
（以贡献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附录 2：法国家庭可支配毛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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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10.  教案文献：  
本教学案例的所有原始数据， 
均源自： 法国国家统计局，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以及：  欧盟统计局。 

 

11.  教案英文：  
Title:   France’s Revenue and Savings 

during 2013-2014 
 
Author:   Prof./Dr. ZHAO Yongsheng 
 
School: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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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case describes the variations of France’s household revenue and 

savings during 2013-2014. The household gross available revenue in 
France increases 0.7% in volume in 2013 and 1.1% in 2014 respectively. 
This benefits from the social service revenue and the net activity revenue 
whil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roperty revenue is negative.  

In the same time, the final consumption expenses also slow down 
mainly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household insurance investment revenue. 
The social service revenue which French households receive continues to 
slow down, and the household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lso widens its 
decreasing amplitude. Besides the consumption expenses, French 
households consume also goods and services which are assumed by local 
governments. Hence, the household revised available revenue has a 
bigger volume than the household gross available revenue. 

 
Key words:  France’s household revenue & savings,   

household gross available revenue,  
household revised available revenue,  
social service revenue,  
household insurance investment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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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说明 
 
1. 教学目的与用途：  

适用课程：  新生研讨课《欧盟经济与贸易》（ACA101） 

针对对象：  外语学院 法语系 大一新生 

教学目标：  经过对本教学案例的采用， 

旨在让外语学院法语系的大一新生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 

尤其对法国的经济与贸易中的“家庭收入与储蓄专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与掌握。 

 

2. 启发思考题：  

1. 何为“家庭可支配毛收入”？其与“家庭可支配毛收入购买力”以及“家

庭可支配修正收入”有和实质性区别？ 

 

2. 文中所述“家庭收到的现金形式社会服务费”是何意？请解释并将其与

其它国家例如中国进行比较。 

 

3. 法国的“雇员强制社保缴费”与“雇主强制社保缴费”有何本质区别？ 

 

4. 法国家庭财产收入的下降，都有哪些原由？请阐述。 

 

3. 分析思路：  

路径：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欧盟的某一个成员国来反映出来； 

Ø 而法国恰是欧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某一个经贸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来反映出

来； 

Ø 而家庭收入与储蓄恰是经济与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之一。 

Ø 具体分析， 

n 见下文 4：理论依据与分析中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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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论依据与分析：  

相关理论：   

Ø 与“家庭可支配毛收入”、“家庭可支配毛收入购买力”相关的理论； 

Ø 与“家庭可支配修正收入”相关的理论； 

Ø 与“雇员强制社保缴费”、“雇主强制社保缴费”相关的理论； 

Ø 与法国的“家庭收到的现金形式社会服务费”相关的理论； 

Ø 与法国家庭财产收入构成相关的理论。 

相关分析：   

Ø 法国的“家庭可支配毛收入”，在数值上在 2013年增加了 0.7个百分

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1.1个百分点； 

Ø 与之并行的是最终消费支出完全放缓，以至于可支配收入的购买力

在经历两年的后退后，也增加了 1.1个百分点； 

Ø 家庭可支配毛收入增加了 1.1个百分点： 

l 这得益于以现金形式的“社会服务费”与业务纯收入； 

l 前者贡献了 0.8个百分点，后者贡献了 0.7个百分点； 

l 而财产收入贡献为负值（减少了 0.1个百分点）。 

Ø 家庭财产收入的下降，主要原由在于家庭在寿险上的理财收入减少

了（下降了 8.0个百分点）： 

l 一方面不但以欧元计价的合同，而且以账目笔数计价的合同，其

收益均下降； 

l 另一方面有些保险公司能够预见到债券收益会持续走低，这些公

司因此储备资金。 

Ø 鉴于就业形势相对较好，家庭领到的纯工资增加更快： 

l 在 2013年增加了 0.6个百分点之后； 

l 2014年增加了 1.4个百分点： 

Ø 社保缴费增长放慢，在最近三年大约以 3.0个百分点上升之后，2014

年以 2.5个百分点上升： 

l 而雇员强制社保缴费要比雇主强制社保缴费增加要快； 

l 前者上涨了 3.4个百分点，后者上涨了 2.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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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详见 2个附件； 

Ø 由教案内容可以分析出法国家庭收入与储蓄中的各个构成部分，以

及各个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5. 背景信息：  

本教学案例，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信息，是作者之所以选择 2013-2014

年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凭籍在法国巴黎十余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作者曾在

多篇文章中，将这个时间段确定为持续了六年之久欧债危机的结束之际。因

而，这个时期是无论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尤其是对欧盟的家庭收入与储蓄

而言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6. 关键要点：  

本教学案例的关键所在有其二： 

一、知识点： 

Ø “家庭可支配毛收入”； 

Ø “家庭可支配毛收入购买力； 

Ø “家庭可支配修正收入”； 

Ø “家庭收到的现金形式社会服务费”； 

Ø “雇员强制社保缴费”； 

Ø “雇主强制社保缴费”。 

二、能力点： 

是通过对本教案的学习，不仅仅理解经济中家庭收入与储蓄的构成部分

及其互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籍此掌握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之能力，能够

将这些知识转化为针对政府决策提供相应的可行性政策建言。 

 

7. 建议课堂计划：  

本案例教学库共有 8个教学案例。 

首先建议： 

每个教案使用 4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32个课时； 

通常一门常规课程也正好需要 32个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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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若学生课时有限，也可以减半如下： 

每个教案使用 2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16个课时。 

这种情况下，每隔一周使用一次教学案例，另一周讲授理论知识。 

当然，届时究竟采用何种教学方案，还是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课

程设定的课时数而定。 

 

8. 相关附件 

详见正文中的 2个附件。 

 

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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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号教案 
 

一、教案正文 
 
 
1. 教案名称： 

 

2013-2014年法国的家庭消费 
 
 
2. 教案作者： 赵永升 
工作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 法语系  

  
 
版权说明： 
本教学案例之内容，均真实可靠，系由作者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9 以及
欧盟统计局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撰写而成；教学案例附录所附图表中

之数据，亦源自诸官方机构。另，本教学案例仅用于教学之目的，作者

不对案例涉及之国家、地区或企业等做出任何评判。 

                                                        
9 法国国家统计局：其全称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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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案摘要：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年期间，法国家庭支出情况的变动趋势。

法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数量上略有上升，2014年增加了 0.6个百分点。汽车
销售经过多年的净萎缩之后，在 2014 年趋于稳定。这一方面诠释了新车市
场的态势，另一个方面诠释了二手车市场的态势。 

2014年信息经济产品与服务消费支出在数值上萎缩。电信服务业在 2014
年增长了 2.2个百分点，而作为其支撑点的移动电话市场，却在 2014年在数
量上增加了 46.0%，这与智能电话的飞速发展相关。房租在数值上上升，而
房租增速的放缓反映了房价的演变过程。家庭保险消费在 2014年增速放缓，
一则由于健康保险的回落，二则由于汽车保险连续第三个年头减速。 

 
4. 关键词：  
  法国家庭消费，“信息经济产品与服务消费支出”，家庭保险消费，  

电子香烟，寿险  
 

5. 教案引言：  
若要了解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从法国入手为宜，因为法国是欧盟与联

合国经合组织中极具代表性的成员国——其经济不温不火，其社会总体稳

定。而 2013-2014 年又恰是持续六年之久的欧债危机结束之际，因而将
《2013-2014 年法国的家庭消费》作为对《欧盟经济与贸易教学案例库》中
的“家庭消费教案”进行教学的典型案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另，本教学

案例在国内诸多可靠教学案例与文献中，尚无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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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案内容：  
 
法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数量上略有上升，在2013年增加了0.4个百分点之后，

2014 年增加了 0.6 个百分点。在物价稳定的背景下——在 2013 年物价上涨 0.8
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上涨了 0.0 个百分点——家庭消费支出在数值上温和上
升，在 2013年增加 1.2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0.6个百分点。 
法国的汽车销售经过多年的净萎缩之后，在 2014年趋于稳定，2013年在数

量上减少了 7.9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减少了 0.1个百分点。该整体的稳定态势
一方面很好诠释了新车市场的态势，另一个方面诠释了二手车市场的态势。前者

在 2013年减少了 9.7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减少了 0.2个百分点；后者在 2013
年减少了 3.9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减少了 0.0个百分点。尤其是汽油车支撑着
新车市场，正如 2013年，2014年汽油车的数量增加了 6.6个百分点；而柴油车
的数量则有所回落，2014年减少了 7.4个百分点。柴油车的绝对地位因此也受到
挑战，2014年柴油车的数量占比为 52.5%，即比 2013年减少了 3.2个百分点。
法国家庭总是优先选择小排量的汽车（5 马力或 5 马力以下），其占据 58%的市
场份额。 

2014年信息经济产品与服务消费支出在数值上萎缩，自 2009年以来每年都
是如此——在 2013年减少了 4.6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减少了 1.6个百分点。
物价明显不间断下降的趋势得以继续，2014年减少了 4.6个百分点；但在数量上
的支出却明显放缓，在 2013年增加了 4.7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3.1个
百分点。 
该放缓趋势归因于电信服务业，其在 2013年增长了 10.1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增长了 2.2个百分点。然而，该行业的一个支撑点是移动电话市场，2014年在
数量上增加了 46.0%，这与智能电话的飞速发展相关。同样，大众电子产品如电
视机、游戏机等重获生机，在 2013年减少 3.6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10.6
个百分点；而这得益于多项创新以及足球“世界杯效应”。电影院上座率在 2014
年回弹，接近 2010年和 2011年的纪录水准——在 2013年 1.93亿人次之后，2014
年达到 2.08亿人次。 
房租在数值上也上升，从 2013 年增加了 2.5 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增加了

2.2个百分点。房租增速的放缓主要反映了房价的演变过程，如同 2013年，房价
在 2014 年的增速也减缓——在 2013 年增加 1.3 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增加了
0.9个百分点。在数量上，2014年房租的演变速度也与 2013年类似：在 2013年
增加了 1.2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1.3个百分点。 

2014 年，法国家庭在能源产品上的支出回落，在数量上 2013 年增加了 0.7
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减少了 6.2 个百分点。2014 年气候尤为温和，因而家庭
大幅减少其取暖和照明支出——在 2013年增加 2.9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减少
了 10.7 个百分点。燃油与润滑油的消费在六年降低之后，小幅上升，在数量上
增加了 0.2个百分点。能源价格的降低与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价格的演变直接相关
——能源价格在 2013年上涨 1.3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降低了 0.6个百分点；
石油产品在 2013年降低了 2.2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降低了 4.1个百分点；天
然气产品在 2013年上涨了 4.4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上涨了 0.1个百分点。相
反，电价则总是大幅上升：在 2013年上涨了 6.5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上涨了
5.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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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品（除了酒精饮料与烟草制品之外）的消费在 2014年放缓：在 2013
年增加了 1.0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0.6个百分点。2014年，鱼类与海鲜、
肉类销售量进一步减少——在数量上 2013年降低了 0.9个百分点，2014年降低
了 1.7个百分点；面包、谷类和蔬菜的销售也明显减少。相反，水果的消费在 2014
年却回弹：在 2013年减少 0.7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增加了 4.7个百分点。粮
食产品（除了酒精饮料与烟草制品之外）的价格回落——在 2013 年上涨了 1.2
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下降了 1.2个百分点。水果和蔬菜的价格降低幅度更大，
降低了 4.6个百分点。 
极有可能是受到电子香烟发展的竞争，烟草制品的消费继续下滑，在数量上

2014年降低了 4.5个百分点，而烟草制品的价格从 2010年起上涨直至 2014年：
在 2013年上涨了 6.8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上涨了 5.2个百分点。 
家庭保险消费在 2014年增速放缓，在数量上 2013年增加了 2.2个百分点，

2014年增加了 1.6个百分点。保险放缓的原因，一则是健康保险的回落，在 2013
年增加了 2.6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减少了 0.2个百分点；二则是汽车保险连续
第三个年头减速，在 2013年增加 3.2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增加了 2.4个百分
点。相反，房屋保险却在上升，在 2013年下降了 1.3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
加了 0.7个百分点；而且 2014年的寿险要比 2013年更加活跃，在 2013年增加
了 2.7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3.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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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案注释：  
本教学案例中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均为法国政府与欧盟统计局等官方发

布、真实可靠。在本教学案例中出现的所有数据，若非原始数据，多数则为

经过作者使用原始数据进行计算之后所得出的数值。因而，自然也是真实可

靠的。 
 

8. 教案结论：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年期间，法国家庭支出情况的变动趋势。

法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数量上略有上升。汽车销售经过多年的净萎缩之后，

在 2014年趋于稳定。2014年信息经济产品与服务消费支出在数值上萎缩。
电信服务业在 2014年有所增长，而作为其支撑点的移动电话市场，却在 2014
年在数量上增加了 46.0%，这与智能电话的飞速发展相关。房租在数值上的
上升与在增幅上的放缓，均反映了房价的演变过程。家庭保险消费在 2014
年增速也放缓。 
今日的法国政府应该如何在决策上加以借鉴，及时调整现行的家庭消费

政策。而中国政府亦可以借“它山之石”，旨在攻中国家庭消费难题之“玉”。 
 

9. 教案附录：  
 

附录 1：按照功能划分，法国家庭消费演变表 
（以上一年的价格与数量计）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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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根据耐用性分级、按照产品种类划分，法国家庭实际消费演变表 

（以上一年的价格与数量计）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10.  教案文献：  
本教学案例的所有原始数据， 
均源自： 法国国家统计局，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以及：  欧盟统计局。 

 

11.  教案英文：  
Title:   Franc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during 2013-2014 
 
Author:   Prof./Dr. ZHAO Yongsheng 
 
School: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IBE 
 
Abstract:   

This case describes the variations of Franc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during 2013-2014. Franc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ses increase 0.6% in 2014. The stability of automobile sales in 2014 
after several years’ contraction justifies on one hand the status of new 
car market, and on another hand the status of second-hand car market.  

The consumption expenses of goods & services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contract in 2014 in France. The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sector increases 2.2% in 2014 while the mobile phone market which is 
one of supports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rogress strongly (46.0%) 
in 2014. This is relat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mart phones. 
Finally, the housing rent goes up in value, but slows down in amplitude; 
this reflects exactly the evolution of housing price. The household 
insurance consumption’s rise also slows down due to the fall of health 
insurance and to the deceleration of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in 
automobil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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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Franc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expenses of goods & services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household insurance consumption,  
electronic cigarettes, lif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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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说明 
 
1. 教学目的与用途：  

适用课程：  新生研讨课《欧盟经济与贸易》（ACA101） 

针对对象：  外语学院 法语系 大一新生 

教学目标：  经过对本教学案例的采用， 

旨在让外语学院法语系的大一新生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 

尤其对法国的经济与贸易中的“家庭消费” 

有个系统的了解与掌握。 

 

2. 启发思考题：  

1. 何为法国的“信息经济产品与服务消费支出”？ 

 

2. 请阐述法国 2014年家庭保险消费变动的原由。 

 

3. 请阐述法国汽车市场以及汽车保险的现象及其成因，并且与其它国家例

如中国进行比较。 

 

3. 分析思路：  

路径：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欧盟的某一个成员国来反映出来； 

Ø 而法国恰是欧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某一个经贸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来反映出

来； 

Ø 而家庭消费恰是经济与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之一。 

Ø 具体分析， 

n 见下文 4：理论依据与分析中的相关分析。 

 

4. 理论依据与分析：  

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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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与法国家庭消费相关的理论； 

Ø 与“信息经济产品与服务消费支出”相关的理论； 

Ø 与家庭保险消费相关的理论； 

Ø 与法国家庭消费构成相关的理论。 

相关分析：   

Ø 法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数量上略有上升： 

l 在 2013年增加了 0.4个百分点之后； 

l 2014年增加了 0.6个百分点； 

Ø 法国的汽车销售经过多年的净萎缩之后，在 2014年趋于稳定： 

l 2013年在数量上减少了 7.9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减少了 0.1

个百分点： 

l 该整体的稳定态势一方面很好诠释了新车市场的态势，另一个方

面诠释了二手车市场的态势； 

l 前者在 2013年减少了 9.7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减少了 0.2个

百分点； 

l 后者在 2013年减少了 3.9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减少了 0.0个

百分点。 

Ø 2014年信息经济产品与服务消费支出在数值上萎缩： 

l 自 2009年以来每年都是如此； 

l 在 2013年减少了 4.6个百分点之后； 

l 2014年减少了 1.6个百分点： 

Ø 电信行业的一个支撑点是移动电话市场： 

l 2014年在数量上增加了 46.0%； 

l 这与智能电话的飞速发展相关。 

Ø 房租在数值上也上升： 

l 从 2013年增加了 2.5个百分点之后； 

l 2014年增加了 2.2个百分点； 

l 房租增速的放缓主要反映了房价的演变过程， 

Ø 法国家庭保险消费在 2014年增速放缓： 

l 在数量上 2013年增加了 2.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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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14年增加了 1.6个百分点； 

l 保险放缓的原因，一则是健康保险的回落，在 2013年增加了 2.6

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减少了 0.2个百分点；二则是汽车保险连

续第三个年头减速，在 2013年增加 3.2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

增加了 2.4个百分点。 

Ø 详见 2个附件； 

Ø 由教案内容可以分析出法国家庭消费中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各个

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5. 背景信息：  

本教学案例，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信息，是作者之所以选择 2013-2014

年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凭籍在法国巴黎十余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作者曾在

多篇文章中，将这个时间段确定为持续了六年之久欧债危机的结束之际。因

而，这个时期是无论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尤其是对欧盟的家庭消费而言都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6. 关键要点：  

本教学案例的关键所在有其二： 

一、知识点： 

Ø 家庭消费支出； 

Ø “信息经济产品与服务消费支出”； 

Ø 家庭保险消费。 

二、能力点： 

是通过对本教案的学习，不仅仅理解经济中家庭消费的构成部分及其互

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籍此掌握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之能力，能够将这些

知识转化为针对政府决策提供相应的可行性政策建言。 

 

7. 建议课堂计划：  

本案例教学库共有 8个教学案例。 

首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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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教案使用 4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32个课时； 

通常一门常规课程也正好需要 32个课时。 

其次，若学生课时有限，也可以减半如下： 

每个教案使用 2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16个课时。 

这种情况下，每隔一周使用一次教学案例，另一周讲授理论知识。 

当然，届时究竟采用何种教学方案，还是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课

程设定的课时数而定。 

 

8. 相关附件 

详见正文中的 2个附件。 

 

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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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号教案 
 

一、教案正文 
 
 
1. 教案名称： 

 

2013-2014年法国的对外贸易 
 
 
2. 教案作者： 赵永升 
工作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 法语系  

  
 
版权说明： 
本教学案例之内容，均真实可靠，系由作者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10 以及
欧盟统计局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撰写而成；教学案例附录所附图表中

之数据，亦源自诸官方机构。另，本教学案例仅用于教学之目的，作者

不对案例涉及之国家、地区或企业等做出任何评判。 

                                                        
10 法国国家统计局：其全称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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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案摘要：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年期间，法国对外贸易情况的变动趋势。

2014 年，法国在产品与服务的对外贸易上速度加快。在数量上法国出口在
2014 年增加了 2.4 个百分点，比世界产品贸易（+3.1%）要慢。法国进口也
同样加速。 
总体而言，法国在 2014年的产品与服务对外逆差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而

这掩饰了演变过程的反差性。2014年贸易逆差的减少，主要在于能源支出负
担的减轻。相反，贸易差额在这两个科目上恶化明显：“农业、林业及渔业

产品”科目的顺差降低了 16 亿欧元，而“其它工业产品”科目的逆差又新
增了 18 亿欧元。财富分配业务逆差在 2014 年减少了 69 亿欧元，既多亏利
息差额的提高，也多亏红利盈余的提高。 

 
4. 关键词：  
  法国对外贸易，产品与服务，“其它工业产品”科目， 

利息差额，红利盈余 
 

5. 教案引言：  
若要了解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从法国入手为宜，因为法国是欧盟与联

合国经合组织中极具代表性的成员国——其经济不温不火，其社会总体稳

定。而 2013-2014 年又恰是持续六年之久的欧债危机结束之际，因而将
《2013-2014 年法国的对外贸易》作为对《欧盟经济与贸易教学案例库》中
的“对外贸易教案”进行教学的典型案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另，本教学

案例在国内诸多可靠教学案例与文献中，尚无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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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案内容：  
 
2014年，法国在产品与服务的对外贸易上速度加快。在数量上（以前一年的

系列价格来衡量），法国出口在 2013年增加了 1.7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2.4个百分点；这个增速比世界产品贸易要慢——在 2013年增加了 2.7个百分点
之后，2014年增加了 3.1个百分点。法国进口也同样加速：在 2013年增加了 1.7
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增加了 3.8个百分点。 

2014年的增长在数值上不如在数量上来得大——出口增加了 1.4个百分点，
进口增加了 1.3 个百分点——原由在于价格的下降。无论针对出口（在 2013 年
降低了 0.3个百分点之后，2014年降低了 0.9个百分点），抑或针对进口（在 2013
年降低了 1.3 个百分点之后，2014 年降低了 2.4 个百分点），价格的回落主要在
于能源价格的下降。 
总体而言，法国在 2014年的产品与服务对外逆差（392亿欧元）基本处于稳

定状态，而在 2011年达到 528亿欧元最高纪录之后，在之前的两年该逆差却明
显得以下降：2012年为 77亿欧元，2013年为 57亿欧元。该稳定状态掩饰了演
变过程的反差性。贸易逆差（只涉及到产品）减少了 68亿欧元，达到 321亿欧
元（均按离岸价计）。产品的覆盖率连续第三个年头增长：2014年增加了 1.4个
百分点达到 93.3%，并且已经超过其 2007 年的水准。相反，服务贸易差额显著
恶化：减少了 67亿欧元，达到-71亿欧元。 

2014年贸易逆差的减少，主要原因在于能源支出负担的减轻：采掘工业产品
如原油、天然气的逆差，减少了 96亿，达到-378亿欧元；精炼产品的逆差减少
了 14亿欧元，达到-128亿欧元。 
相反，贸易差额在这两个科目上恶化明显：“农业、林业及渔业产品”科目

的顺差降低了 16 亿欧元，到达+33 亿欧元；而“其它工业产品”科目的逆差又
新增了 18亿欧元，达到-156亿欧元——这主要由制药产品所致，尤其与在市场
上投入由一家外国实验室生产的丙肝治疗药品有关。 
不含旅游业在内的服务贸易差额，在 2014年继续恶化，在 2013年达到-106

亿欧元之后，2014 年达到-132 亿欧元。在大的科目上，法国贸易整体恶化，除
了保险与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差额在 2014年减少了 41亿欧元，达到+60亿欧元。
法国常驻居民在国外支出增加了 31 亿欧元，而外国人在法国支出则减少了 10
亿欧元。 
财富分配业务逆差在 2014 年减少了 69 亿欧元，达到 96 亿欧元。这在较大

程度上，多亏利息差额的提高——从 2013年的-235亿欧元提高到-170亿欧元；
在较小的程度上，多亏红利盈余的提高（从 2013 年的 291 亿欧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305 亿欧元），以及雇员薪酬盈余的提高（从 2013 年的 165 亿欧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152 亿欧元）。总计而言，法国国家资金需求大幅减少，从 2013 年的
559 亿欧元到 2014 年的 489 亿欧元。然而，该需求仍然是历史新高，为二战以
来在 2012年和 2013年之后的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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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案注释：  
本教学案例中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均为法国政府与欧盟统计局等官方发

布、真实可靠。在本教学案例中出现的所有数据，若非原始数据，多数则为

经过作者使用原始数据进行计算之后所得出的数值。因而，自然也是真实可

靠的。 
 

8. 教案结论：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年期间，法国对外贸易情况的变动趋势。

2014 年，法国在产品与服务的对外贸易上速度加快。在数量上法国出口在
2014年增加了 2.4个百分点，比世界产品贸易要慢。法国进口也同样加速。 
总体而言，法国在 2014年的产品与服务对外逆差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而

这掩饰了演变过程的反差性。2014年贸易逆差的减少，主要在于能源支出负
担的减轻。相反，贸易差额在这两个科目上恶化明显：“农业、林业及渔业

产品”科目的顺差降低了 16 亿欧元，而“其它工业产品”科目的逆差又新
增了 18 亿欧元。财富分配业务逆差在 2014 年减少了 69 亿欧元，既多亏利
息差额的提高，也多亏红利盈余的提高。 
今日的法国政府应该如何在决策上加以借鉴，及时调整现行的对外贸易

政策。而中国政府亦可以借“它山之石”，旨在攻中国对外贸易难题之“玉”。 
 

9. 教案附录：  
 

附录 1：按照外贸产品划分，法国对外贸易构成表 
（到岸价-离岸价，以本期百万欧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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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附录 2：法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对外贸易表 
（贸易盈余，以本期百万欧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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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10.  教案文献：  
本教学案例的所有原始数据， 
均源自： 法国国家统计局，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以及：  欧盟统计局。 
 

11.  教案英文：  
Title:   France’s External Trade 

during 2013-2014 
 
Author:   Prof./Dr. ZHAO Yongsheng 
 
School: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IBE 
 
Abstract:   

This case describes the variations of France’s external trade during 
2013-2014. In 2014, France progresses rapidly in the external trade of 
goods & services: 2.4% of rise in volume which is slow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world goods trade (+3.1%). France’s import also 
increases.  

Generally speaking, France is relatively stable in the deficit of 
external trade of goods & services in 2014; however it conceals the 
deficit’s contrasted evolution reality. The reduction of 2014’s trade 
deficit is mainly due to the mitigation of energy expenses. On the 
contrary, France’s trade balance deteriorates in two items: one is the 
“Α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ing products” which decreases 1.6 billions 
of euros; another one is the “Other industrial  products” which increases 
1.8 billions of euros. Finally, the distribution balance decreases 6.9 
billions of euros thanks to the rise of interest balance and to that of 
dividend surplus.     

 
Key words:  France’s external trade, goods & services,  

“Other industrial products”,  
interest balance, dividend sur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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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说明 
 
1. 教学目的与用途：  

适用课程：  新生研讨课《欧盟经济与贸易》（ACA101） 

针对对象：  外语学院 法语系 大一新生 

教学目标：  经过对本教学案例的采用， 

旨在让外语学院法语系的大一新生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 

尤其对法国的经济与贸易中的“对外贸易” 

有个系统的了解与掌握。 

 

2. 启发思考题：  

1. 法国在产品与服务的对外贸易上有何特点？其在数量上与数值上有何具

体区别。 

 

2. 请阐述能源价格的变动对法国对外贸易的效应。 

 

3. 文中的“财富分配业务逆差”所指何意？请与其它国家例如中国进行比

较。 

 

3. 分析思路：  

路径：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欧盟的某一个成员国来反映出来； 

Ø 而法国恰是欧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某一个经贸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来反映出

来； 

Ø 而对外贸易恰是经济与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之一。 

Ø 具体分析， 

n 见下文 4：理论依据与分析中的相关分析。 

 

4. 理论依据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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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   

Ø 与产品与服务对外贸易相关的理论； 

Ø 与能源在对外贸易中所起角色相关的理论； 

Ø 与利息和红利在财富分配业务逆差中所起作用的理论； 

Ø 与“农业、林业及渔业产品”科目相关的理论； 

相关分析：   

Ø 2014年，法国在产品与服务的对外贸易上速度加快： 

l 法国出口在 2013年增加了 1.7个百分点之后； 

l 2014年增加了 2.4个百分点； 

Ø 2014年的增长在数值上不如在数量上来得大： 

l 出口增加了 1.4个百分点； 

l 进口增加了 1.3个百分点； 

l 原由在于价格的下降。 

Ø 总体而言，法国在 2014年的产品与服务对外逆差（392亿欧元）基

本处于稳定状态： 

l 而在 2011年达到 528亿欧元最高纪录之后； 

l 在之前的两年该逆差却明显得以下降：： 

Ø 2014年贸易逆差的减少，主要原因在于能源支出负担的减轻： 

l 采掘工业产品如原油、天然气的逆差，减少了 96亿，达到-378

亿欧元； 

l 精炼产品的逆差减少了 14亿欧元，达到-128亿欧元。 

Ø 财富分配业务逆差在 2014年减少了 69亿欧元，达到 96亿欧元： 

l 这在较大程度上，多亏利息差额的提高——从 2013年的-235亿

欧元提高到-170亿欧元； 

l 在较小的程度上，多亏红利盈余的提高（从 2013年的 291亿欧

元提高到 2014年的 305亿欧元）。 

Ø 详见 2个附件； 

Ø 由教案内容可以分析出法国对外贸易中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各个

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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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背景信息：  

本教学案例，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信息，是作者之所以选择 2013-2014

年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凭籍在法国巴黎十余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作者曾在

多篇文章中，将这个时间段确定为持续了六年之久欧债危机的结束之际。因

而，这个时期是无论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尤其是对欧盟的对外贸易而言都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6. 关键要点：  

本教学案例的关键所在有其二： 

一、知识点： 

Ø 产品与服务对外贸易； 

Ø 利息和红利与财富分配业务逆差； 

Ø “农业、林业及渔业产品”科目； 

Ø “其它工业产品”科目。 

二、能力点： 

是通过对本教案的学习，不仅仅理解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构成部分及其互

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籍此掌握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之能力，能够将这些

知识转化为针对政府决策提供相应的可行性政策建言。 

 

7. 建议课堂计划：  

本案例教学库共有 8个教学案例。 

首先建议： 

每个教案使用 4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32个课时； 

通常一门常规课程也正好需要 32个课时。 

其次，若学生课时有限，也可以减半如下： 

每个教案使用 2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16个课时。 

这种情况下，每隔一周使用一次教学案例，另一周讲授理论知识。 

当然，届时究竟采用何种教学方案，还是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课

程设定的课时数而定。 

 



 76 

8. 相关附件 

详见正文中的 2个附件。 

 

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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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号教案 
 

一、教案正文 
 
 
1. 教案名称： 

 

2013-2014年法国的国际收支 
 
 
2. 教案作者： 赵永升 
工作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 法语系  

  
 
版权说明： 
本教学案例之内容，均真实可靠，系由作者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11 以及
欧盟统计局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撰写而成；教学案例附录所附图表中

之数据，亦源自诸官方机构。另，本教学案例仅用于教学之目的，作者

不对案例涉及之国家、地区或企业等做出任何评判。 

                                                        
11 法国国家统计局：其全称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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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案摘要：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年期间，法国国际收支情况的变动趋势。

国际收支财务账目可再现在法国与外国之间的所有金融流状况。资本的净流

入，既能为往来账户交易逆差提供资金，又能降低法国常住居民的净外部头

寸。 
法国在 2013 年资本净流入 140 亿欧元之后，2014 年直接投资的特点是

资本净流出 210 亿欧元。然而资本业务却相当弱，在 2014 年在外国净投资
的回升也主要源于集团内部拆借业务。鉴于该拆借业务之大，对拆借重新处

理之后，2014 年法国在外国投资上升到 320 亿欧元，外国在法国投资达到
120亿欧元。而往来账户借贷业务（“其它投资”科目）在 2014年的特点则
是资本净流入量小。 

 
4. 关键词：  
  法国国际收支，金融流，净外部头寸， 

资本净流入/流出，集团内部拆借业务  
 

5. 教案引言：  
若要了解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从法国入手为宜，因为法国是欧盟与联

合国经合组织中极具代表性的成员国——其经济不温不火，其社会总体稳

定。而 2013-2014 年又恰是持续六年之久的欧债危机结束之际，因而将
《2013-2014 年法国的国际收支》作为对《欧盟经济与贸易教学案例库》中
的“国际收支”进行教学的典型案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另，本教学案例

在国内诸多可靠教学案例与文献中，尚无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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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案内容：  
 
国际收支财务账目，能够再现在法国与外国之间，准确而言是在“常住居民”

与“非常住居民”之间的所有金融流状况。资本的净流入，一方面能够为往来账

户交易逆差提供资金，另一方面能够降低法国常住居民的净外部头寸，该头寸用

来衡量常住居民的净金融财产。 
在财务账目中，在 2013年资本净流入 140亿欧元之后，2014年直接投资的

特点是资本净流出（意指净投资）210亿欧元。然而资本业务却相当弱，尤其由
于在外国的法国常驻公司撤资，并且在 2014 年在外国净投资的回升也主要源于
集团内部拆借业务。 
同属于一个国际集团的姊妹公司之间会进行借款和贷款，在对该借贷进行重

新处理之后，2014年法国在外国投资上升到 320亿欧元，而 2013年则为 190亿
欧元；2014年外国在法国投资达到 120亿欧元，而 2013年则为 320亿欧元。这
些余额表明 2014年由法国集团借贷给其外国子公司的业务之大。 
“组合型”净投资，换言之主要是国债的卖出或买入、以往来账户借贷形式

的“其它投资”，以及与金融衍生工具相关的各类流和储备财产的购买或出让，

若无错误或遗漏，则能够对往来账户的逆差以及直接投资引起的资本净流出起到

平衡作用。 
2014年组合型净投资达到-70亿欧元——常住居民购买 770亿欧元的外国债

券，其中 520亿欧元为长期债券（国债及其类似债券），而非常住居民购买了 850
亿欧元的法国国债，其中 750亿欧元的国债及其类似债券。 
另外，往来账户借贷业务（“其它投资”科目）在 2014年的特点是资本净流

入量小，金额为 10亿欧元，签约比财产本身增加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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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案注释：  
本教学案例中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均为法国政府与欧盟统计局等官方发

布、真实可靠。在本教学案例中出现的所有数据，若非原始数据，多数则为

经过作者使用原始数据进行计算之后所得出的数值。因而，自然也是真实可

靠的。 
 

8. 教案结论：  
本教学案例描述了从 2013-2014年期间，法国国际收支情况的变动趋势。

国际收支财务账目可再现在法国与外国之间的所有金融流状况。资本的净流

入，既能为往来账户交易逆差提供资金，又能降低法国常住居民的净外部头

寸。 
法国在 2013 年资本净流入 140 亿欧元之后，2014 年直接投资的特点是

资本净流出 210 亿欧元。然而资本业务却相当弱，在 2014 年在外国净投资
的回升也主要源于集团内部拆借业务。鉴于该拆借业务之大，对拆借重新处

理之后，2014 年法国在外国投资上升到 320 亿欧元，外国在法国投资达到
120亿欧元。 
今日的法国政府应该如何在决策上加以借鉴，及时调整现行的国际收支

政策。而中国政府亦可以借“它山之石”，旨在攻中国国际收支难题之“玉”。 
 

9. 教案附录：  
 

附录 1：法国国际收支构成表 
（以本期百万欧元计） 



 82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10.  教案文献：  
本教学案例的所有原始数据， 
均源自： 法国国家统计局，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以及：  欧盟统计局。 

 

11.  教案英文：  
Title:   France’s Balance of Payment 

during 2013-2014 
 
Author:   Prof./Dr. ZHAO Yongsheng 
 
School: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IBE 
 
Abstract:   

This case describes the variations of France’s balance of payment 
during 2013-2014. The balance of payment can demonstrate the status of 
financial flows between France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net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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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ow can not only finance the deficit in current transactions, but also 
reduce the net external trade position of France’s residents.  

After 1.4 billions of euros’ net capital inflow in 2013, France’s FDI in 
2014 is charactized by 2.1 billions of euros’ net capital outflow. 
Nethertheless, the capital operations in France are weak, and the 
rebound of net foreign investment in 2014 is mainly due to inter-group 
lendings. After the retreatment of these lendings, France’s outbound 
investment in 2014 rises to 3.2 billions of euros, and FDI in France 
reaches 1.2 billions of euros. The lending operations of current account 
(“Other investment”) are characterized by a small quantity of net capital 
inflow in 2014.  

 
Key words:  France’s balance of payment, financial flows,  

net external trade position, capital inflow/outflow, 
inter-group l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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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说明 
 
1. 教学目的与用途：  

适用课程：  新生研讨课《欧盟经济与贸易》（ACA101） 

针对对象：  外语学院 法语系 大一新生 

教学目标：  经过对本教学案例的采用， 

旨在让外语学院法语系的大一新生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 

尤其对法国的经济与贸易中的“国际收支” 

有个系统的了解与掌握。 

 

2. 启发思考题：  

1. 何为“国际收支财务账目”？法国的“国际收支财务账目”有何特点？  

 

2. 法国的“常住居民”与“非常住居民”区别何在？与其它国家例如中国

进行比较。请注意中国有国家统计局与城市化委员会等不同机构对此的不同定

义。 

 

3. 请分析若同属于一个国际集团的姊妹公司之间进行借款和贷款，分别比

较这些公司在法国国内和国外的不同情况。 

 

3. 分析思路：  

路径：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欧盟的某一个成员国来反映出来； 

Ø 而法国恰是欧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 

Ø 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要由某一个经贸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来反映出

来； 

Ø 而国际收支恰是经济与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构件之一。 

Ø 具体分析， 

n 见下文 4：理论依据与分析中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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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论依据与分析：  

相关理论：   

Ø 与国际收支财务账目相关的理论； 

Ø 与资本净流入/净流出相关的理论； 

Ø 与“组合型”净投资相关的理论； 

Ø 与长期债券相关的理论； 

相关分析：   

Ø 国际收支财务账目： 

l 能够再现在法国与外国之间， 

l 准确而言是在“常住居民”与“非常住居民”之间的所有金融流

状况： 

Ø 资本的净流入： 

l 一方面能够为往来账户交易逆差提供资金， 

l 另一方面能够降低法国常住居民的净外部头寸， 

l 该头寸用来衡量常住居民的净金融财产。 

Ø 在财务账目中，在 2013年资本净流入 140亿欧元之后，2014年直接

投资的特点是资本净流出 210亿欧元： 

Ø 然而资本业务却相当弱， 

l 尤其由于在外国的法国常驻公司撤资， 

l 并且在 2014年在外国净投资的回升也主要源于集团内部拆借业

务。 

Ø 2014年组合型净投资达到-70亿欧元——常住居民购买770亿欧元的

外国债券： 

l 其中 520亿欧元为长期债券（国债及其类似债券）， 

l 而非常住居民购买了 850亿欧元的法国国债，其中 750亿欧元的

国债及其类似债券： 

l 另外，往来账户借贷业务（“其它投资”科目）在 2014年的特点

是资本净流入量小。 

Ø 详见 2个附件； 

Ø 由教案内容可以分析出法国国际收支中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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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5. 背景信息：  

本教学案例，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信息，是作者之所以选择 2013-2014

年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凭籍在法国巴黎十余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作者曾在

多篇文章中，将这个时间段确定为持续了六年之久欧债危机的结束之际。因

而，这个时期是无论对欧盟的经济与贸易，尤其是对欧盟的国际收支而言都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6. 关键要点：  

本教学案例的关键所在有其二： 

一、知识点： 

Ø 国际收支财务账目； 

Ø 资本净流入/净流出； 

Ø 资本组合净投资； 

Ø 长期债券/国债。 

二、能力点： 

是通过对本教案的学习，不仅仅理解经济中国际收支的构成部分及其互

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籍此掌握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之能力，能够将这些

知识转化为针对政府决策提供相应的可行性政策建言。 

 

7. 建议课堂计划：  

本案例教学库共有 8个教学案例。 

首先建议： 

每个教案使用 4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32个课时； 

通常一门常规课程也正好需要 32个课时。 

其次，若学生课时有限，也可以减半如下： 

每个教案使用 2个课时，8个教案共计 16个课时。 

这种情况下，每隔一周使用一次教学案例，另一周讲授理论知识。 

当然，届时究竟采用何种教学方案，还是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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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定的课时数而定。 

 

8. 相关附件 

详见正文中的 2个附件。 

 

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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