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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当地时间１０月１２日,瑞典皇家科学院

宣 布,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 将 颁 发 给 Milgrom 和

Wilson,以表彰他们在“改进拍卖理论和发明新的拍

卖形式”等方面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颁奖理由并

不是他们创造了拍卖理论,而是他们“对拍卖理论的

改进”.由此可知,Wilson和 Milgrom 并非拍卖理

论的最早提出者,但他们对拍卖理论的颠覆性改进,
无疑推动着拍卖理论的发展,使之成为微观经济学

中最成功的分支之一,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著名微观经济学家 Kreps指出,Wilson是“经济

工程学派”的创始人,足以与 Arrow 以及Samuelson
等经济学大师相提并论.而获奖者中,Wilson与

Milgrom是师生关系,两人均属于这一“经济工程学

派”.Kreps所说的“经济工程学”是微观经济理论在

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经济学家可以如同工程师

一般,人为设计资源分配机制,解决现实中的资源分

配问题,以达到保障经济主体利益的同时提高社会效

率的目标.Wilson的经济工程学思维深深地影响了

他的 学 生 们,他 培 养 出 的 另 外 两 个 学 生 Roth和

Holmstrom也延续了这一学风.其中Roth将市场设

计与匹配理论用于设计器官移植平台,Holmstrom将

激励理论用于机制设计实践,两人分别获得２０１２年

和２０１６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近年经济学诺奖获得

者的工作来看,经济学越来越追求“实用性”“接地气”,
越来越强调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而 Wilson和他的学

生们多次获得诺奖,无疑表明了他们的独特贡献.
Vickrey是第一个规范地研究拍卖的经济学家,

他率先提出了拍卖理论中最重要的定理———收益等

价定理[１].Vickrey指出:在一定假设下,四种标准拍

卖机制(英式拍卖、荷式拍卖、一级价格密封拍卖、二
级价格密封拍卖)给卖家带来的期望收益是相等的.
在此基础上,Riley和Samuelson[２]以及 Myerson[３]几

乎同时得到了更一般的收益等价定理:不仅仅是四种

标准拍卖机制,任何满足一定假设的拍卖都能给卖方

带来相同的期望收益.特别地,Myerson还找到了设

计单物品最优拍卖机制的一般方法.当然,刻画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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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最优拍卖机制技术上非常复杂,一直到现在还

属于尚未完全被攻克的世界级难题.
但是,收益等价定理绝不是拍卖理论的终点.

收益等价定理要求竞拍者估值是独立的,如果消费

者对于拍卖品的评价完全是主观的,那么这种独立

性是比较容易成立的.然而,如果拍卖品是诸如油

田、矿产、金融产品或者被收购公司的话,拍卖品有

客观的价值,私人价值的假设就难以满足.在这些

情形中,竞拍者的估值是共同价值:拍卖标的物对所

有竞标者而言价值相同,但是竞标者不知道其具体

取值,此时由于每个竞标者获得的信息不同,从而对

标的物估值不同.Wilson首先跳出了 Vickrey的私

人价值框架,提出了共同价值拍卖的概念[４６].在研

究共同价值拍卖过程中,Wilson发现了著名的“赢
者诅咒”.在赢得拍卖的那一刻,赢者就明确知道其

他人对拍卖品的估值都低于自己的出价,从而沮丧

地发现,自己报价时过高估计了拍卖品的价值.为

了避免“赢者诅咒”,竞价者报价时往往会变得非常

谨慎,而这会大大降低卖家收益.
在此基础上,Milgrom 和 Weber[７]提出更一般

的,同时包含私人价值与共同价值的关联价值模型.
关联价值模型中竞标者对拍卖品的评价既与私人信

息有关,又和未知的共同价值有关,可见私人价值拍

卖和共同价值拍卖都是关联价值拍卖的特例.关联

价值允许人们考察拍卖过程中的信息披露.例如英

式拍卖的出价过程就有发送信号的作用,竞拍人的

在拍卖进程中的出价情况向其他竞拍人发送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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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这些信号的发送会导致其他竞拍者调高估值.
由此可见,信息的披露反而不利于竞拍者,并提高卖

家收益.这一发现被称为“联系原理”.
除了在理论上的贡献,Wilson和 Milgrom 更是

推动了拍卖在资源配置中的实践.其中最著名的案

例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频谱拍卖的实现.
１９９４年,FCC正式公布了由 Wilson和 Milgrom 设

计的频谱拍卖机制:同时升价拍卖(Simultaneous
AscendingAuction,SAA),也称为同时多轮拍卖

(Simultaneous Multiple Round Auction,SMRA).
FCC使用SAA 拍卖机制,卖出１０张许可证,得到

６．１７亿美元,是预测收益的两倍多.可见这一拍卖机

制既使得频谱分配更加公平,又给政府带来了巨额收

入.SAA在FCC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英国、加拿

大、德国等国家都纷纷采用SAA及其衍生的拍卖机

制来配置无线电频谱,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国内学者在拍卖研究领域也做出许多研究成果.

孙宁及其合作者研究了买家多物品需求时的动态有

效 拍 卖[８],并 进 一 步 地 将 抗 策 略 性 (StrategyＧ
Proofness)要求加入有效拍卖规则中[９].孙宁团队还

是国内最早研究我国车牌拍卖机制的团队[１０,１１].王

先甲及其合作者分别提出了激励相容的电力市场双

边拍卖机制[１２]、排污权交易市场中具有激励相容性的

双边拍卖机制[１３]以及激励相容的多单位在线双边拍

卖机制[１４].田国强与其合作者曹小勇等主要研究竞

标者需要支付参与成本的拍卖机制以及拍卖中的腐

败问题[１５１８].李三希及其合作者研究了大型项目拍

卖中是否应将多个序贯项目捆绑拍卖的问题[１９,２０].
黄河和陈剑设计了一种先“组合拍卖”再“议价谈判”
的多物品出售两阶段机制[２１].关于拍卖特别是网络

拍卖的基础理论,国内学者比较好的著作有«拍卖理

论与网络拍卖»[２２]和«eＧAuction:理论与实务»[２３].
目前,我国在拍卖理论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跟跑

阶段.但是,拍卖在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已经得到

广泛应用,包括土地的招拍挂制度,车牌的拍卖制

度,以及政府采购中的招标制度等.随着改革进入

深水区,中国学者应该实现从被动吸取国外经验到

主动从中国实践中总结提炼原创理论的转变,把经

济理论实践在祖国大地上,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在这一点上,两位诺奖获得者的思维和智慧,
无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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