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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中的信息传达与社会治理

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加快恢复经济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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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的德国抗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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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近在咫尺的全球性大危机 也是必须直面的至暗时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困境与对策

积极培育促进经济复苏的新动能

化危为机 稳住外贸基本盘

新冠疫情全球加速蔓延，外贸严冬里如何“稳外贸”？

国际原油市场中的美国因素

采取紧急措施减缓疫情对我国外贸冲击的八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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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将使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发生战略收缩 ——关于疫情与经济

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将中国产业链撇开或替代

“四新行动计划”的经济学逻辑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优势的原理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江苏样本”

新加坡疫情期间的餐饮业扶持政策和电商化转型

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

负油价可能加速美国和欧佩克合作 全球石油消费国利益或受损

负油价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和消费者？

中国人造肉的市场前景与产业策略

坚持问题导向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产业链链长制的由来、特点和功能角色

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内向化的政策建议

把握金融本质和规律 为稳住经济基本盘提供有效支持

日渐政治化的原油市场是沙特的梦魇

提升产业链集群组织化水平

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全球产业链集群战略：中国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政策举措和行动

以改革推动隐性财富显性化

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需“危”中寻“机”

南通：接轨大上海 不忘“四好”路

以国内大市场循环支撑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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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来化“危”为“机”

全球产业链从中长期看朝着内向化演化

美国经济中的“小巨人”现象以及启示

公平竞争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核心

做好食品安全“有效监管”，促进“地摊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多层协作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欧佩克在平衡原油市场时仍需走钢丝

增强产业发展协同性

资产短缺、国民财富导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Change for the better

激活长三角一体化，从上海都市圈破题

保油价，沙特说，“我已经尽力了，兄弟们看着办吧！”

疫情倒逼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

庞氏融资和影子银行清算已经开始

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风险的优势与政策取向

多措并举力推江苏经济稳步回归常态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谁能争得上海都市圈一体化万亿级蛋糕？

以新思路有效推进新基建

石油需求是否已经达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传统产业“赋能”再认知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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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冒出一个贾老板骗了 200亿 这回用假黄金把信托骗坑里了

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未来前景可期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现代化

要防止房地产“肥尾风险”触发“明斯基时刻”

皖苏省际毗邻区域率先一体化发展的示范意义与机制构建

围绕产业链开展技术创新

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双重嵌入”模式：建设长三角全球产业链集群

优化治理机制，护航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的法制保障

统一市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的使命、任务与措施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的短板与政策推进

双循环新格局 从建设统一市场和加大对内开放做起

“深八条”打破对房地产宗教般的迷信

以新个体经济开辟就业发展新空间

顺应新基建新特征精准施策、主动作为

以培育新动能、解放思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场主体活力也是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活力

疫情对江苏外贸的阶段性影响及可能的二次冲击

从客场到主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

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产业链：从“扬长避短”转变为“扬长补短”

未来中国的全球化是从出口导向到利用内需

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经验与中国自主可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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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系列调研报告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对内开放：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因素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打破行政壁垒

勇当产业创新一体化的开路先锋

中国经济江苏智库联合研究会｜长三角一体化中江苏推进“双循环”

战略的担当与作为

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

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产业技术的国别联系与突破——基于投入产出

方法的简析

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激发体制改革的新活力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分工合作机遇

依托双循环实现内涵型增长

坚持开放创新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让科技人才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优势作用

以服务贸易促进“双循环”的发展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独木难支，沙特会不会放弃减产？

以传感器为抓手进行“卡脖子”技术突破

特斯拉为什么选择中国：当前稳外资的启示

从客场到主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

推动东亚强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

全面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新发展格局重塑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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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国企蓝筹股并购重组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深化改革打通双循环中的各种堵点

对地炼开征风险准备金一石二鸟

Deepen Reforms to Break Through Blockages in the 

Dual Cycle

中国经济江苏智库联合研究会｜环保服务业助力美丽江苏建设的对

策建议

促进东亚“小循环” 融入国际“大循环”

新冠疫情冲击与保险行业转型发展：短期与长期视角

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新发展理论是一种新开放观

推进我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三化” +“三群”+“三放”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以平台化智库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加快战略转型 构建新发展格局

江静团队专栏：江苏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得怎么样？

打造沪宁合产业创新带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让“地摊经济”烟火气与文明城市相容：一个调查

经济新时代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几个问题

十四五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向重点建设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推进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一体化发展

扩大进口 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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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进博会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利用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实现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优化升级产业链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发展新优势

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东北地区一体化是新发展格局下东北振兴的关键抓手

建设新发展格局必须畅通产业循环

辩证看待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吸纳功能

“双循环”新格局下的产业链

过区域统一市场建设，逐步形成中国强大的、

统一的大市场—— 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基础

准确把握新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海南开放新格局战略定位和意义 ——对《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相关“贸易”政策精神解读

今年以来美国创业企业快速增加之谜

把长江经济带建成双循环主动脉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需要三重突破

“十四五”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调整与创新体系重构

海南自贸港：新时代对外开放有力支点

Strengthening the mainstay

产业链现代化：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南京要成为畅通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城市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现代农业建设

长三角研发人员以 7.87%的速度增长，人才集聚效应增强

构建长三角跨区域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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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协同创新的三个主方向

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能源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稳健，煤价才会稳

作出科技自立自强的南京贡献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抓住战略机遇期 开启

现代化新征程

发力“双循环”，民营经济走向更广阔舞台

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与塑造浙江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取向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建设

新时代海南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

“十四五”城镇化：开启中国小城镇时代

双循环下中国经济全球化从客场走向主场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系列研究概述

“城镇城市化”模式赋能城乡协同发展

明年经济工作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

坚持问题导向，开启明年经济发展新格局

大音希声：重温 38年前费孝通的经典调研

在新起点上开创南京“十四五”新发展格局

争当最美“推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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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宁、严文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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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斯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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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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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杜宇玮①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持续下行、外需市场低迷不振、贸易摩擦风险加大、要素

价格全面上涨等内外交困的复杂环境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依赖劳动力等初级要素成本比较

优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寻求、培育和塑造新的比较优势，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系，成为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最近召开的 2019 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在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新形势下，中国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创新，立足和发挥国

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略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从需求侧因素来看，促进经济增长的

因素主要是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基础，消费增长可以促进投资和

出口的增长。首先，社会对某种物品的消费需求增加，会引起直接生产该物品的生产部门以及

与之有互补关系的物品生产部门增加投资。其次，消费需求增加在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扩大投

资的同时，也对其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形成新的投资需求，从而投资也会增加。再次，国内消

费需求的增加，还会产生“本土市场效应”，即随着某种产品的国内市场规模扩大，这种产品

的出口优势也会增大，从而可以促进出口增长。因此，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核心内涵，

是保持经济持续与健康增长的首要途径。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需求

始终构成了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稳定有效的驱动力。一方面，扩大投资在就业增加、技术进步和

产业升级方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关键作用。充分发挥投资

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意味着要引导资金投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投向供需共同受

益和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

一方面，优化投资结构，增加创新型产业和优质产品的投资，还可以通过“供给创造需求”机

① 杜宇玮，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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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引导消费需求升级，进而有助于实现消费与投资的协调发展。因此，优化投资需求，也是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内需对创新的引致作用。技术创新的“需求拉动假说”

认为，市场需求是决定创新活动速率和方向的主要因素，需求导向、需求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变

化是促进微观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的最有效内在激励机制，即“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充

分发挥内需对创新的引致效应，就是要利用市场的供求和竞争规律，通过迅速实现研发成果的

产业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并进一步推动创新政策、创新资源、创业人才向企业

集聚，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内生的动力机制、盈利机制和再投入保障机制，做大做强创新型产业。

在全球化条件下，高速成长且规模巨大的内需市场还是支撑本土企业开展研发服务外包的重要

条件。具体机制是通过构建基于国内大规模市场的国内价值链，产生集聚创新要素的“虹吸效

应”，提高本土企业对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的配置、利用和整合能力，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推动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瓶颈在于有效需求规模不足

理论上，一国对本国高质量产品特别是新产品的有效需求规模，是促进微观企业研发投入

和创新活动的主要内在动力，从而也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然而从中国现实来看，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因素致使有效需求规模不足，进而制约了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的发挥。

外向型经济下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的不足。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规模是影响有效需求规模

的首要因素。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是以“高出口、高投资和低

消费”为主要动力的。而且，在出口导向型模式的低成本竞争条件下，国内工人的工资收入水

平难以显著提高，从而直接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形成消费遏制效应。结果，以消费需求为

核心的内需规模不足，不仅无法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而且也无法为创新主体提供

足够的技术创新的预期收益空间，导致未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经济内生增长和创新激励机制。

国内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收入分配结构决定的需求结构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有效

需求规模，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有效需求规模形成的重要支撑。这是因为，中

等收入群体具有较好的经济能力和较高的消费倾向，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是内需成长

的生力军。从创新角度来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即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降低一国研发投入，

从而损害其自主创新能力。反映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0.3 左

右不断攀升，自 2000 年以后就一直超过世界银行规定的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 0.4，近几年仍然

维持在 0.46~0.47 之间。随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难以

提高，从而制约了其对高科技、高质量创新产品的需求能力，减少了对创新产品的需求规模，

降低了创新活动的预期收益，最终抑制了宏观层面经济和产业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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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条件下本土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不足。一个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需求规模，强

调的是对本土商品而非国外商品的消费需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企业进入和贸易壁垒的

降低，使得国内消费者可以选择本土或外国商品和服务。居民收入增长固然可以促进消费需求

不断升级，但是，由于中国本土商品和服务质量和声誉都逊于外国商品和服务，收入增长所带

来的消费高级化必然导致消费外流。近些年来流行的“海外购物热”“海外代购”等现象都说明，

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带动了对国外高端消费品的需求增加。相对而言，本土产

业却无法获得足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需求引致创新效应”，导致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

低端。

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制度创新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规模。这意味着，既要“促消费”，激发潜

在消费需求，推动消费需求升级；又要“稳投资”，优化调整投资结构，切实增加有效投资。

这根本上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来充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不断增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通过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创新和改革，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有效需求规模的扩大，

离不开较大规模中高端市场需求的支撑，中高端市场的容量是决定一国的产业或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应从居民收入、产品创新、财政与信贷政策、消费补贴、社会保

障与就业、培育消费热点与开拓农村市场等多个层面着力，激发潜在市场需求，推动居民消费

需求水平不断升级。

2019 年，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制定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提出着力促进汽车消费、补足城镇消费供给短板、促进农村消费

体制升级、引导新品消费、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及优化消费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这些从促进消费角度提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有力举措，主要解决的是“钱怎么花”和“钱

不便花”问题。实际上，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最为关键的是要解决“钱不够花”和“钱不敢花”

问题。一方面，需要按照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要求，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合理的分配

秩序和再分配政策，切实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特别是居民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着

力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拓

宽保障的覆盖面，提升保障水平，降低城乡居民过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通过公共产品建设和产业投资的制度创新和改革，促进和优化投资需求。迈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须做出大幅度的调整。必须强化投资的发展导向、民

生导向、效率导向，采用竞争中性的产业政策和采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从投资规模、投资结构、

投资性质、投资效率等多个方面来优化调整投资结构，切实增加有效投资。

一是继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根据“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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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要求，以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为抓手，统筹规划机场、高铁、港口和轨道交通等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完善科教文卫、生态环保等民生性公共设施建设，进而提升区域协调

和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二是提升新兴产业和软投资比重。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现代服务

业投资，加大制造业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等技术改造更新的投资力度。三是引导促进外资

和民间投资的有序增长。落实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开放政策，通过项目引导、协助研发、分散

风险、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公共平台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和价值链高端环节，

避免民间投资“脱实入虚”。四是提高投融资政策效率。有效整合工业类、科技类、创新人才

类等财政专项资金，增强资金分配使用的规范性。灵活运用最新金融政策改善融资结构，降低

投资杠杆率，通过股权投资和“债转股”，增加市场化主体在企业债中的比重。

通过消除国内市场分割的制度创新和改革，促成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当前中国超大市场

规模更多的是人口和地理意义上的潜在市场规模，并没有切实转化为巨大的有效市场规模，除

了消费水平和投资结构方面的因素之外，还与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的市场分割有关。必须深化

政绩考核体制机制改革，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秩序，消除国内市场分割，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

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各种规定和做法”，这就要求促成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市场一体化发展意味着各区域之间要

互相协调，共同清理阻碍商品和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打破区域性市场壁垒，实施

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加强区域间市场服务功能的完善与合作。对于商品市场一体化，

需要通过加快国内各类专业市场体系的整合与提升，构建现代化、国际化、规范化、高端化的

专业大市场，促进商品在区域间充分自由流动。对于要素市场一体化，需要通过土地制度、户

籍制度、融资体制、能源供给等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同时，通过构建更加有效的区

域协调发展制度网络，打破行政边界，实施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一

体化，促进要素在区域间的充分自由流动。最终，在一体化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强大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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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化” 
抢占战略制高点

陈  柳①

中国作为制造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关键产业、关键技术和关键

零部件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由于核

心技术和零部件自主化程度尚不高，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

其一是中国制造业主要以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全球化，并且在垂直分工中主要处于产品内贸

易的组装环节。2017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

零件、家具寝具灯具等，合计占比为 53.5%。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

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合计占比为 31.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边贸易

中占重要比重，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

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这主要是与

东部沿海地区是全球手机、电脑等产品的加工制造地有关，比如苹果产业链主要是最终产品和

部分模块在华加工组装。

其二在电子信息等代表性产业中，中国主要以外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从出口高科技产

品的企业来看，外资企业占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二，在中国出口前十强当中，除了华

为之外全部是外资企业。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 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 59% 来自外商投资

企业。

利用核心技术控制产业体系是价值链中链主的最常见行为，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仍然垄

断制造业核心技术。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这些垄断企业大多是产业的隐形冠军，通

常是世界上唯一或极少数几家可以把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关键部件和材料做到极致的公司。

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的发动机，小到圆珠笔芯、高铁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

芯片、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分析检测用的色谱柱填料、生物制

药用分离纯化层析介质等，无不是如此。中国制造业以外资企业作为重要主体，通过加工贸易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模式，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核心技术对国外厂商的依赖性和

不可替代性，导致产业链安全受到影响。国外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企业如果不供应相关中间品，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化” 抢占战略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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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让中国万亿级的产业瘫痪。前沿技术存在很强的产业关联性，一个细分领域的技术缺失，

不仅会影响到本产业的控制力，还会影响到相关产业向高端升级。比如中国的芯片之痛，不仅

影响到基础通信、军工等行业，还影响到手机、电脑、家电等民生消费品行业。二是投入品和

市场两头在外的模式，导致产业向外转移和国内产业的空心化。根据我们的统计，2005 年到

2019 年 10 月期间，共 219 家 A 股上市企业公告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占比

超过 70%，表现出劳动密集型和部分高科技产业并重的特点。尤其是 2019 年共有 21 家制造业

的 A 股上市公司对越南进行投资。涉及到家具、塑料、建材、饲料等传统产业的有 5 家，其余

16 家主要涉及电子元器件、电机、电气、机械工具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代工型行业。这印证

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产业外向转移从传统产业为主逐渐转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代工企

业为主。

现有理论和实践表明，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在跨入现代

化的过程中实施核心技术赶超战略主要取决于“机会窗口”，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技术窗口。

由于技术存在不连续和跳跃性，后来者对技术窗口的正确反应可能使得其在技术跃迁时成功实

现追赶。二是需求窗口。代表国内外市场出现的新型需求带来的机会，且需求的实际变化会扩

大或缩小追赶机会。三是制度窗口。将政府干预或制度变化创造的机会定义为“追赶的制度窗

口”，这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要充

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可以从以下视角出发：

利用产业技术创新不连续性的“技术窗口”。当前正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科技革命前期，涌

现出众多前所未有的新兴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表现为从传统技术模式到新技术模式的非线

性、不连续性和跳跃式发展，这为我们提供了直接切入的机会。这种弯道超车的机会是非常难

得的。在产业实践中，我们已经有初步成功的案例。比如，我们在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的跃迁

阶段，成为智能手机生产大国；在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走“以市场换技术”的旧路，

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努力进行弯道超车，在新能源电池等关键环节培育出宁德时代等国际主流

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与松下、三星、LG 等国际一线厂商竞争的能力。我们要进一步高度

关注产业发展趋势，加大对下一代产业技术的投资。比如，中国正对 5G 通信网络进行率先投资，

从 4G 到 5G 意味着更强大的通信基础设施和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在信息化领域前所

未有的弯道超车机会，需要在若干重要领域进行这样的前瞻性布局，抓住科技革命的红利。

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创造关键产业发展的“需求窗口”。中国利用超大规模市场提供“需

求窗口”是实施追赶战略的重要优势，中国具有某些相对独特并且巨大的市场，市场因素将促

进前沿技术的运用，也为技术创新提供物质基础。比如在移动支付、移动社区方面积累了海量

用户和数据，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可以选择在物联网、大数据领域的重点环节进行突破。

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产能和规模最大的国家，理论上说工业机器人将在中国得到最广泛的运用，

国际先进企业在这一领域布局较为充分，可以在工业自动化的若干环节进行突破。一方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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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利用国内需求增长获得成长机会，这是实现核心技术赶超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市场

效应吸引国际创新资源在中国集聚，有利于缩小技术差距。对此建议：一是放松管制创造需求。

部分领域中国市场的优势尚未得到发挥，是因为在需求端存在一定的管制。比如低空飞行领域，

开放低空管制将会释放对小型飞机产业巨大需求。二是平衡好新技术使用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发挥我们对新技术应用决策效率高的优势。比如，在人工智能与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方面应该

尽快创造基础设施条件，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结合上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新技术

在中国的率先应用创造条件。三是加快军民融合，以民用产品需求推动军用技术成果转化。从

美国经验来看，军事工业的技术转化为民用后将创造出大量社会需求，国内海康威视等企业的

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就需要加快军民融合的实质性改革，让我国较为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

进一步为国家科技创新服务。

利用“制度窗口”聚焦重点产业的核心环节。力争在产业上下游的重要技术环节与发达国

家科技形成分庭抗礼。随着高科技产业分工的细化，涉及到的产业链技术纷繁复杂，即使美国

这样的超级科技强国，也不可能把产业链所有环节都实现国产替代。我们要在关键产业的关键

产业链，集中若干环节进行突破。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整个产业链基本可以分为设备、材料、

设计、制造四个大的部分，美日韩及中国台湾各有所长。中国在集成电路前段和后段相关设备

和材料公司有 30 多个，几乎所有的设备行业都有涵盖，但基本上都不够成熟，无法商用化，

没有能够形成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的对等实力。相比过去资金匮乏、科技投入能力有限，现在

的中国则完成了资本和外汇的初步积累，这种积累使得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调集大量的资本在

某个领域进行投资攻关。我们要利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不断创新和完善科研体制，发挥

现有体制中联合攻关的优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研发攻关的领域要差异化，让大型国有企

业承担连续性的累积性创新，在某些情况下忍受一定时期的甚至较长时间的亏损。对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考核和评价，应淡化规模指标，加入经济和产业竞争力的指标，通过制度设计促

进各地竞相加入到核心技术的攻关中。

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化” 抢占战略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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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长三角领军企业创新链
巫  强①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1 年多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在基础设施互联、生态

环境共治、公共服务共享、体制机制协调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进展。2019 年 12 月，《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颁布，这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进入新阶段。长三角一

体化离不开创新一体化的支撑，加快创新一体化已成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迫切需要。

长三角创新一体化：现状与困境溯源

长三角是我国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是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复旦大学研究报

告指出，2008-2017年，长三角区域专利合计710余万件，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5%左右。

但遗憾的是，同期长三角跨省合作申请专利数只有 16717 件，占长三角区域专利总量的比重仅

为 0.24%。

与此对应的现实是，长三角各地区在有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各铺一摊、各自为战，创

新活动的协作还不够深入完善，尚未真正实现创新网络的有效对接。尽管各地区都具备相对完

善的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但彼此开放程度不高，创新能力尚未形成合力优势。尽管各地区都

有一定的创新要素存量，但创新要素还未能有序流动。G60 科创走廊对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的

整合力度还不够强，各地科技创新网络的参与程度并不相同，难以发挥长三角整体的科技资源

优势。总体上说，长三角创新一体化的步伐滞后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的要求还不够适应。

长三角创新一体化既受到体制机制方面的影响，也有其历史渊源。过去 , 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中，就遇到过产业同质化程度高、地区间产业竞争性超过互补性乃至重复建设的问题。其根

源在于，横向竞争的地方政府通常以发展型产业政策为导向，把鼓励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作

为首要任务。抓新兴产业，促地方发展，这是共同的发展思路。但可备选的新兴产业门类是有

限的，要素禀赋和发展基础相似的各地所选择的新兴产业种类也相似。进入新时代，创新驱动

发展成为共识，获取新兴产业发展的主导权，突破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都需要靠持续的原始

创新和集成创新。在地方政府横向竞争机制的推动下，抓新兴产业发展就让位于抓创新，各地

① 巫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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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抢重大创新的核心资源与优势要素，尤其是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高端科技平台项目。长三

角内跨区域的创新活动难以开展，共同培育协调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还有待时日。

领军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必然形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跨区域协同首要

任务就是依托创新链提升产业链，围绕产业链优化创新链，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打

造以产业链为基础、创新链为引领的产业升级版。这就为长三角创新一体化指明了方向，就是

要按照产业链关系来协调不同主体的创新活动，整合政产学研等各方面的创新要素，形成长三

角内领军企业主导的创新链，即领军企业创新链。

在强调链接和融合的“互联网 +”时代，竞争范式早已从企业个体间的竞争转向企业所处

价值链间的竞争，转向商业生态圈间的竞争。这种竞争范式的转变，使得创新从单个企业独立

创新转变为多个企业或主体间的协同创新，其中以领军企业为核心的链式创新链或平台式创新

链应运而生，并成为全球范围内创新组织演变的主流趋势。我国也涌现出一批领军企业创新链

的典型代表，例如华为的 2012 实验室、红领集团的开放式产品定制化平台等。

领军企业创新链是以领军企业为主导，围绕共同的创新目标，通过多方参与主体的相互协

作，实现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新型产业形态。领军企业凭借强大的市场优势，直接面向市场需求，

整合、优化配置产业链上下游诸多参与方的创新资源要素，并协调其创新活动以实现统一的创

新目标。在领军企业创新链中，领军企业是创新网络的主导者和协调者，承担着创新目标设定、

过程参与和系统集成等诸多功能。在市场化导向下，领军企业创新链弥补创新网络中参与方各

自为战、缺乏协调的不足，它追求协同创新效应产生的合作剩余和共创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

各参与方的个别利益最大化。

长三角倡导领军企业创新链已具备先行先试的初步基础。从专利数据分析，尽管长三角内

企业主体的协同创新水平有待提高，但企业是长三角创新一体化的主导者，长三角区域申请专

利的合作主体类型以企业间合作为主流，企业主导型模式占八成。

培育领军企业创新链：公共政策的三大着力点

第一，改变政策思路，推动从主导创新向引导创新的政府定位转变。长三角各级政府要尽

快从创新资源要素配置的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

作为引导者，要把主导者地位让给市场，让给领军企业，使市场和领军企业在创新资源配

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立足于为构建领军企业创新链提供优越的

制度环境。

作为引导者，要让市场决定创新方向，真正让领军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合理选择创新方向；

鼓励社会风险投资或创业投资参与设立产业创新投资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间接引导领军企

培育长三角领军企业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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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创新方向。

作为引导者，要减少对领军企业创新的直接干预与过度干预，杜绝对其创新活动的微观干

涉。

第二，搭建跨界桥梁，降低领军企业构建其主导创新链的系统难度。

首先，持续引导现有优势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其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这是构建领军企业

创新链的前提条件。

其次，充分鼓励领军企业利用价值链主导者的市场优势地位，采取企业间研发联盟、技术

平台等多种形式积极链接外部参与者，吸纳和集聚外部创新资源与要素。要鼓励领军企业按照

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对其他参与者形成创新的“俘获关系”；指导和协调其他参与者的创新活动，

使其成为领军企业的“外包实验室”，弥补领军企业内部的创新空白空间。

再次，积极出台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促进构建领军

企业创新链的激励政策。对于领军企业创新链中领军企业指导协调创新活动产生的费用，给予

领军企业和参与企业更高比例的税收抵扣优惠。对于领军企业创新链申报国家科技项目、政府

研发基金和参与政府采购招标，给予适当优先待遇。

最后，引导领军企业以合作、合资、兼并重组等方式整合创新资源，鼓励其搭建公共性基

础实验平台，开放给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并联合中小企业共同制定新技术标准，加大在产业

链内共同技术标准的推行力度，提高领军企业创新链设定行业技术标准的话语权。

第三，打破部门壁垒，便利领军企业整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要素。要进一步拉长领军企

业创新链，提升其创新内涵与效率，就有必要在长三角区域内整合优质的创新要素。长三角各

地政府要主动协调，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与领军企业之间的壁垒，鼓励创新人才和要素的自由

流动与集聚。

一方面，政府出面，主动协助领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直接对接，鼓励领军企业以合同

研发方式，向高校、科研院所外包研发任务，并提供经费支持，推行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考核创

新成果。

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技术服务和知识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连接领军企业创新链

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专业市场中介，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降低科研人员与领军企业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

与此相适应，要加快长三角高校改革步伐，尤其是改变将论文作为科技评价单一手段的做

法，引入多元化的评价手段，在科研人员职称晋升、项目与年度考核中进一步提高社会服务、

成果应用价值的考核比重；鼓励科研人员从高校、科研院所向领军企业创新链的流动，允许挂职、

参与项目合作、兼职、离岗创业或参股，并出台具体的配套措施，形成三者间的“旋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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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并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杜宇玮①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的比较优势。充分挖掘并发挥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逐步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对于拉动现代经济增长、促进

专业化分工、虹吸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至关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

关键作用。”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的比较优势，它是指在国土辽阔、人口众

多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推进国内市场容量、规模和结构的成长，拉动现代经济增长，促进专业

化分工，虹吸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

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关键在于扩大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规模。从需求侧因素来看，

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基础，消费增长

可以促进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消费需求增加在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扩大投资的同时，也对其生

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形成新的投资需求，从而投资也会增加。同时，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还会

产生“本土市场效应”，即随着某种产品的国内市场规模扩大，这种产品的出口优势也会增大，

从而可以促进出口增长。另外，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活动的速率和方向，高速成

长且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能够支撑本土企业对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利用与整合，从而产生集

聚创新要素的“虹吸效应”。

然而，从我国现实来看，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因素，致使有效需求规模不足，进而制约了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

外向型经济下，国内居民消费水平不足。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规模，是影响有效需求规

模的首要因素。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是以“高出口、高投资

和低消费”为主要动力的。在出口导向型模式的低成本竞争条件下，国内工人的工资收入水平

难以显著提高，从而直接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形成消费遏制效应。结果，以消费需求为核

心的内需规模不足，不仅无法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而且也无法为创新主体提供足

够的技术创新的预期收益空间，导致未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经济内生增长和创新激励机制。

① 杜宇玮，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挖掘并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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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条件下，本土商品市场竞争力不足。一个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需求规模，强

调的是对本土商品而非国外商品的消费需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企业进入和贸易壁垒的

降低，使得国内消费者可以在本土或外国的商品和服务之间作出选择。居民收入增长固然可以

促进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但是，由于我国许多本土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声誉逊于外国商品和服

务，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消费高级化容易导致消费外流。近年来兴起的“海外购物热”“海外代

购”等现象都说明，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带动了对国外高端消费品的需求增加。

相对而言，本土产业却未能获得足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需求引致创新效应”，导致被锁

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收入差距大，对创新产品的需求不足。收入分配结构决定的需求结构，也在较大程度上影

响着有效需求规模。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有效需求规模形成的重要支撑。这

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好的经济能力和较高的消费倾向，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

是内需成长的生力军。从创新角度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降低一国研发投入，从而损害其自

主创新能力。目前，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仍然处于高位，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

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有限，这就容易制约其对高科技、高质量创新产品的需求能力，减少其

对创新产品的需求规模，从而降低创新活动的预期收益，最终抑制宏观层面经济和产业的创新

发展。

如何立足和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不断增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创新，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有效需求规模的扩大，离不

开较大规模中高端市场需求的支撑，中高端市场的容量是决定一国的产业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应从居民收入、产品创新、财政与信贷政策、消费补贴、社会保障与

就业、培育消费热点与开拓农村市场等多个层面着力，激发潜在市场需求，推动居民消费需求

水平不断升级。目前出台的许多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举措，主要解决的是“钱怎么花”和“钱

不便花”的问题。实际上，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最为关键的是解决“钱不够花”和“钱不敢花”

的问题。一方面，要按照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要求，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合理的分配

秩序和再分配政策，切实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

入，着力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拓宽保障的覆盖面，提升保障水平，降低城乡居民过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居民边际消费

倾向。

推动公共产品建设和产业投资的制度创新，促进和优化投资需求。首先，要继续推进基础

设施投资。以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为抓手，统筹规划机场、高铁、港口和轨道交通等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完善科教文卫、生态环保等民生性公共设施建设，进而提升区域协调和城

乡统筹发展水平。其次，要提升新兴产业和软投资比重。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现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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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加大制造业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等技术改造更新的投资力度。再次，要引导促进

外资和民间投资的有序增长。落实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开放政策，通过项目引导、协助研发、

分散风险、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公共平台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和价值链高端环节，

避免民间投资“脱实入虚”。最后，要提高投融资政策效率。有效整合工业类、科技类、创新

人才类等财政专项资金，增强资金分配使用的规范性。灵活运用最新金融政策改善融资结构，

降低投资杠杆率，通过股权投资和“债转股”，增加市场化主体在企业债中的比重。

推动消除国内市场分割的制度创新，促成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市场一体化发展意味着各

区域之间要互相协调，共同清理阻碍商品和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打破区域性市场

壁垒，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加强区域间市场服务功能的完善与合作。对于商品市

场一体化，需要通过加快国内各类专业市场体系的整合与提升，构建现代化、国际化、规范化、

高端化的专业大市场，促进商品在区域间充分自由流动。对于要素市场一体化，需要通过土地

制度、户籍制度、融资体制、能源供给等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同时，通过构建更加

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网络，打破行政边界，实施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

共服务一体化，促进要素在区域间的充分自由流动。最终，在一体化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强大的动力源泉。

挖掘并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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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再出发，苏州如何发力？
张二震①

回首征程，苏州为什么会成功

我们思考苏州开放再出发，首先要回顾开放的苏州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概括来说，苏州

成功的经验无非就是两条：一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二是选择了符合实际的发展道

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成为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国际分工发生

了深刻变化，即分工由原来的以最终产品为边界的传统模式，逐步转向以生产要素为边界的新

型国际分工模式，即全球价值链分工。价值链分工实质上是全球要素分工，即各国不是以产品

优势而是以要素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管理、品牌、企

业家精神等先进生产要素，向政治稳定、投资环境好、劳动力、土地等低端要素便宜的发展中

国家流动，以实现生产的国际化。

苏州人民成功地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利用优越的区位优势，营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大力吸

引外资，集聚来自海外的先进生产要素，以低端切入的方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发展外资经济，

推进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配套产业，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产业聚集，发展产业集群，

使苏州迅速成为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加工中心，促进了城市化和服务业的繁荣，涌现出著名的

“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苏州的开放模式的认识是存在争论的。议论最多的是，苏州以

外资经济为主，缺少自己的东西；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加工贸易为主，“只长骨头不长肉”等；

劳动密集型外资经济占用了大量土地，劳动者权益受损，环境恶化。不能说这些质疑完全没有

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些问题。

但是，第一，经济发展要从实际出发，一定时期的经济结构是由其资源禀赋状况决定的。

苏州经济今天的“家底”，凝结着苏州人民的汗水和智慧，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外资经济不是外国经济，外资企业不是外国企业，是依照中国法律设立的中国

法人。第二，算账要算大账，我们不能光看对外开放的直接利益，对外开放的最大利益是开放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教授、博导，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 2020 年 1
月 8日《苏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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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接利益。比如，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国际先进要素的源源流入，促进了农村巨额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激发了闲置要素的潜在生产力，优化了资源配置，带来了先进的市场经济观念和

制度体系。开放带动了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新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城市化进程。

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苏州的今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

导致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

放型经济水平。

立足当下，“开放”的苏州

进入新时代，提出苏州开放再出发，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这是因为，对外开放的国

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州的开放战略当然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从国际范围看，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济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

美国一些人违背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违背市场经济运行客观规律，违背经济学理论揭示的分

工贸易互利双赢的常识，违反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在内的国际法规则，破坏国际

法治和国际贸易秩序，执意发起和升级中美经贸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中国和美国，在生

产网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节点功能，美国发起经贸摩擦所带来的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

产业链等冲击效应和破坏效应，所波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中美两国之间，考虑到涉及产品的

广泛性以及摩擦领域和范围的不断蔓延性，包括从贸易领域向科技、金融等范围的扩展，已经

对全球生产和经济产生了冲击效应。

这给经济开放度很高的苏州经济形成很大的压力。从国内和苏州实际看，由于劳动力成本

的持续上升、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和价格上涨，低端要素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简单劳动密集型

加工产业外移已经形成趋势，依托要素推动型的外资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不复存在。实际上，

2008 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后，苏州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已经开始，而且一直在路上。

进入新时代，苏州对外开放再出发，其实质就是开放型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一方面，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素禀

赋结构自身在不断朝着高级化方向演化，为创新驱动发展奠定了要素基础；另一方面，发展环

境的变化倒逼企业必须转向创新驱动。

其二，产业发展从加工制造向自主可控产业体系转变。前一阶段，苏州在全球价值链的专

业化分工中，承接的主要是通用性和一般性生产环节和阶段，核心部件的生产能力以及关键和

核心技术发展不足。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绝非是一种“受制于人”的发展模式，一定是自主

可控的发展模式。制造业是苏州经济的“看家本领”，但是一定程度上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就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实现制造业“强起来”。

其三，开放领域从先进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延伸。苏州制造业开放领先全国，但是服务业

开放再出发，苏州如何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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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相对不足，比如，金融、建筑设计、医疗、电信、专业咨询服务等领域，

开放潜力很大。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发展，对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最后，从“引进来”为主向“双向开放”转变。苏州通过“引进来”和大力发展加工贸

易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特定背景和发展阶段具有

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开放型经济原本是一个既有“引进来”又有“走出去”的双向循环

系统，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应该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开放发展模式，更多

的苏州企业“走出去”，成为整合全球要素进行国际化经营的跨国公司，是苏州对外开放高质

量的重要标志。

展望未来，苏州开放再出发往哪儿发力

苏州开放再出发，既面临诸多挑战，也有很多有利条件。虽然世界经济中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明显上升，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回到一个个相互割

裂的小湖泊了。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

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

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

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走来。顺应第四次

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已经成为共识。苏州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完整的

产业链。传统产业活力依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创新动力十足。“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

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多重国家战略重叠，自贸区苏州片区的设立，给苏州带来空前的

发展机遇。

苏州肩负着开放引领、为全国探路的重要使命。那么，苏州开放再出发，该怎么做？做什么？

往哪里发力？应该说，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篇大文章，不

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需要多点发力，真抓实干，形成合力，久久为功。总的思路还是两条：

一是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全面提升开放发展质量；

二是发挥既有优势，选择符合苏州实际的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道路。

第一，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苏州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

苏州经济靠外资起家，依托外资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要大力利用外资。实践证

明，千方百计引进外资，这条道路是走对了。要利用好工业园区、开发区、高新区和自贸试验

区等各类载体和平台，引进更多的高质量外资。引进外资就是引进和聚集全球先进技术、管理、

商业模式、人才等高端要素。大项目落地，就会带来产业创新、外贸、配套产业、高报酬就业、

税收，还有技术外溢和市场竞争。不但要继续引进先进制造业，还要大力引进现代服务业。不



17

要认为外资多了，美国这样资本丰裕的国家是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以创新之城著称的深圳，

2019 年年底召开全球招商大会，海内外企业云集，签约额超过 5600 亿元。还要鼓励苏州的本

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竞争，积极“走出去”，提升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国际化经营的能力。

第二，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一是运用先进成熟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低端产业不是低级产业，

关键在于要做精做细做到极致。纺织服装也可以拥有世界级品牌，低端代工也可以有世界级企

业，零部件生产也可以成为隐形冠军。日本的哈德洛克公司，仅有 45 名员工，为全球铁路、高铁、

航空等提供永不松动的螺丝，垄断了全球市场。富士康、台积电都是著名的世界级代工企业。

二是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工智能、

物联网、智能装备、精准医疗、金融科技等方兴未艾，石墨烯、柔性电子、微纳米材料与器件

等呼之欲出。苏州有条件也应该有选择地提前布局。三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快构建自

主创新体系，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从“断供”中兴通讯到从全球价值链上“围堵”华为，

再到威胁让美国公司撤出中国、切断与中国的产业联系、使中国经济与美国“脱钩”，不断升

级的中美经贸摩擦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努力保护产业链的完整性是多么重要，尤其是构建自

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供应链、创新链安全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自主可控不是自己可控，而是在开放条件下实现自主发展；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而是

在整合全球创新要素基础上以我为主导的创新。

应该指出的是，产业的由大变强、价值链从低端向中高端延伸，有一个过程，切不可急于

求成。要清醒认识苏州在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不能脱离全球价值链谈自主可控。要

特别警惕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断档”风险，即原有产业衰退过快、新兴产业未能及时补上。现

实的选择是，在促进有部分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保留并做强、做大、做精、做绝

中低端产业，强化和延长现有比较优势。这不仅是防范产业断档的必要选择，防止陷入产业空

心化困境，也是打造完整产业生态系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第三，继续做好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加快制度型开放的步伐，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当前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以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方向演

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属于“边境开放”，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重点在市场准入；而制

度型开放是“边境内”开放，重点在规则和制度开放，涉及诸如法治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

竞争中性、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优化营商环境的体制机制建设。

制度型开放，既是开放，更是改革。未来的全球竞争的趋势是逐步转向制度竞争，公共服

务的竞争，营商环境的竞争。以资本为纽带的生产要素流向哪里，价值链生产环节和阶段配置

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的影响。产业和产品价值链中的高端生产环节和

阶段的区位配置、先进和高端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对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营造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开放再出发，苏州如何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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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苏州对外开放，非常重视“亲商、安商、富商”的投资环境，现在强调的是营商环境。

一字之差，内涵大不一样。应当说，目前苏州的营商环境是全国一流的，但是对标新加坡等国

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期待苏州在营商环境建设

上继续探路，出思路，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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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外企断供，
就能瘫痪中国一个万亿级产业，
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化刻不容缓！

陈  柳①

中国作为制造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关键产业、关键技术和关键

零部件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由于核

心技术和零部件自主化程度尚不高，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

其一是中国制造业主要以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全球化，并且在垂直分工中主要处于产品内贸

易的组装环节。2017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

零件、家具寝具灯具等，合计占比为 53.5%。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

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合计占比为 31.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边贸易

中占重要比重，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

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这主要是与

东部沿海地区是全球手机、电脑等产品的加工制造地有关，比如苹果产业链主要是最终产品和

部分模块在华加工组装。

其二在电子信息等代表性产业中，中国主要以外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从出口高科技产

品的企业来看，外资企业占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二，在中国出口前十强当中，除了华

为之外全部是外资企业。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 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 59% 来自外商投资

企业。

利用核心技术控制产业体系是价值链中链主的最常见行为，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仍然垄

断制造业核心技术。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这些垄断企业大多是产业的隐形冠军，通

常是世界上唯一或极少数几家可以把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关键部件和材料做到极致的公司。

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的发动机，小到圆珠笔芯、高铁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

芯片、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分析检测用的色谱柱填料、生物制

药用分离纯化层析介质等，无不是如此。中国制造业以外资企业作为重要主体、通过加工贸易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外企断供，就能瘫痪中国一个万亿级产业，
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化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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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模式，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核心技术对国外厂商的依赖性和

不可替代性，导致产业链安全受到影响。国外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企业如果不供应相关中间品，

就可以让中国万亿级的产业瘫痪。前沿技术存在很强的产业关联性，一个细分领域的技术缺失，

不仅会影响到本产业的控制力，还会影响到相关产业向高端升级。比如中国的芯片之痛，不仅

影响到基础通讯、军工等行业，还影响到手机、电脑、家电等民生消费品行业。二是投入品和

市场两头在外的模式，导致产业向外转移和国内产业的空心化。根据我们的统计，2005 年到

2019 年 10 月期间，共 219 家 A 股上市企业公告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占比

超过 70%，表现出劳动密集型和部分高科技产业并重的特点。尤其是 2019 年共有 21 家制造业

的 A 股上市公司对越南进行投资。涉及到家具、塑料、建材、饲料等传统产业的有 5 家，其余

16 家主要涉及到电子元器件、电机、电气、机械工具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代工型行业。这印

证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产业外向转移从传统产业为主，逐渐转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代

工企业为主。

现有理论和实践表明，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等，在跨入现代化的

过程中实施核心技术赶超战略主要取决于“机会窗口”，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技术窗口。由

于技术存在不连续和跳跃性，后来者对技术窗口的正确反应可能使得其在技术跃迁时成功实现

追赶。二是需求窗口。代表国内外市场出现的新型需求带来的机会，且需求的实际变化会扩大

或缩小追赶机会。三是制度窗口。将政府干预或制度变化创造的机会定义为“追赶的制度窗口”，

这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要充分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可以从以下视角出发：

利用产业技术创新不连续性的“技术窗口”。当前正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科技革命前期，涌

现出众多前所未有的新兴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表现为从传统技术模式到新技术模式的非线

性、不连续性和跳跃式发展，这为我们提供了直接切入的机会。这种“弯道超车”的机会是非

常难得的。在产业实践中，我们已经有初步成功的案例。比如，我们在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的

跃迁阶段，成为智能手机生产大国；在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走“以市场换技术”

的旧路，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努力进行弯道超车，在新能源电池等关键环节培育出宁德时代等

国际主流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与松下、三星、LG 等国际一线厂商竞争的能力。我们要进

一步高度关注产业发展趋势，加大对下一代产业技术的投资。比如，中国正在对 5G 通讯网络

进行率先投资，从 4G 到 5G 意味着更强大的通讯基础设施和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在

信息化领域前所未有的弯道超车机会，需要在若干重要领域进行这样的前瞻性布局，抓住科技

革命的红利。

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创造关键产业发展的“需求窗口”。中国利用超大规模市场提供“需

求窗口”是实施追赶战略的重要优势，中国具有某些相对独特并且巨大的市场，市场因素将促

进前沿技术的运用，也为技术创新提供物质基础。比如在移动支付、移动社区方面积累了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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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和数据，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可以选择在物联网、大数据领域的重点环节进行突破。

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产能和规模最大的国家，理论上说工业机器人将在中国得到最广泛的运用，

国际先进企业在这一领域布局较为充分，可以在工业自动化的若干环节进行突破。一方面，中

国企业利用国内需求增长获得成长机会，这是实现核心技术赶超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市场

效应吸引国际创新资源在中国集聚，有利于缩小技术差距。对此建议：一是放松管制创造需求。

部分领域中国市场的优势尚未得到发挥，是因为在需求端存在一定的管制。比如低空飞行领域，

开放低空管制将会释放对小型飞机产业巨大需求。二是平衡好新技术使用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发挥我们对新技术应用决策效率高的优势。比如，在人工智能与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方面应该

尽快创造基础设施条件，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结合上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新技术

在中国的率先应有创造条件。三是加快军民融合，以民用产品需求推动军用技术成果转化。从

美国经验来看，军事工业的技术转化为民用后将创造出大量社会需求，国内海康威视等企业的

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就需要加快军民融合的实质性改革，让我国较为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

进一步为国家科技创新服务。

利用“制度窗口”聚焦重点产业的核心环节。力争在产业上下游的重要技术环节与发达国

家科技形成分庭抗礼。随着高科技产业分工的细化，涉及到的产业链的技术纷繁复杂，即使美

国这样的超级科技强国，也不可能把产业链所有环节都实现国产替代。我们要在关键产业的关

键产业链，集中若干环节进行突破。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整个产业链基本可以分为设备、材料、

设计、制造四个大的部分，美日韩台各有所长。中国在集成电路前段和后段相关设备和材料公

司有 30 多个，几乎所有的设备行业都有涵盖，但基本上都不够成熟，无法商用化，没有能够

形成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的对等实力。相比过去资金匮乏、科技投入能力有限，现在的中国则

完成了资本和外汇的初步积累，这种积累使得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调集大量的资本在某个领域

进行投资攻关。我们要利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不断创新和完善科研体制，发挥现有体制

中联合攻关的优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研发攻关的领域要差异化，让大型国有企业承担连

续性的累积性创新，在某些情况下忍受一定时期的甚至较长时间的亏损。对地方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考核和评价，应淡化规模指标，加入经济和产业竞争力的指标，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各地竞

相加入到核心技术的攻关中。

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外企断供，就能瘫痪中国一个万亿级产业，
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化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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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王蟹、牙医、冰雪节看东北振兴
申斯春①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重要文章，指出了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是重要的，也是有基础的。我们查阅了很多有关东北的资

料和新闻，发现了一些亮点和商机，有助我们扫除唱衰东北的言论。

国内消费升级，边陲小城珲春成为最大的俄罗斯帝王蟹进口口岸

俄罗斯帝王蟹，出自堪察加半岛附近深至 500-1000 米的海域，纤尘不染，个大味美，平

均一个都在三公斤以上， 堪称蟹中之王而成为餐桌上的奢侈品。自 2016 年以来进口激增，深

受中国消费者喜爱，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从何而来。相关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从俄罗斯进

口约 1.28 万吨活帝王蟹，价值 2.88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03%，其中“珲字号”就占了一半。

珲春，位于吉林省最东端，图们江入海口附近，距日本海 15 公里，与俄罗斯、朝鲜山水相连。

2016 年珲春被批准为进口冰鲜海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开通了“堪察加—扎鲁比诺—

珲春”航线，使俄罗斯帝王蟹及其他产品的运输变得稳定、省时、低价。过去俄罗斯帝王蟹要

从韩国、日本中转再到中国，成本高且影响品质。现在，前一夜在俄罗斯深海捕捞的帝王蟹，

第二天就能运到珲春，中国人终于吃上真正的“一手”帝王蟹。

边城珲春还成了远东俄罗斯人跨国旅游医疗打卡地，最火的是牙医

近年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珲春吸引着大批俄罗斯患者到中国就医。前 10 个月，珲

春口岸出入境旅客达 43.2 万人次，其中俄罗斯游客达到 27 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激增 60%。

他们在治疗疾病的同时，还能领略中国的风土人情。跨国医疗旅游为这座边境小城注入新的活

力。

一对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夫妻俩报了个医疗旅游团，告诉记者说，珲春的口腔医院口碑

都非常棒，不仅质优价廉，医护人员也很热情友好。中国的治牙费用比俄罗斯少了 30%，镶 5

颗牙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除去医疗费用，旅行团的费用人均每天才约 100 元人民币。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医疗机构比较少，而且治牙的周期很长，中国的医疗效率令他们非常满意。

据了解，珲春从 2009 年仅有的 10 多家民营口腔医疗机构，发展至今已达 70 多家。有一家

① 申斯春，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社会处调研员、战略研究小组轮值组长、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特约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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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诊所自 2011 年以来共接待约 5 万名俄罗斯患者，占就诊量的三分之一。

为了满足这一日益扩大的需求，珲春市顺势而为，专门推出涉外医疗服务，聘请专业俄语

翻译，成立外事服务中心保障跨国消费权益。接下来，还将针对境外患者开展中医保健、治疗、

康复、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服务，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借力“十四冬”，呼伦贝尔将“冷资源”转化为“热效应”

呼伦贝尔雪期长达 7 个月，可谓全国之冠。这里的林城牙克石加冕“中国冰雪之都”，积

雪期有 199.8 天，积雪厚度 16.8 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到“特别清新”标准。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18 年，呼伦尔市冬季旅游接待人数由 210 万人次增加到 271 万人次，年均增长 8.8%；

冬季旅游收入由 84 亿元增长到 124 亿元，年均增长 14%。

因此，呼伦贝尔成为 2020 年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主赛场。2019 年，呼伦贝尔推出

了 4 条冰雪精品旅游线路、10 大冰雪品牌活动和 7 大冰雪体验产品，呼伦贝尔冰雪旅游活动将

延续到 2020 年 3 月。　

呼伦贝尔毗邻俄罗斯和蒙古两国，3 国文化在这里共融、共处。许多民族又是跨境居住的

民族，山水相连、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人脉相亲。在呼伦贝尔旅游，不仅可以欣赏到原生态

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多民族习俗，还可以领略到别具特色的异国风情。大雪原、大森林、大民俗、

国际性，让呼伦贝尔的冬季旅游资源个性鲜明、独一无二。

这三个案例表明，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振兴东北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过去是军事禁区的

边陲之地发生了可喜变化，这给白山黑水带来了希望。

因素之一，东北的战略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东北考察 5 次，2 次召开专题座谈会。特别是 2019

年 8 月 26 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东北地区是我国

重要的工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下一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要有新的战略性举措，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

振兴。

因素之二，美国退群之后小多边、次区域合作成为世界贸易新趋势。

中美贸易战持久化趋势明显，分别以中美为积极推动者的区域小多边合作兴起，全球旧有

经济贸易秩序面临架空风险和改革契机。如何在既有伙伴关系基础上探索全球和小多边双轮共

振的合作机制，这是中国面临复杂国际局势急需回答的问题。对此，习近平主席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在俄罗斯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致辞时将小多边合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要大力

推动小多边合作、次区域合作。东北亚是亚洲经济总量最大的次区域，有中国、日本、韩国、

俄罗斯等重要国家，也有经济欠发达的蒙古和朝鲜。今后，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方面，我国将

重点推进图门江开发计划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落实，以满洲里、绥芬河、珲春、丹东、集安、

从帝王蟹、牙医、冰雪节看东北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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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抚远、同江、黑河等 9 个口岸为支点，建设“跨境自由贸易区”或“跨境经济合作区”。

其中丹东市已成为中国房价上涨最明显的城市，值得人们关注。

因素之三，向北开放将给东北带来前所未有新机遇。

2012 年以来，俄罗斯推行向东发展战略、韩国构建“东北亚 + 责任共同体”战略，中日开

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蒙古国实施“草原之路”计划、朝鲜强化与中俄经济合作，东北亚冲突局

势得到明显缓和。2018 年，中国与东北亚五国贸易额合计为 7585.7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

额将近四分之一。日韩则分别是中国第二大、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中韩贸易额均超过 3000

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早在 2015 年，中央就适时提出向北开放，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东北三省一区被定位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

窗口。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再次肯定了“四沿”战略，并把沿边从第四

位调整到第二位，即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其中必有深意，目的是拉长“向北开放”在现

实中仍属于“短板”的大问题。

因素之四，国际大通道焕发生机，新的海上航线正在开辟。

满洲里市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西部，处于东北亚次区域一个中俄蒙三角地带。自

1903 年以来，中东铁路就在这里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连接，发展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被

称为欧亚大陆桥，是我国通往俄罗斯和欧洲各国的重要国际大通道。

近些年，满洲里铁路口岸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经满洲里通往欧洲的国际运

输通道目前正在升温，一条“大连—满洲里—欧洲”的“东部大通道”日渐清晰。口岸承担着

中俄贸易 65% 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在全国 11 个陆路口岸中，率先实现年进出口货运量超 1

千万吨。据悉，自 2014 年 8 月，满洲里站开行第一列中欧班列以来，6 年间经此进出境的中欧

班列线路 52 条，中欧班列已达 5000 多列。货源地辐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带、华南、中南、

西南等地区，涵盖苏州、大连、长沙、广州等 60 余个城市，货物出口至俄罗斯、波兰、捷克、

德国、荷兰、比利时等 13 个欧洲国家 28 个城市。出口货物包括电子、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家电、

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等百余种商品，进口货物主要有汽车飞机零配件、锯材、纸浆等商品。

滨临吉林省图门江出海口的珲春市，是东北亚次区域一个中朝俄三国交界地，也是环日本

海经济圈的一个据点城市。随着长珲高速公路、长珲城际铁路开通及中俄珲马铁路恢复运营，

近海不靠海的珲春发展思路也被打开：借港出海。以珲春为联结，中韩“新蓝海”航线全面复航，

已累计运行 95 航次，运送旅客 1.8 万人次、集装箱 1530 标箱，是我国东北地区通往韩国费用

最低的货运航线；经扎鲁比诺至釜山、经斯拉夫扬卡至欧美的航线也有望近期开通；与朝方签

订罗津港 1 号码头改造利用协议，内贸外运目的港拓至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出海航线多元化，

让吉林实现了内陆省份出海夙愿。

人们有理由相信，不仅仅是满州里和珲春，整个东北正在从边疆向开放的前沿转变，日益

成为中国连接东北亚及欧洲各国的开放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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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市场主体在创新和竞争中奋勇拼搏
陈  柳①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

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

这是我们在工作中取得来之不易成绩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激励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市场竞争中奋勇拼搏”这一重要认

识放到突出位置。

激励各级政府的积极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作为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出了部署，主要包括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

央宏观事务管理，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建立权

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发挥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重要性。在地方工作中，也要运用好这一重要方法论，如激励基层政

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强大动能。江苏未来关键是要根据新发

展理念的要求，把“为 GDP 而竞争”的制度，切实转变为“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制度。

如发挥南北两个积极性。在江苏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苏北是关键，我们要加快形成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以徐宿淮盐、连淮扬镇等高铁线路通车为契机，对影

响苏南、苏中、苏北区域间区位条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超前投资，大幅度提升我省铁路

网规模和质量，不断缩小三大区域的区位条件差距。同时，在总结过去南北共建产业园区、飞

地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南北互利的合作模式。可以借鉴上海松江 G60 科技走廊中“双向

飞地”的经验模式，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让苏北企业在苏南合适片区打造集总部研发、产融

结合、招商引资、宣介孵化于一体的实体化园区合作新平台。

激励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近年来，江苏制定

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事业单位聚才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激励市场主体在创新和竞争中奋勇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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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才强化高质量发展人才引领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围绕促进科技经济结合和调动科技人员积

极性两条主线，聚焦痛点，精准施策，推动科技体制改革蹄疾步稳、创新型省份建设加快前行。

当前进一步疏通创新活力、激发创新潜能、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关键是创新环境的进一步完善。

对此，要把握我国科技创新的新态势，在项目管理、成果转化、科技产业融合、宽容失败氛围

营造等方面率先突破，以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尤其是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是努力放大科技创新的财富效应。在创新型省份建设中，要抓住科创板建设等重大机遇，让

资本市场独有的定价功能使得创新创业人才的价值得到市场化体现。二是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

激励科技人员创新的重要突破口。遵循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我国参与国际经贸和科技活动

的重要承诺，也是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要力争打造知识产权保护的先行区和

示范区，将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相结合构建服务平台，引导和促进智力密集型高端科技服务业

发展，打造“高精尖”的新型科技服务业，培育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竞争新优势。在围绕知

识产权发展科技服务业的过程中，推动科技人员价值的市场化体现。

激励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是民营企业家，在产业结构

调整中，要把企业家人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浓厚尊重企业家、支持企业家的社会氛围，

着力营造有利于企业家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支持，要从尊重企业市场

主体和法人实体地位角度，将民营企业放在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同一起跑线上，鼓励各

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以市场化力量真正形成优胜劣汰机制。江苏大地孕育了众多

行业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在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

家作用方面更可以彰显特色。一是更加重视草根创业的企业家。“高手在民间”，要通过制度

建设增强本土人才、草根阶层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出现颠覆性思维和商

业模式的伟大企业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无一不是打破了传统。要将政策更加侧重于普惠型的

营商环境的塑造，今天“铺天盖地”、明天“顶天立地”，使江苏形成创新创业的汪洋大海，

在初创企业中形成江苏的世界级企业。二是激发“二代企业家”、新生代企业家的积极性。相

对于我省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的第一代企业家，社会普遍反映做实业、尤其是做制造业辛

苦。如果大量二代企业家没有兴趣、没有信心继承家族产业没有意愿进行艰苦奋斗、二次创业，

民营企业也就不可能会有大规划大投资的计划，也没有继续把企业做大做强的意愿。新生代承

载着民营企业传承发展的重任，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起来，让新生代企业家更好地传承苏

商艰苦创业、锐意进取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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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要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高质量发展的热情。对标中央

部署要求，按照省委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部署，着力兜牢底部、补齐短板、强化基础、

回应关切，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一是努力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居民主

体集多种经济行为于一身，购买力水平直接影响内需，近年来我省消费贡献率总体上低于全国

水平。要利用纳入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份等机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的经营

性和财产性收入，提升我省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兜住基本生活底线，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

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同时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

持续激发居民主体发展新活力。

激励广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尺

度”。要积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正向激励，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鼓励和支

持各级干部勇于开拓、有所作为，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落地。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基本原则，探索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干部考核、选拔及退出机制，

努力建设一支能够更好地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提供

良好的人才保障。同时，要按照中央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落

实“三项机制”，积极关心和保护在高质量发展中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干部，让敢担当、善

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褒奖。

激励市场主体在创新和竞争中奋勇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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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徐  鸣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

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这里，把乡村经济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明确的部署。

乡村经济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着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乡村经济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从事乡村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

活动的行为与方式的总和。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相区别，有着某种自然经济的特质。而在我国，

乡村经济通常是指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乡村集体经济。

我国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实行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每一个行政村都设有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管理乡村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营集体资产，

发展集体经济；二是管理农民土地承包，开展农业生产服务。以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

分结合的土地承包制度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乡村经济治理的总体目的就是把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改造成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增加农民收入，确保粮食安全。

我国乡村经济发展曾经走过了辉煌的历史。上世纪 80 年代蓬勃兴起的乡镇工业大都是农

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具有乡村经济的性质，这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最辉煌时期。90 年代以后，大

批乡镇企业纷纷改制为民营企业，但苏南有些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仍保留了乡镇企业厂房、土地

的产权或少量股份，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来源，并在某种程度上维系着集体经济组织与乡

镇企业的联系。

乡镇企业改制以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但集体经济的基础仍是稳固的。

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拥有丰沛的土地资源。我国现有耕地为 20.23 亿亩，农村确权颁证的集

体承包土地约为 15 亿亩。据统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4200 万亩，

而未利用土地大约是该面积的 3 ～ 5 倍，这些集体土地归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另一方面，

发展农业生产享受国家充分的政策扶持。我国从2002 年开始，国家相继实施良种补贴、种粮直补、

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2006 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 2004 年延续至今，国家对水稻、

① 徐鸣，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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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等一直实行粮食最低价收购制度。党和政府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这是因为乡村经

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乡村经济是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每一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

组织，为村民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大量财力的帮助。2018 年，江苏全省集体经济组织支付

给村民委员会及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费用为 113.22 亿元。从 2019 年起，江苏省将村级组织

运转经费保障标准提升至 38 万元。这个保障是指村集体经济自身保障不足 38 万元的，由省级

财政补贴至 38 万元，村级组织的基本运行费用仍以集体经济为基础。

其次，乡村经济是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统

的一方，在粮食生产、农业生产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现行体制下，大中型规模的农田

整治、水利建设、抗旱排涝等费用由各级政府财政安排。而行政村范围内的小型农田、河道整理，

灌溉、排涝等费用大都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成为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基本保障。

再次，乡村经济是农民福利的重要来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

在农村的公益事业、农民集体福利方面贡献了大量的资金。江苏省共有行政村（含涉农居委会）

约 17600 个。据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分析，约有 4600 个村年终有分红或福利分配，占村总数的

25%；约有 10000 个村年终虽未有分红，但却承担了村里部分的公共支出，占村总数的 57%；

约有 3000 个村既没有分红，也没有承担村里的任何公共支出，仅占村总数的 18%。2018 年，

江苏全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分配资金为 31.07 亿元，全省农户 1410.63 万户，户均分配为

220.3 元。

乡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乡村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尽管拥有丰沛的土地资源和国家充分的政策支持。但

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就目前来讲，乡村经济仍是我国现代经济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农业是

我国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弱势产业，农民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低收入群体。

我们必须看到：农村丰沛的土地资源没有转化为显著的经济优势。我国的集体农地主要由

农户承包经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工商用房或作为建设用地直接

出租。近几年来，大多数工业企业都进入了县区的工业园区，而农村集体土地一般地处偏僻的

乡村，租金收入比较有限。

国家充分的政策扶持没有孕育出强大的现代农业。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 1.41 亩，农村人

均承包土地面积约为 3.58 亩。农业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尽管这些年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所提高，

但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仍比较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导致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增高，在国际市场上普遍缺乏竞争能力。

庞大的乡村经济仍是经济体系中的薄弱环节。2017 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仅为 0.46

万亿，而我国国有企业总收入 52.2 万亿，前者仅为后者的 0.8%；2018 年，江苏农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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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为 451.22 亿元，而江苏省、市两级国有企业总收入为 8345 亿元，前者仅为后者的 5.4%。

乡村经济薄弱，也是农民收入较低的一个原因。2018 年，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为 1.46 万元，城

乡居民收入比为 2.7：1。

应该讲，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经济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明显滞后于城市经济。仔细分析，

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

从历史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人民公社转化而来，存在着政企不分的历史痕迹。许多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由村党政负责人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性职能，

村行政管理费用大都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等。

从体制看，我国《民法总则》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定性为特别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

一个特殊的经济主体。以江苏为例，至 2018 年底，全省 17600 个行政村（包括涉农居委会）中，

村民委员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职能的村数约 6200 个，占总数的 35%；办理工商登记注

册的为 3895 个，仅为 22%；申领税务登记证的则更少。

从自身看，工业化、城镇化导致农村的年轻人大量进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经营人才。

许多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资源，但缺乏经营人才，仅依靠土地或房屋出租获取收入。江苏

昆山等地区甚至实行了村财乡管。

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乡村经济治理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质上是一个社区性的福利型组织，拥有庞大的土地资

源，但摒闭了外来资本与成员的进入，村民分享土地资源带来的有限收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大环境中，这种社区性的福利组织缺乏应有的活力。振兴乡村经济，必须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使集体经济组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改革面临的现实挑战是：

既要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打造成为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又要维护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保护农

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设定统一规则，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又要

确保“不管怎么改，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垮了。”我们既要鼓励外来资本进入，改善集体经济组

织治理结构，又要防止外来资本侵犯农民利益，改变集体经济的性质；我们既要鼓励农地的流

转经营，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又要保护土地承包户利益，防止失地农民成为社会问题等。

说到底，我们担负着既要让农民集体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利益，又要确保农民在市场博弈中不受

大的侵害的责任，这种责任一直要延续至新一代农民的成长。

我国的农村改革注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伴随一代农民的成长而循序渐进。从当前来

讲，推进乡村经济治理现代化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性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纳入了立法规划。通过立法，将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特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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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治理结构、责任资产、社会资本进入等，逐步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适应的产权制度。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成为规

范的社区性经济合作社或股份合作社，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优势，打造乡村振兴的新型经

济主体。

努力推进集体建设土地入市，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能力。新《土地管理法》今年 1 月

1 日正式实行，集体土地可以依法入市。但是，集体土地入市，当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

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全覆盖；二是合理分配集体土地入市收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此盘

活农村最大的不动产，变土地资源为土地资产，给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的财富增值机会。

保持承包土地稳定长久不变，巩固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是涉及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的一项重大改革。必须明确承包土地长久不变的深刻内涵，鼓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流转农

户的承包土地，长期经营农业，逐步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提升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承包土地长久不变，也为将来土地承包权的有偿转让留有余地。

乡村经济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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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银行：长三角金融一体化的助推器
范从来   盛天翔①

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促进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长三角地区金融业增加值超过全

国的 27%，因此金融一体化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提升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程度的核心动力之一。2018 年长三角地区债权类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约为 90%，银行

业金融机构成为推动金融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载体。我们认为，开放银行的发展，具备支撑长

三角金融一体化的基础，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助推器，关键是如何科技赋能，建立开放银行体系。

开放银行与金融一体化

近年来，“开放银行”的理念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其主要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开

放银行的本质是数据共享。开放银行以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或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作为技术手段，实现内外部数据

的共享，将数据作为重要的金融生产要素，从而帮助发现和满足客户需求。

第二，开放银行的模式是构建生态圈。数据共享的背后是金融新业态，银行通过与不同部

门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包括其他商业银行、非银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政府、实体企业以

及其他机构等，为客户提供更多、更便利、更透明、更普惠的多元金融产品，打造多方共赢的

战略生态圈。

第三，开放银行的目标是提升银行业服务能力。通过生态圈的构建，银行的金融服务更加

强调以客户为导向，衔接企业生产经营、居民生活消费等各类场景，延展银行服务边界，提高

银行服务竞争力。

“金融一体化”主要聚焦于某个区域范围内，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金融

资源共享。区域内的金融市场要素资源能够形成共享和整合，促进金融产业内的专业化分工与

协作。二是金融服务易获。区域内金融产业提供的金融工具和服务能够自由流动，产品的种类、

价格和盈利率等趋于一致。三是金融配置高效。区域内金融发展的联动性能够不断提高，各类

金融活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推动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

综合开放银行和金融一体化的特征来看，两者在核心理念方面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开放银

① 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方向首席专家；盛天翔，经济学博士，南京农业
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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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强调不同渠道的数据资源共享，注重生产要素联结，与金融一体化要求的要素资源共享相呼

应；开放银行重视业务生态圈搭建，提供更丰富的金融产品，有利于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金融服

务需求，与金融一体化要求的金融服务相呼应；开放银行旨在增强客户价值创造，以更高的服

务效率提升银行竞争能力，与金融一体化要求的金融配置高效相呼应。因此可以说，开放银行

与金融一体化的内涵契合，构建开放银行将有助于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发展。

加强开放银行的顶层设计

目前各类地方性的金融政策较多，但还没有能形成区域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存在各自为政

的割据现象，未来需要完善长三角区域层面的官方规划和协调机制，将开放银行的共享思维和

发展融入，重点是建立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思维、规则以及渠道。

长三角金融一体化过程中，需要打造合作共赢的开放银行平台，各类商业机构联结成共享

发展的利益共同体。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最主要的金融类企业，需要明确开放银行发展战略，

在市场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大型商业银行可以借助自身强大的资金技术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优先采用自建开放银行平台系统的模式，主动将金融服务嵌入到客户的各类场景中；中型商业

银行可以采用投资或者合作金融科技公司的模式，通过领先科技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开放银

行的建设效率；小型商业银行综合实力相对较弱，可以参与到其他开放银行平台系统中，从而

与其他诸多机构间接产生业务合作。

建立开放银行的数据基础

开放银行可以运用的数据主要由政府部门、金融业机构、第三方平台以及部分大型企业等

多类主体持有，目前数据质量良莠不齐，数据格式种类繁多，并且数据信息容易被割裂成孤岛，

共享的难度和成本较大。长三角区域可以先行先试，由政府部门牵头，与行业协会、领军企业

等携手，共同建立高效的数据治理规则和开放透明机制，为金融一体化提供标准化的数据规范

基础。

按照目前国外开放银行的发展状况，侧重于强调传统商业银行将现有自身数据开放给其他

类机构，从而实现金融服务与其他业务的串联。而从国内发展情况来看，传统商业银行获取外

部数据信息的需求同样非常强烈。但考虑到利益分配、数据价值和数据安全等因素后，双方的

开放融合行为显得谨小慎微。开放银行在中国的内涵应该予以拓展，提倡开放银行平台上双向

或多向数据共享，进一步扩大数据合作范围，提高数据融合程度。

近几年金融科技发展迅猛，开放银行可以依靠 APISDK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 软件开发工

具包）等共享技术，通过双向开放的形式，实现银行与第三方机构的业务合作和数据连接。在

此基础上，将以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科技手段充分应用到大数据处理中，实

现从技术底层、数据中台到业务平台的一体化覆盖。开放银行需要具备稳健、前沿的科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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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起智能化、分布式和协同管理的数据治理平台，提高数据处理能力，为实现大数据创造

高信息价值赋能。

打造开放银行生态圈

在开放银行模式下，传统银行不再局限于自身拥有的客户信息，还将获取其他合作伙伴提

供的外部信息，从而能够深入理解客户行为及其金融需求。借助开放银行平台，银行业应该进

一步将多家机构的不同产品进行有效组合管理，建立市场化分润机制，打造开放银行生态圈，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打造业务互联生态圈。很多重大项目的实施，受实体企业组织管理机制、

项目规模与特点等因素影响，往往是跨地区建设和运营，容易涉及资金投放区域与项目管理属

地不一致、本地信贷资源不足等问题。借助开放银行平台，可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以及

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通过业务互通互联来满足资金投放、调度以及项目管理等方面的需

求，包括同业市场与信贷市场对接、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对接、信贷市场相互对接等。

围绕地方特色优势，打造区域协同生态圈。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发展并不是同质化发展，打

造一体化生态圈的同时，还应充分体现各自的地区特色。

上海定位于国际金融中心，集中长三角区域优质金融要素资源，构建开放银行可以对其他

地区的金融机构产生辐射效应；江苏作为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大省，产融结合情况良好，构建

开放银行可以率先进行典型平台的试运行；浙江金融科技基础实力雄厚，构建开放银行可以着

力于新兴技术与模式支持；安徽人均金融服务资源相对稀缺，构建开放银行可以在普惠金融和

绿色金融方面重点突破。不同区域的生态圈优势互补、相互支撑、经验共享，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构建开放银行监管新体系

开放银行能够获取更多方位的客户信息，有助于提高客户画像的准确度，但与此同时，拓

展金融服务边界意味着风险开放，银行风险管理也更加复杂。开放银行在突破创新的过程中，

要充分应用金融科技手段，将风险防控贯穿于整个业务流程。商业银行要不断改进内部监管模

式，防范生态圈的新型风险问题，包括数据存储与传输的安全、数据共享中的客户隐私、大数

据风险管理模型的适用性、合作机构之间的风险传染与隔离、风险暴露后的处置机制等。

开放银行的发展，也意味着单类型机构的风险监管转化为多种类机构的协同监管，区域内

单地区的风险监管转化为各地区的合作监管。监管部门需要优化监管体系，提升外部监管能力。

从国际实践来看，监管沙盒可以让开放银行在有限范围内实测新产品和新技术，给予审慎包容

的宽松环境，待成熟后再全面推广，有助于监管部门掌握新兴业务的运行规律和风险特征。

“监管沙盒”是一个“安全空间”，在这个安全空间内，银行可以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

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而不用在相关活动碰到问题时立即受到监管规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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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中国版的监管沙盒，尚处于试点应用阶段，长三角区域的监管部门要率先探索如

何运用科技手段来科学监管。另外，金融科技的深度运用，可能导致一系列伦理问题，包括服

务对象的歧视问题、过度压榨客户剩余价值等，监管部门要关注开放银行的数据使用和模型构

建。

开放银行：长三角金融一体化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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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保障长三角区域信贷一体化
范从来①

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是前提和推动力，信贷一体化则是金融一体化的

关键突破口。目前，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已奠定了长三角区域信贷一体化的现实基础。未来，应

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通过搭建信贷一体化的有效载体、创新和延伸信贷一体化的多维产品链、

打造信用长三角的优势品牌、建立跨区域功能性协同监管的新机制等方式，推动信贷资源在长

三角区域内的高效率流动，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现代经济中，金融发挥资源配置的媒介作用，如果金融不能一体化发展，势必使产品市场

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发展受到影响。在我国，直接融资市场的金融资源相对可以自由流动，

而以银行信贷资源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市场行政区特征较为明显。因此，长三角区域金融一体化

先行的关键是银行信贷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化流动。

然而，在现实条件下，长三角区域内银行信贷资源自由化流动仍面临一定的体制机制障碍。

从银行管理体制上看，总分行制垂直管理模式下，各分行基本处于独立经营的状态，导致总分

行的管理体制实际上演变为分支机构在行政区内画地为牢，跨地区办理业务很难，跨省市合作

和跨行合作更是困难重重。为此，需从现行制度上深化改革，落实简政放权，从而为长三角区

域信贷一体化提供制度保障。

跨区设立与重组机构，搭建信贷一体化的有效载体。从银行实践看，过去几年，一些中小

银行由于盲目跨区域经营出现了重大风险。因此，自 2014 年起，监管部门逐步加强了中小银

行跨区域经营行为的监管，如城市商业银行不跨省（区、市）设立分支机构、银行业监管机构

从严把握农村商业银行在注册地辖区外设立分支机构等。同时，为了引导地方性中小银行立足

本地，扎根服务实体经济，银保监会 2018 年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异地非持牌机构

的指导意见》，中小银行大量异地非持牌机构被先后清理撤销。

从长三角区域内地方法人互设机构的效果来看，信贷资源流动必须先有机构后有业务，否

则就会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有业务基础的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商

业银行《市场准入工作实施细则》明确，“法人注册地为直辖市的城市商业银行每年可在已设

立异地分行省（区）选择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地区下设 1—2 家二级分行”，“支持资产规模较大、

① 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方向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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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实力较强、具备并表管理能力的农村商业银行重点在省内、临近和中西部省份集约化发起

设立村镇银行”。这些规定在关闭了银行跨区域经营“一扇门”的同时，还留下了差异化的“一

扇窗”。因此，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金融管理政策也要进一步优化

调整，根据不同银行机构的资本实力、风险管理水平等条件，适当放宽长三角区域内机构跨区

域设立的准入门槛，从而搭建区域内信贷资源自由流动的有效物理载体。比如，鼓励银行机构

在经济发展潜力大而目前金融服务资源相对不足的区县（县级市）设立网点，延伸服务触角。

此外，除了允许部分实力较强的银行机构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专营机构外，针对一些地

区法人银行机构风险突出、资本实力较弱等问题，推动区域内机构战略重组。如放松“两参一控”

限制，允许长三角资本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机构参股，并购长三角区域内一些资质差、资本

少的地方性中小机构，进而构建稳健的长三角金融机构体系。

业务跨区域联动，创新和延伸信贷一体化的多维产品链。尽管商业银行可以探索通过互设

机构的形式实现金融资源的区域内流动，但在现有监管框架和当前宏观金融形势下，机构跨区

域经营仍然面临较大约束。因此，鼓励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联动与产品创新的方式实

现跨区域合作，成为推进金融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可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引领作用，围绕

区域交通、能源、生态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重大事项、重点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和综合金融服

务解决方案。设立长三角投资基金，通过投贷联动方式，加大对区域内科创企业的信贷支持。

组建长三角联合信用担保公司，建立科创企业贷款增信平台。加大银行联合授信、银团贷款等

金融模式探索应用，扩大对“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中长期项目的“组团”服务。

加大科技金融创新试点，如无锡地区银行业可借助物联网技术实现动产万物互联，帮助银行突

破地域限制，发展动产担保融资业务。在长三角区域内复制推广浙江地区普惠金融的一系列成

功经验和产品模式，在消除地区贫富差距、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上探索形成长三角特色的普惠金

融服务。

整合社会公共信息，打造信用长三角的优势品牌。在充分认识信贷一体化带来收益的同时，

也要认清其潜在风险。事实证明，“远离现场”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使异地贷款风险高于本地贷

款。金融监管限制信贷跨区域流动正是出于对此类风险的担忧。2019 年，银保监会出台意见规

定，“专注服务本地，农商行需要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

业务不跨县（区）”，将要求由“贷款不出县、资金不出省”提升到“业务不跨县”，对业务

跨区域经营设置了更严格的监管红线。

区域信贷市场的分割使得区域外银行不能获取区域内的完整信息，也无法监督区域内信贷

资金的使用情况，监督成本增加，在市场竞争力上也无法与占据地理优势的本地银行竞争。这

样，区域间的资金流动就会减少。为打破区域金融资源流动壁垒，要率先构建区域公共信息平

台，打造信用长三角，积极深化国家首个信用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打响“信用长三角”品牌，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健康环境。可将苏州、台州社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经验总结推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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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内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大平台，整合三省一市的工商、海关、通信、税务、社保等公

共信用信息，为实现银行信用评级一体化建立信息基础。

打破行政区划监管，建立起跨区域功能性协同监管新机制。金融业务的开展，离不开有效

的金融监管。传统的金融行政区划监管，已无法完全适应长三角信贷一体化。举例来说，为了

推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理应鼓励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通过业务联动与产品创新的方式实现跨

区域合作，推动银行联合授信、银团贷款等“组团”服务为区域内重大战略项目建设提供金融

支持。但是，传统的按行政区划进行机构监管的模式无法适应上述跨区域业务的发展需要。因此，

应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总体框架内，嵌入长三角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畅通信息共享渠道，

推动监管标准一体化，减少监管摩擦。

继续推动 2004 年发起的《共建信用长三角宣言》落地实施，推动建立和完善信用区域性法规，

形成统一的区域化社会信用体系。加强功能性监管，弱化传统金融行政区划监管，由管机构为

主转向“管机构 + 管业务”并重，强化非现场、现场联动监管。建立区域性金融业联合惩戒逃

废债协同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惩戒力度，维护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探索设立区域信用

风险互保互助基金，对涉及跨省市的大型企业债务风险共同组建债委会。研究建立长三角区域

性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机制，金融风险监测、金融知识安全宣传平台共建共享，提升区域性金融

风险防控处置能力。通过以上监管合作，可以为长三角区域信贷一体化提供有效的监管环境，

营造区域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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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优势
洪银兴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

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过

40 多年改革实践的检验已经基本定型。未来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从而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优势。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优势

我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开始，到引进外

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直至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形成

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践证明，包括公有制和非公有制

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显著的制度优势。

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动员了一切发展生产力的资源和活力。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发

展民营经济充分动员了民间资本，现在民营经济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

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

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促进了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促使公有制经济在竞争中改

革自身的体制、有进有退，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普遍亏损的现象得到了逆转。公

有制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大大增强。

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分别在各自见长的领域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在竞争

性领域，追求利润目标，公有制经济主要在公益性和自然垄断性领域，在公益性和公平性方面

的目标更为明显。

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实现形式，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同一个企

业内共同发展。国有制企业可以在产权交易中吸引非国有资本进入做强做优做大。非公有资本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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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股控股国有企业。这就为各类企业增强活力提供资本动力。

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现代产权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财产权

利的激励是更为重要的激励。产权激励是市场经济最强大的动力源，对企业来说，最致命的风

险是产权丧失，最重要的收益是财产增值。产权的界定、配置和流转具有更强更有效的激励。

把人们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财产权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稳定持久的激励。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优势

针对原有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收入分配体制，我国的分配体制改革先是明确坚持按劳分配，

后来明确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从而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分配制度。其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优势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劳动还是谋生手段条件下，坚持多劳

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提高了劳动效率。二是在各种生产要素属于不同的所有者

的条件下，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可充分动员和激励属于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投入，让一切

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是要素报酬不只是取决于各种要素的投入，还取决于要素的

贡献以及各种要素市场的供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由市场评价各种要素的贡献，

按贡献决定要素报酬。这种分配机制既促进了企业对要素的有效组合，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又促进了贡献大的优质要素的供给，尤其是明确知识、技术和数据的贡献及相应的报酬推动了

创新及创新成果的应用。基于这种分配制度，一切创造财富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

和数据的活力竞相迸发，充分释放了发展经济的潜力。

在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参与的收入分配制度中，所谓按劳分配的“劳”，

不只是指生产一线的直接劳动者的劳动，还有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的劳动，这些劳动属于

复杂劳动。只有复杂劳动的报酬得到体现，连同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加起来能够体现按劳

分配为主体。

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优势，不只是提高劳动效率，还是在要

素报酬的分配结构中增加一线劳动者劳动收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在各种生产要

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结构中，一线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要求

提出增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鼓励勤劳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其路径不是否认

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而是要靠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安排。根据马克思的表述，在社会主

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这个阶段，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作为谋生手段，

劳动报酬的增长就不只是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体现谋生要求的内容。谋生的范

围就是必要劳动的范围。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范围也应扩大，相

应的劳动报酬就有增长的趋势。为此需要着力提高一线劳动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一是在初次分配阶段就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

需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



41

增长。二是在再分配阶段更要讲公平，健全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机制，以防止

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三是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建立先富

帮后富的机制。针对一线劳动者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需要通过人力资

本投资（公平教育）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等途径增加直接劳动者的非直接劳动要素供给，使

直接劳动者的收入随着他拥有更多的非直接劳动的生产要素（技术、知识和管理）而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的制度，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指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

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配置资源

的机制是：生产什么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怎样生产取决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谁生产

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取决于由要素市场供求决定的要素价格。市场配置资源之所以是

最有效率的，就因为它有两大功能：一是市场的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二是市场的奖惩分明的

激励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时指出：“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

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这里讲的优化

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就是指的资本、技术、管理、劳动、土地等要素在部门、企业中的组合。

在市场经济中所有这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要素都要靠市场机制作用。因此要素的市场化

配置，不仅涉及市场决定资源流到哪里（部门、企业）去，还涉及市场决定各种要素（资源）

的组合。各种要素在企业中、在行业中集合，是以各种要素市场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为导

向的。其机制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各自市场的供求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比例又反过来调

节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因此形成最有效率的要素组合。其效果是：各种生产要素得

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有机结合的方式就是在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制度优势不只是一般市场经济理论所讲

的在克服两极分化、外部性和宏观失衡等方面的市场失灵，还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显示

社会主义优越性。一是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跨地区建设项

目可以在制度上举全国之力得以完成。二是虽然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起步晚，但依靠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建设市场，市场经济水平会更高，包括建设高标准的完善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公平竞

争制度、规范的竞争秩序、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宏观调

控有度，基于有度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在科学的宏观调控方式，能够有效调控市场，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推进发展，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协调好宏观、区域、城乡的平衡。所有这些都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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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明确上述三方面制度构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明确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既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优势，又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优势，必将成

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保证。要充分发挥这些制度优势，一方面，基本经济制

度方面的创新和改革不能停步，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方面是有机的整体，深化改革和完

善要兼顾整体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需要根据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和要求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从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充分发挥基本经济制度

的制度优势。



43

“三大行动”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

“三大行动”加快构建自主可控
现代产业体系

程俊杰   闫东升   晁先锋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制度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江苏省委第十三届七

次全会将未来发展重点归纳为五个“聚焦”，其中，聚焦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加快构建先进

制造业体系排在首位。“十四五”期间，建议南京找准聚焦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重点产业领域，

发挥制度对市场主体的正向激励作用，开展领军企业培育、产业集群提升、营商环境改善三大

行动，强化制度落实，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

潜在爆发类产业，聚焦自主可控的重点领域

南京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在现有主导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遴选出有必要打

造且具备打造潜力的目标产业，并以目标产业的核心细分产业突破为抓手，引领目标产业链的

发展，支撑南京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通过产业矩阵分析，可以将南京主要产业划分为四种

类型。

一是竞争优势类产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智能电网产业。这类产业在南京具有较大规模，

产业链条基本形成，产业生态基本建立，未来产业发展前景较好。

二是潜在爆发类产业：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这类产业

链正在形成、发展成熟度相对不高，但产业爆发力强、应用前景广，高端要素资源集聚明显，

加之具有较强的政策扶持力度，能够吸引较高的投资。

三是择机投资类产业：智能制造产业。这类产业发展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具有一定的产业

爆发力，但是技术领域的依赖性较大，在某些细分领域有巨大的投资机会，但目前对城市经济

发展贡献不高。

四是跟踪观察类产业：轨道交通和新材料产业。这类产业从总体上看已经比较成熟，虽然

还有快速增长可能，但产业链条基本形成，产业生态基本建立，投资要求较高，补链和强链难

度较大。需要细细筛选，保持跟踪观察，留意新技术突破。

① 程俊杰，江苏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任研究员；闫东升，南京大学长江
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晁先锋，南京市发改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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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应在考虑自身发现需求的基础上，重点聚焦未来技术更新快、产业爆发力强的产业，

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即在基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集成电路

产业、基于汽车制造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于医药制造业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产业方面，

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进行强链补链，提升产业关联，加快竞争优势提升，以实现自主可控。同时，

紧密关注竞争优势类产业、择机投资类产业以及跟踪观察类产业，积极提升三类产业的竞争力、

控制力。

培育龙头企业，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策略

与国家层面要对关系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产业链、价值链能够实现自主可

控不同，地方层面要对产业链、价值链的某个或某些具备比较优势的环节及更细分领域能够做

到自主可控，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对于大类产业下面的细分行业掌握自主权、可控权，体现为有

一些行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控制力的龙头企业，可以是“隐形冠军”，可以是“独

角兽企业”，也可以是“瞪羚企业”。

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包括需求侧的自主可控、供给侧的自主可控。由于禀赋的差异以及当

前全球化发展趋势，要求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产业体系实现全面自主可控，是不现实且没有必要

的。需求侧的自主可控主要指由于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比如庞大的内需市场等，形成的产业

影响力、竞争力和控制力。供给侧的自主可控包括基于产品的自主可控。例如，对于一些必须

满足苛刻条件的关键的中间投入品，只有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甚至某个企业才能生产出来，

因而形成自主可控能力。

基于环境的自主可控。这个环境主要指的是产业生态环境，例如，某个区域集聚了行业中

大多数重要企业，形成产业集群，这实际上就是打造了一个良好的产业共生生态圈，吸引新进

入者优先选择在该区域布局，这种影响力、竞争力和控制力就是环境的自主可控。

基于要素的自主可控。各类生产要素中，最底层技术的自主可控，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

自主可控是最难实现的，越往上实现自主可控的难度越小，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国目前

强调的就是在产业链、价值链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

一般来讲，产品层面、环境层面以及市场层面形成自主可控的能力相对较容易实现，要素

层面的自主可控相对较难，尤其以技术，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实现难度最大。因此，

南京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策略，就是要打造产业链、价值链中具有影响力、竞争

力和控制力的龙头企业，着力在产品层面、环境层面以及市场层面实现自主可控。

加强制度落实，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的“南京行动”

南京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应发挥机制、制度对市场主体的正向激励，落实好支持

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等；落实好国家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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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好企业兼并重组政策优惠，落实好现有研发费用所得税加计扣除、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企业购进或自制机器设备发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按规定抵扣、技术改造等优惠政

策等，强化政策协调，形成发展合力。

“十四五”时期，建议南京积极开展领军企业培育、产业集群提升、营商环境改善三大行动，

着力从企业、产品、环境及市场三个方面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

一是领军企业培育行动。围绕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扶持成长型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壮大

发展规模和提升综合竞争力，促进行业骨干企业转型升级，加快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推动产

品高端化、生产专业化、制造信息化、管理精细化，全面提升规模实力、需求响应力和市场竞

争力。围绕产业链条延伸和重点培育方向，大力实施规上企业增长计划，优选培育一批拥有知

名品牌、主业突出、技术先进、核心竞争力强的优势企业，从资金、技术、人才、项目、信贷、

电力、土地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支持中小微企业与大企业、大集团建立以产业链、供应链、

产品链为纽带的战略联盟，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大中小微企业相互协作、关联配

套的良性发展格局。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信息交流咨询等全

面服务。

二是产业集群提升行动。除进一步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服务功能，以产城融合、绿色发展大

力推进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引导产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外，还要提升产业园区的

管理与服务。园区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空间载体，要紧紧抓住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建设契机，推

进管理、制度与服务创新，严格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强

化对全球高端和创新性生产要素的吸引和集聚。鼓励集群内企业互动交流。虽然很多地区已经

实现了企业的空间集聚，但企业之间的交流却并不多，应鼓励企业之间相互合作、交流共生，

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

三是营商环境改善行动。充分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是南京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

系的重要策略。应紧紧抓住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机遇，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优化注册

登记、项目审批、专业中介以及便民服务，加快构建高效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差别化的

资源要素价格机制，完善政府采购机制和向社会购买服务机制，促进各种要素资源向优质载体

集中；培育区域金融、人才、信息等要素市场，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消除行政壁垒，鼓励企业

跨行政区开展兼并重组，提升市场竞争力。

“三大行动”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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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应该让更多人在家
上班（上学）吗？

包  特   于  洋①

近期，发生在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担忧。但另一

方面，疫情控制措施可能造成的经济风险，也需要及时出台政策加以应对。与此同时，虽然各

级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降低了各大城市的交通和公共场所活动人流，但考虑到春节假期马上结束，

多地可能在不久以后迎来节后的返工 / 上学的人流，如何控制和降低这些人流的规模，也成为

下一步疫情控制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可能需要考虑鼓励更多职工和学生在家上班 / 上

学的可能性。

首先，远程在线办公或“在家上班”可能是降低防疫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的一种途径。

根据美国盖洛普调查显示， 在 2019 年，美国超过 43% 的工作人口有远程办公或者在家办公的

经验，相比 2012 年的 39% 有了进一步提高。一项领英网的调查也显示，超过 85% 的回答者希

望自己能采用在家办公的方式工作。而美国统计局数字则表明，在家办公的人的中位数收入

（42442 美元）事实上略高于通勤上班者（38184 美元）。很多当代经济学研究显示，在家工

作并不会降低生产率，反而可能提高生产率。比如最近，经济学顶级期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曾刊载梁建章博士及合作者的研究（Bloom et al.， 2015）指出：相比在单位工作，

互联网企业员工在家工作可导致工作效率提升 13%。因此，相比目前很多行业流行的“996”办

公室加班文化，我们也许应该考虑鼓励企业和事业单位允许劳动者以更为灵活的方式上班，并

且把考核重点从劳动时间的投入更多放到劳动产出上。

同时，要补贴、鼓励辅助“居家工作”的配套商业，特别是针对营收表现依赖于人流的行

业——例如餐饮、生鲜配送等行业。一方面让“居家工作”更有效地实现隔离传播路径的功能，

提高“居家工作”政策的绩效；另一方面，缓解防疫工作对脆弱行业产生的消极影响，化解因

此产生的金融风险。

其次，我们注意到教育部和各大学校在近期先后宣布了推迟开学计划，这无疑是在学校降

低疾病传染可能的最有效方式。但同时，由于教学活动通常有自己的节奏和进度，随着开学日

① 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于洋，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



47

面对疫情，应该让更多人在家上班（上学）吗？

期的临近，如何协调防疫和教学进度之间的矛盾也成了摆在教育部门领导和各学校校长案头的

难题。对此，我们建议在必要情况下实行“网上开学”，并允许学生“在家上学”。相应地，

各校可将教学内容更改为网上授课。网上授课的视频可以由教师在学校或视频平台提供的单独

录制场所（而非教室）录制。学生的作业和考试在需要的情况下亦可采用网上进行。

当然，网上教学通常会面临师生之间缺乏面对面交流和互动，以及教师不能及时掌握学生

进度以及反馈等担忧。对于这一点，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式：

第一，学生返校后，可以在保持网上授课的基础上加入小型课后互动环节。把大型讲座依

然保留在网上进行，而将教师与学生的接触形式限于在通风环境内进行的小班习题讲评和答疑。

事实上，这种教学模式又叫做 Technological Enhanced Learning（TEL），已经在澳大利亚、英

国和新加坡等国进行了多期试点。如果经由这次的实地测试，表明在中国也能产生足够良好的

效果，也不失为未来教学和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

第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世界领先的互动视频平台和产业。在以哔哩哔哩和快手为代表的

视频平台上，观众可以通过视频弹幕和直播聊天等方式随时与内容制作者互动。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许也可以考虑让一部分勇于创新，富于“尝鲜”精神的教师首先投入到“直播讲课”的

教学形式中，探寻通过在新型教学平台上的生动互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成绩的可能性。

综上，在家上班和在家上学作为近年来兴起的新的工作和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

便捷性。同时也可能由于其“非物理接触”的性质更加适用于疫病传染时期的工作和教学。基

于以上因素，我们应该考虑在应对此次疫情工作中更多采取以上两种工作和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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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对中国经济
有什么影响？
刘志彪    吴跃农    陈志龙①

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根据过去的经验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被 WHO 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那

么任何国家船舶飞机交通工具经停此国，都将被视为经过疫区，回去必须接受特殊疫区观察，

出口货物商品都将视为疫区产品，被世界市场所排斥，外资和外商会主动撤离，任何疫区的国

际活动交流都将停止。应该说，这对嵌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很深、外向度很高的中国经济，又正

在经历经济下行压力的特殊时期，影响肯定是比较大的，是不可小视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那种认为这等同于一次国际经济制裁，或者甚至认为其副

作用比贸易战还要厉害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

一是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其实是一个短期的脉动式冲击。这次宣布为紧急事件，是要求

先观察三个月，三个月内疫情消失便会自动解除警报。因此这个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终

还是取决于此次疫情持续的时间长短。现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各族人民都有效地

动员起来了，只要隔离措施真正有效，在较短的时间内打赢这场硬仗就是必然的，因此它对中

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并非是长期的、全方位的影响。

二是这个宣布疫情的事件与经济制裁、贸易战根本不同，新型肺炎疾病是不分地区、不分

人种迅速流行扩散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完全靠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就可以自我封闭

地控制，宣布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有利于全球各国高度重视起来进行协同控防，从而可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流动中的传染，在信息和运作的开放、透明、协调中最快地控制住疫情蔓延，这

对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增长动能也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三是短期事件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产业供应链的真正竞争力。有人说这次宣布的紧急

事件会加速外资企业撤离，加速工作职位回流美国等国家，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全面的。目前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真正离开中国在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完整的高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
究员；陈志龙，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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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的供应链，新型肺炎疾病只是可能暂时打乱了这种供应链体系，并没有摧毁它的供应能

力和长期积累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只要隔离控制有效，按照发病二周的周期，不让病毒多

次交叉感染人群，生产很快就会恢复，中国现代产业链的竞争力依然坚如磐石。

因此，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尽快的控制住疫情向全国深度蔓延。基于过去的

控防经验，在此我提一个建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以县区为单位进行战略决战，以防控和隔离

为主要手段开展群众性运动，以半个月作为绩效考核期。切断基于县区为单位的安全区与非安

全区的各种联系，从农村包围城市，逐步从基础上消除中国疫情，尽早使 WHO 恢复宣布中国

的进入正常状态。

吴跃农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被 WHO 列入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对中国的外贸、企业“走出去”会产生即时性的影

响，人员和物资暂时通道关闭，也影响国际企业的“走进来”以及会致使国际资本的暂时撤离，

这会在节后复市的沪深股市反映出来，会令我国暂时处于一定的“孤悬”状态。

由于武汉疫情引发的客观存在，这不是不可以接受的经济考验，为此，必须在一定的曲折

中沉着应对，蓄力发奋，主要对策是：

一是严格控制、收缩疫情在湖北一地，不使其向周边失控蔓延。从现在中央和各地方的举

措来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沉着严守，积极收治，数据说话，国际界的可能的过激反应

自然会解除，中国的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及人员来往、资本进入会很好恢复，并有所增强。

二是在严格管控疫情的情况下，不夸大其它省市疫情，依靠人民群众，多做稳定人心之功，

安全稳妥有序恢复节后生产。只要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人口和生产生活的高集聚、高流动、

高风险区能够稳定住，武汉及湖北一域对整个中国经济运转和经济高质量发奋发力的影响可以

降至最低。

三是采取一定的“弥补”措施，节后及疫情稳定后补回受疫情损失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工

作时间，这个举国上下都是能够理解的，也不会是太难的事。

四是“劫后余生”，在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的作用下，市场会对我国医疗防护的生产和

供应有积极性回应，会转型提高到适应如此突破事件的应对水平。

五是要对国家应急系统和体制，特别是地方的应急系统和体制及相互畅通进行深刻反思，

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短板进行克服和纠正，对成功的经验予以总结。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定会形成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提升。

陈志龙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WHO 将疫情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

来自海外的投资、对外贸易活动、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将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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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运行是一场考验，对经济全局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也是一场考验。当前，亟待就短期策略和长

期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和统筹安排。

一是清醒评估疫情在短期和中长期的负反馈机制及其影响，将宏观经济运行从常态管理转

向突发事件的系统管理，稳住阵脚，冷静施策，沉着应对。疫情在仍未稳定控制时，各行各业

都要认识到国家当前的困难，要对重要敏感领域加强管控和引导，无论是疫情的防控救治、物

资保障，还是特殊时期的经济和社会运行，都要有危机思维和全国一盘棋的考量。在中央的统

一指挥、统一部署下，中央与地方、军事部门与非军事单位、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之间、湖北

武汉与兄弟省市之间的关系和协作，都需要有效顺畅沟通，综合协调平衡。         

二是鉴于当前形势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经济金融体系“齿轮”高度连动性，经济运行的负

反馈效应不可避免地传导给金融体系，要审慎研判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

线。资本市场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从商业银行来说，要未雨绸缪正视即将到来的资产质量风险。

一般情况下 GDP 降一个点，不良资产要增加 1.5—3 个点。二月复工，以服务业为主的中小企

业首先会出现较大困难，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债务违约也可能会出现，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传

导给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因此，要提前研究国内外应对外生因素冲击金融的经验教训。

三是疫情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影响较大。央行可通过定向降准，注入流

动性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定向扶持力度。银保监部门加大特殊时期银行不良率的容忍度，

对困难职工房贷出台阶段性的本息挂账措施渡过难关。财税部门加快推出积极减免退税措惠，

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地方为新经济渠道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增加线上服务和销售能力。挖

掘再就业岗位，帮助受疫情冲击而失去工作的人员，同时要加强社会保障的“兜底”，保证社

会大局稳定。                     

四是加强舆论引导，在凝心聚力打赢疫情保卫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稳定经济的同时，要

发扬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善于藏拙的精神，从上到下过紧日子，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力争

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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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产业链的竞争力依然过硬
刘志彪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相信中方将

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而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言论与行动却令人失望。专家们认为国际

社会对我国战胜疫情的信心不会被撼动。

北京时间 1 月 31 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列为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同时强调，世卫组织不赞成甚至反对对中国采取旅行或

贸易禁令，相信中方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

疫情发生以来，多国领导人积极评价并支持中国抗击疫情。然而，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

表现却有悖守望相助的国际准则。先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称“中国发生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

业回流美国”，后有美国、意大利相继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世卫组织的决定出于何种

考虑，传达出怎样的积极信号，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言行又如何严重失当？本报记者就此采

访了经济、贸易、公共卫生等领域专家。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夏彦恺

世卫组织决定并非针对中国

自《国际卫生条例（2005）》发布至今，世界卫生组织已是第 6 次宣布有关疫情为

PHEIC。这并非针对中国，而是一种常规做法。

认定某种疫情为 PHEIC，根本目的是为动员更多国际资源应对疫情，遏制病毒蔓延，尤其

是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持，帮助其积极监测，及早对病患实施甄别、隔离、治疗，最终达到

防控目的。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从中可看到对中国疫情应对的大量积极评价。

世卫组织正面肯定了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和高效应对，特别是在速度和效率、信息公开、控制

策略等方面，认为“中国为抗击疫情所作的努力值得尊重和赞赏，值得学习致敬”，中国采取

的很多防控措施“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标杆”。由此可见，世卫组织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

力充满信心，疫情防控方面的中国措施和中国方案将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世卫组织的决定，本身就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想借此次疫情阻断对华交流的有力回击。谭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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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塞指出，此次决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那些卫生系统脆弱的国家加强疫情应对，更好地保护

公共卫生能力较弱且准备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基于此，他专门强调，世卫组织不赞成甚至反对

对中国采取旅行或贸易禁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公共卫生防控能力的肯定与信

任。

此次疫情被列为 PHEIC 之后，我国可以得到广泛的物资和技术支援，全球对疫苗、疗法

和诊断方法的研发也将提速。同时，有助于遏制恐慌，有效对抗谣言和虚假信息，提升大众自

我防护意识。这些都将对疫情防控产生积极影响。

还须注意的是，PHEIC 状态是可以随着疫情控制情况发生变化的，并有可能随时提前终止。

3 个月后将是关键的时间窗口期，该状态有可能在复核中被修改或取消。因此，我们应该客观

看待这一决定，坚定信心，积极应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 王灵桂

无法撼动中国经济光明前景

世界卫生组织的此项决定引发广泛关注。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此有着正确判断。柬埔寨

首相洪森就曾表示坚定支持中国。他指出，柬埔寨人民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抗击疫情。

柬埔寨政府决定不限制飞来柬埔寨的中国航班，也不会劝在中国留学的柬埔寨学生回国。而美

国商务部长罗斯却把中国疫情视为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机会”，无视世界各国是一个命运

共同体的基本事实。此后，美国、意大利又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一行动与世卫组织“不

赞成甚至反对对中国采取旅行或贸易禁令”的倡导背道而驰，令人遗憾。

公道自在人心。综合国外智库及媒体的反映看，国际共识是清晰的：此次疫情难以撼动中

国经济基础，也难以改变中国经济光明前景。主流声音认为，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

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可防可控，属于正常影响范围。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暂的。多数国外智库对此次暴发的疫情认知较为客观，认为此

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只有短暂的负面影响，此后经济增长会出现反弹。如美国马可波罗智库 1 月

29 日指出：“对现有数据的仔细分析表明，担忧可能被夸大了。如果当前的形势保持稳定，且

疫情控制措施在未来两到三周内有效，那么人们的担忧可能会减弱，其对经济的影响也将降至

最低。”

疫情难以改变中国经济对投资的吸引力。海外普遍认为，一是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完全有

能力应对暂时的困难。如美国马可波罗智库在 1 月 29 日的报告中指出，疫情的影响带有一定

的结构性，对中国的出口和服务业影响较大，但对网络等虚拟空间的经济活动存在正向影响。

美国财富管理公司 1 月 26 日表示：“除非病毒大幅扩散，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否则目前它不

应主导任何人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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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有助于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国外智库媒体认为，在中国政府的强力动员和科学组织下，

人们已经走出了最初的慌乱和惊恐。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中国自然会发现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

同时也为改善经济结构、加速经济转型创造了条件和氛围。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 1 月 29

日发表报告指出：“面对此次疫情蔓延，中国政府的反应比‘非典’暴发时更为迅速和透明；

展望未来，中共领导层可能会在后续工作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认可中国应对疫情的成效。海外舆论对我国疫情应对成效普遍认可。1 月 28 日，挪威发展

与环境研究中心发表报告认为：“事实上，中国不仅开发了一种诊断测试方法，而且还提供了

有关这种疾病的大量临床信息，展示了中国日益增长的科学实力……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华中科技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院 方鹏骞 闵锐 王一琳

与国际社会共克时艰、共同发展

此次疫情被列为 PHEIC，将为疫情防控带来诸多帮助，是推动全球卫生治理合作的一次重

要契机。拉响疫情警报，有助于疫情全球防控，提升各国政府的重视程度和国际间卫生合作，

便于动员更多更广的外部力量帮助中国应对疫情，与国际社会共克时艰、共同发展。通过全球

卫生合作和技术支持，有望促成多国专家团队针对病毒溯源、传播及管控等展开科学研判，推

动诊断试剂、治疗剂研发，有利于加速疫苗开发、完善检测技术，尽快将研究成果用于疫情控制，

也有利于募集和分配更多的国际医用援助物资缓解疫区物资匮乏状态。同时，全球学者的参与

有助于更加详细和更大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从而进一步抑制疫情的发展趋势。

然而，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片面理解世卫组织决定，无视中国政府釆取的强有力的疫情防

控措施与阶段性成效。这些国家所釆取的旅行限制等措施并无必要，实际上，这种限制不利于

全球疫情监测和国际卫生支持，也不利于相关国家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病研究成果与数据的

分享与合作。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应对疫情的决心、努力与高效行动有目共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发布会上表述得很清楚：中方始终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发布信息，快速识别病毒并分享

基因序列，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控制疫情传播，体现的不仅是对本国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

更是对全球疾病防控的大力支持。他相信中方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

对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积极应对：加强疫情监测与管控，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控制疫情

蔓延，完善我国卫生应急体系和信息披露机制；加强与世卫组织的协调，强化全球多边和双边

卫生合作，促使国际社会对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持续支持、广泛理解；做好现场调查与研究，针

对病毒溯源、疫情的流行病学特点等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鼓励并支持国内健康产业针对疫情防

治开展医药产品自主创新、研发、生产，在试验、审批、投产等各环节开辟绿色通道，尽快将

研究成果用于疫情控制。

中国现代产业链的竞争力依然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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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刘志彪

中国现代产业链的竞争力依然过硬

世卫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列为 PHEIC，是要求先观察 3 个月，3 个月

内若疫情消失便会自动解除警报。因此，这一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局部的。我们

看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全面打响，全国人民

都有效动员起来了，各方力量汇聚，形成强大合力。只要严格落实中央部署，救治和隔离等措

施切实有效，在较短时间内打赢这场硬仗是意料之中的。

世卫组织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与中国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考虑，有利于

全球各国高度重视、协同控防，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流动中的传染，最快地控制住疫情蔓延。

必须看到，世卫组织的决定是针对疫情本身。而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行为，则将公共卫

生事件扩大化，提高了应对等级，不符合国际道义，也不符合当前团结合作、共同防控疫情的

国际大局。

美国此举无法撼动国际社会对中国战胜疫情、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

以真正离开中国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完整、高性价比的供应链，疫情

无法摧毁其供应能力和长期积累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只要隔离控制有效，生产很快可以恢复，

中国现代产业链的竞争力依然过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明

客观看待，不必为此自乱阵脚

虽然世卫组织将此次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也呼吁不要对中国实施

贸易与人员流动的限制措施。然而，美国与意大利等国很快相继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实为过度反应，背离了世卫组织总干事的呼吁。

世卫组织的这一决定是为了全球疫情防控，我们要客观看待，不必为此自乱阵脚。考虑到

我国政府目前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等方面仍有较大政策空间，即使面对此次疫

情影响，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也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当前最主要的应对措施，仍是尽快控制

国内疫情，避免其进一步升级蔓延。此外，应加强与国外政府、媒体及国际组织的沟通，提高

沟通频率与透明度，以进一步提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信心。疫情定会平息，中国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不会受到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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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保供物品零售环节
风险防范建议

杨平宇   潘红虹①

在当前全市上下一心抗战新型冠状病毒的非常时期，保供稳价成为保障居民生活、维护城

市安全运行的一道底线屏障。特殊时期，与一般的菜场相比，能够进行一站式购物的大型超市

和家门口的社区菜店，成为更多居民购买日常食品及生活用品的最佳选择。非常时期的保供工

作，既要保障充分供应，更要加强风险防护意识，让保供物品能够安全、方便的达到居民家中、

桌上。

一、当前保供物品零售环节存在的主要风险

大型超市作为保障城市居民生活需求的流通主渠道，在保供稳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

前春节采购高峰期已过，大型超市虽然相对来说人流较往常要少，由于消费者对生鲜品和其他

日常必备品的刚性需求，仍然会出现人流拥挤情况，造成较大的风险隐患。

笔者走访了市内沃尔玛、永辉、人本、联华等多家大型超市，以及一些社区菜店超市，发

现基本上超市内菜品充足，物价稳定。但存在以下几个风险点：

（一）人流拥挤易造成交叉感染

由于民众的恐慌性抢购，仍然在部分网点存在阶段性“断货”。比如一些超市出现当天青

菜空柜、面粉空柜，盐脱销等情况，因此会造成第二天上午顾客拥挤抢购状况。

（二）便捷设施易造成病毒传递

大型超市平日主打方便、快捷的一些辅助设施，也成为有可能导致消费者交叉感染的风险

点。虽然消费者都能做到戴口罩，但是在手推车交叉重复使用、自助结账屏幕多人反复触屏等

方面存在较大的大客流间接接触风险。称重台由于反复接触多个顾客的商品，也成为风险点之

一。

（三）空间密闭不利于空气流通

笔者通过走访，发现有的大型超市开在地下负一层，空气不流通；有的大型超市与酒店毗邻，

消费者群体结构较为复杂；有的大型超市由于所在商场设施陈旧，没有装新风系统，中央空调

① 杨平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潘红虹，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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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风系统也存在交叉感染可能。

（四）熟食品加工难以病毒防控

超市熟食加工环节防疫环节多，操作难度大，极易造成病毒传染。此外，部分超市仍有试

吃业务，加剧了传染风险。

（五）社区生鲜门店小店大客流现象明显

社区生鲜门店一般位于社区沿街商铺，方便居民就近购买。尤其现在是非常时期，有选择

的居民都会选择到社区生鲜门店，主动避开大卖场密集人流。由于春节期间部分社区生鲜门店

停止营业，造成了社区生鲜门店人流加大，小店大客流现象明显。社区生鲜门店与大型超市生

鲜区相比，具有店面面积较小、卫生环境相对较差、经营人员防疫意识和能力较弱等问题。因此，

特殊时期，社区菜店相对大型超市风险点类似，但更易造成病毒交叉感染，应是当前防控重点。

二、建议

（一）加强社区末端供应，减少人流集聚购物隐患

1. 发动全市商贸流通企业力量，在大型社区设立小型流动生鲜摊点。重点供应居民生活所

需的蔬菜、水果、肉类及米面粮油等物品。这也是展示商品供应充足的有效方式。

2. 进一步发挥社区生鲜门店作用，保证生鲜食品供应。可参考厦门等地做法，开通门店微

信公众号，在线下单、门店取货，减少顾客在门店停留时间。

3. 利用小区智能取货柜资源，试点自助买菜。鼓励生鲜食品公司把已有的智能取货柜资源

改造为开放式自动货架，作为小区居民买菜的补充渠道。可按照三口之家或五口之家的标准，

设定一日份菜单套餐，用透明袋子封好并贴好二维码，居民可自助支付后带走。

（二）加强大型超市和社区生鲜店的疫情防控，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1. 大型超市须配备必要的防疫设施和设置明显的防疫标识。超市应设置测量体温点，消毒

公示牌、临时隔离区和其他宣传设施，并加以显著标识。

2. 所有超市须严格执行进入人员的防疫检测。要求进入超市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并对所有

进入人员逐一进行体温检测，发现体温异常者立即上报，如遇发烧情况，安排专门车辆将之送

往发热门诊。

3. 超市须加强高风险区域消毒工作。对肉类、冷冻品、水产品、豆制品等高风险食品的经

营场所，每天必须定期定时的彻底消毒两次以上。建议在疫情解除前，停止超市熟食制品的供应，

和食品试吃业务；停止使用自助结账屏等自助工具；避免消毒前手推车交叉重复使用。

4. 加强超市生鲜品的防疫监察。政府相关部门围绕白条禽等肉类产品销售是否有合格检疫

检测票证、商超水产销售宰杀区域是否做到即杀即冲洗、是否按规范要求喷洒消毒等检查重点，

做到全市超市每日巡察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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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挥民企防疫快速反应能力
吴跃农①

2020 年的春节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进入防控疫情非常状态的中

国，正在举全国之力“与时间赛跑”，展现出中国人民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在这场全民“战

役”中，每个人有着不同的责任，履行好这份责任是我们制胜的关键。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

逾越，没有一场疫情不可战胜。本报评论部特开设众志成城战胜“新冠”系列评论，敬请读者

关注。

1 月 30 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被 WHO 列入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对中国尤其是

民营企业的外贸、国际商品市场的进入以及民营企业“走出去”会产生即时性影响，人员和物

资进出的通道会被相继暂时关闭，也会影响国际性企业的“走进来”，会使国际资本采取观望

态度，也会在节后复市的沪深股市反映出来，总之，会令我国包括民营企业暂时处于一定的与

全球经济关系脱节的“孤悬”状态。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经济形势，我们必须要保持定力，沉着应对，蓄力发奋。笔者以为，

主要对策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是严格冷静控制、收缩疫情在湖北一地，决不使其向周边失控蔓延。从现在中央和各地

方的果断举措来看，封闭武汉及湖北疫源区，坚决阻断传播第一链，其他省市区群防死守隔离

围堵疫情发生点、打歼灭战的举措，应该讲是有效的、积极的。只要沉着严守，积极收治，用

降伏冠状病毒的数据说话，国际上某些国家的过激性反应动作自然会渐渐消除，中国的全球化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人员来往、资本进入等会很好地恢复，并实现补偿性增强。

二是在严格管控疫情的情况下，绝不夸大其它省市区的疫情。依靠人民群众，广泛积极动员，

尤其是工商联系统及基层、行业商协会组织，要协同党和政府及街道社区多做稳定人心的工作，

在政治上积极引导，进一步增加“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

消除消极思想情绪的无序渲染和矫正一些慌乱做法，促进民营企业安全稳妥有序恢复节后生产。

只要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等人口和生产活动的高集聚、高流动、高风险区能够稳定住、

坚挺向前，民营企业能够尽快进入正常生产，武汉及湖北一域对整个中国经济运转和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奋发力的影响可以降低至最低。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

积极发挥民企防疫快速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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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采取一定的生产性“弥补”措施。节后及疫情稳定后要补回受疫情损失的一些制造业、

服务业的工作时间，这个举国上下都是能够理解的，但还是要通过工商联和商协会组织积极协

调民营企业关系方，妥善处理好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利益，做好引导协调工作，相信这不会是太

难的事。

四是对突发事件中物资供应、服务需求的爆炸性“刚需”增量有清醒认识，并建立企业的

快速反应机制。在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的作用下，进一步积极推进市场化、国际化的资源配

置和市场快速反应，确保供需平衡，要在体制机制上促进我国医疗防护行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

生产和供应链提前动作和建设性发展。工商联要积极引导、靠前服务，促进民营企业在突发事

件中不仅仅是捐献，更要生产转型提高应对，无论是突击建设医院，还是突击提供物资，民营

企业都是介入突发事件的解决方，积功于平常，修业于长远，广大民营企业要更加提高突发事

件的应对水平和生产、供应链反应速度，确保满足突发事件的物资、服务的“刚需”。

五是要通过促进基层、行业商协会的改革，发挥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主动作为。商协会

作为联系企业、政府和市场、社会的重要主体，在协助国家应急体制快速反应，特别是地方政

府应急体制的纵横上下信息畅通与工作协调有着积极作用，同时，要对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民

营企业产业链上的相关问题和商协会处理问题的短板加以克服和纠正。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只要社会各界积极有为，积极

协助党和政府做好相关工作，就一定会通过此役促进形成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提升的崭新局

面，就一定能够化解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危机，促进中国经济战胜险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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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如何解决中小企业招工难？
吴  杲①

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的要求，人社部于近期出台的两个通知要求，暂停现场招聘活动，

改为线上组织或延期举行。提出：（1）“要调整优化一季度就业服务活动，有针对地向劳动

者发布节后企业开工信息，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流动。要组织各级各类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常态化开展线上招聘……”。（2）“各地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在疫情防控

期间均改为网上组织或延期举行，暂停组织线下现场报名、笔试、面试活动，以减少人员聚集

交叉感染风险。相关调整事项要及时以适当形式告知考生并向社会公告。如确属工作急需组织

公开招聘的，应落实卫生防疫要求，尽量采用电话、视频、互联网等非现场接触方式办理有关

事项，相关体检、考察活动可延后开展。”

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出台政策，明确暂停现场招聘活动。这意味着，在复工后的相当

一段时间里，全国的企业都需要积极调整招聘方式，应时而变。我们预计，对许多劳动密集型

企业、中小微企业，招聘方面的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产生紧急招聘需求。有些企业有大量员工来自疫区，因防控需要，这些员工不能准时到

岗复工，但企业常规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停滞，导致企业产生紧急用工需求。或者企业原本采

用劳务派遣 / 劳务外包，但派遣公司 / 外包公司因疫情不能提供符合要求的员工 / 劳务，导致

企业产生紧急用工需求。

2. 常规招聘活动无法按计划的时间、地点实施。许多企业年后安排了春季校园招聘的计划，

至少近期的计划都面临取消。有些企业原本计划赴某疫区地开展招聘活动，现在必须调整计划，

重选目的地。

3. 高度依赖现场的招聘活动无法实施。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大量基础性岗位，传统上高

度依赖现场招聘，在疫情防控期间，显然无以为继。

4. 一些群体不适应线上招聘。典型的是农民工群体。中国农民工群体习惯的求职应聘方式

主要是熟人介绍和现场招聘等，线上招聘对他们非常陌生。

5. 负责招聘的相关工作人员不能就位。有些企业负责招聘工作的 HR、部门负责人或外聘

专家不能正常到岗，导致招聘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① 吴杲，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疫情之下如何解决中小企业招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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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负责招聘的相关工作人员不熟悉网络招聘，缺乏在线招聘网络资源，或者不能正确、有

效地使用在线招聘工具。

7. 现有的在线招聘网站、电子化测评工具无法实现对某些特定指标的评价。比如，入职必

须的体检是无法通过在线完成的；一些操作能力测验也无法在线施测；包括中高管的某些管理

能力，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电子化测评手段。

由于疫情防控存在不确定性，在疫情防控期间，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微企业，我们

提出以下建议：

1. 首先，HR 需要跟企业负责人积极沟通，在明确企业疫情防控期间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

的基础上调整招聘活动；

2.HR 需要盘点人力资源，摸底排查可能受疫情影响的人员，进行用工缺口的预先估计；

对预期能够准时到岗的员工（无论在编人员、还是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人员），要及时联系

确认返岗情况，必要时安排异地员工提前返回工作地开展居家隔离，以减少正式复工后的隔离

期，尽快复工；

3.HR 需要重新审视招聘需求，按照紧迫性和重要性对岗位需求进行排序，优先处理疫情

防控期内紧急且重要的招聘需求，制定紧急招聘计划；

4.HR 需要盘点招聘资源，包括企业内能够开展招聘活动的人员和时间安排、可利用的招

聘网站和电子化测评工具，或者紧急联络靠谱的在线招聘和测评服务提供商；

5. 通过 HR 的在线职业社区 / 群求教同行并快速掌握在线招聘的资源和工作技能；

6. 尽量在当地寻找、发掘候选人，避免跨地区流动带来的防控风险；考虑对当地的异地就

业者和闲散劳动力的临时雇佣和灵活雇佣；

7. 对制造业、服务业的基础岗位招聘，要想办法把农民工所习惯的熟人推荐的招聘方式引

导到网络上，充分发掘农民工的社交群体（老乡 / 同事 / 朋友等）的招聘潜力，通过在线寻找

工头 / 民工意见领袖、推荐奖金等形式，初步锁定潜在求职者；

8. 对制造业、服务业的基础岗位招聘，传统的招聘网站使用效果不佳，结合农民工的信息

检索和新媒体使用习惯，考虑微信、QQ、抖音等他们熟悉的 APP 开展招聘；

9. 设计合适的在线申请表单工具，供求职者填写，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基础岗位，在线申

请表务必简单易懂；

10. 选择行为式 / 情景式面试作为主要的在线测评手段，为不同岗位需求设计合适的面试问

题，开展视频面试。

为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防控难关，从招聘角度，我们向政府和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提出

以下建议：

1. 建议政府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建设健全省、市、区级在线人才市场，建议提供人力资

源服务，特别是招聘服务的专业公司，完善各类招聘网站，为企业在线招聘提供支持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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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政府牵头，组织中国电信、移动、联通等通讯公司，为求职者，特别是农民工提供

求职专属流量包，方便求职者求职，特别是引导农民工求职行为习惯的改变；

3. 建议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特别是招聘服务的专业公司，在特殊时期下调各类费用，降低

进入门槛，方便更多企业在特殊时期能够应用招聘网站和在线测评工具，同时也是为本企业吸

纳和培养潜在客户；

4. 建议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特别是招聘服务的专业公司，通过 HR 的在线职业社区 / 群辅

导企业 HR 尽快熟悉在线招聘工具的使用；

5. 建议政府组织收集本地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特别是疫情防控相关和民生相关

企业的招聘需求，通过网格化工作摸底本地闲散劳动力，引导当地就业，确保上述企业的用工

需求能够得到及时满足；

6. 建议政府通过大数据，向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在线社群定向推送就业信息；

7. 对于因疫情防控暂时不能正常就业的人群，政府需要组织社区和公共服务机构，在可能

的范围内开展技能培训。

疫情之下如何解决中小企业招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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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中央部委支持企业政策举措解读

吴跃农①

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

要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并就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作出安

排部署。

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全国动员起来，

各省医护人员和解放军医护将士迅速奔赴武汉、湖北各市阻击疫情战斗第一线，民营企业及商

协会同心同行，积极投入此场战役，捐资捐物，相关生产企业在春节期间紧急开工，突击生产

防护医疗物资并运往湖北。广大民企元宵节后陆续进入开工生产，中央部委在 2 月 5 日前后都

出台了相关支持企业生产的政策举措，这些政策举措出发点就是要确保稳妥处理好防疫和生产

相互关系，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在防疫中恢复生产，在生产中增强防疫，使企业生产稳步向前。

中央部委出台支持企业生产政策举措涉及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个方面：减征企业税费、个人所得税及疫情防护物资产品进口税及降低企业损失的政

策举措，主要文件是：1，《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20 年第 11 号；2，《关于支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3，《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9 号；4，《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8 号；5，《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

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6 号；6，《商务部办公厅关

于帮助外贸企业应对疫情克服困难减少损失的通知》。

对减征企业税费、个人所得税及疫情防护物资产品进口税及降低企业损失的主要政策精神

解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因此，对与防控疫情相关的企业和作为，

要畅通生产环节和减免税费，对受疫情影响的行业、企业，给予回旋调整恢复追补时间，帮助

其降低损失：一是对疫情相关医疗器械、防控产品免征注册费，对相关药品免征药品注册费，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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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中央部委支持企业政策举措解读

并为提高交通保障，免征航空公司应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二是参加疫情防治工作医务人员和

防疫工作者及相关工作人员，规定标准下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及防护用品，免征个人所得

税；三是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现金

和物品以及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物品，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四是

省级及以上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

能新购置相关设备，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五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包括交通运输、

餐饮、住宿、旅游（指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四大类，2020 年度发生的亏损，

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8 年；六是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用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进口物资可免征进口税收；七是积极做好疫情应对工作，帮助企业维护合法权益、减少经济损

失，商务部指导纺织、轻工、五矿、食土、机电、医保等六家商会，全力做好出具不可抗力证明、

法律咨询、参展协调、供需对接等相关服务。

第二个方面：鼓励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恢复、突击生产以及打击防疫物资生产中的

价格违法、哄抬物价的政策举措，主要文件是：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

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 号；2，《关于组

织做好红外体温检测仪及配套零部件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肺炎机制医疗保障发

〔2020〕34 号。3，《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严厉打击口罩等防控物资生产领域价格

违法行为的紧急通知》国市监竞争〔2020〕24 号；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竞争〔2020〕21 号。

对鼓励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突击生产以及打击价格违法的主要政策精神解读：保证

医护物资供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供给侧发力，企业要积极主动抢在前面生产；二是供

应链、商贸业守法诚信维护市场秩序。这个两方面必须有效配合才能保持疫情非常时期的社会

稳定、人心稳定，因此，这两个方面的文件精神要放在一起领会把握，有利于企业依法突击生

产，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同时打击一时物资供需失衡引发的扰乱社会的违法行为。确保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口罩、抗病毒药品、消毒杀菌用品、相关医疗器械等防疫用品及时供应，

确保与群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粮油肉蛋菜奶等基本民生商品市场价格秩序稳定：一是各地政府要

迅速组织本地区生产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N95 口罩、医用护目镜、负压救护车、相关

药品等企业复工复产，有关企业要及时完成生产任务，确保物资符合相关安全标准；二是国务

院对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实施统一管理、统一调拨，省市区不得中途截留；三是加强口罩等

防控物资销售环节的价格监管，加强生产设备和原辅材料供应全链条价格行为监管，加大执法

力度，做到价格不涨、质量不降、供应不断；四是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防疫用品、民生商品

涨价信息。经营者有捏造或者散布的任意一项行为，即可认定构成哄抬价格违法行为，市场监

管部门发现经营者哄抬价格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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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优化企业服务特别是强化金融支持和对科技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的政策举措，

主要文件是：1，《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财金〔2020〕3 号；2，《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

知》；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行监管工作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相关安排的通知》；4，《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为各类科技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的通知》

国科火字〔2020〕38 号；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纳税缴费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税总函〔2020〕19 号；6，《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  市监注〔2020〕8 号；7，《关

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好质量认证相关工作的通知》市监认证〔2020〕

9 号；8，《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商标申请办理的通知》。

对优化企业服务特别是强化金融支持和对科技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的主要政策精神解读：

武汉、湖北防疫封城和外省围堵隔离疫情扩散必须是精准的，而不是无限放大的，不能自乱阵脚，

影响和过度延宕企业生产，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严控疫情和认真做好防范的前提下，维护正

常经济社会秩序，是有效应对重大疫情的重要保障，因此，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有效优质服

务，是非常必要及时的，一是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支持金融更好服务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对 2020 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在优惠利率信贷基础上，中央财政按

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的 50% 给予贴息。对已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冠肺炎的，

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地方各级财

政部门要会同有关方面在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优先给予支持。对于确无还款能力的小微企业，

为其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及时履行代偿义务，视疫情影响情况适当

延长追偿时限，符合核销条件的，按规定核销代偿损失。二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

市场利率平稳运行。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对生产、运输和销售应对疫情

使用的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医用护目镜、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负压救护车、消毒机、

84 消毒液、红外测温仪和相关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以及重要生活物资的骨干企业实行名单制

管理。人民银行通过专项再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对名单内的企业提

供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中央财政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予贴息支持。三是提高疫情期间

金融服务效率，对受疫情影响较大领域和地区的融资需求，要建立、启动快速审批通道，简化

业务流程，切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地区，要创新工作方式，采取在就近网

点办公、召开视频会议等方式尽快为企业办理审批放款等业务。四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火炬工

作相关流程，组织推荐针对疫情防控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为各类科技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

推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无纸化”，做到业务办理“不见面”。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

间、大学科技园等对在孵企业适当减免办公承租、实验、科研和生产用房的租金。五是加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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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的安全防护，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延长申报纳税期限，在 2020 年 2 月份

申报纳税期限延长后，办理仍有困难的，还可依法申请进一步延期。六是积极拓展“非接触式”

办税缴费服务，积极引导通过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自助办税终端等渠道办理税费业务，力

争实现 95% 以上的企业纳税人、缴费人网上申报，此类互联网技术措施也适用并更要提高运用

于证券市场和股市交易等。七是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全程通过网上办

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业务，推行办件寄递、自助打印等服务，尽可能减少人员接触。八是质量

认证要优化流程，控制风险，认证机构可根据疫情发展及认证企业实际情况，选择适宜方式完

成审核 / 工厂检查（包括初次认证审核 / 工厂检查、监督审核 / 检查、再认证审核等）相关程序，

待疫情解除后对相关结果予以评价确认或补充进行现场审核 / 工厂检查。对涉及口罩等疫情防

控物资的相关认证业务，应安排专门人员进行跟踪处理，全面做好技术服务，切实保障疫情防

控物资认证质量。九是优先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办理相关业务。商标注册申请、变更申请、

续展申请、转让申请等 24 项商标申请可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办理，同时已开通网上缴费功能。

第四个方面：稳定就业及推动企业劳动者线上培训的政策举措，主要文件是：1，《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

作的通知》；2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技能培

训的通知》发改办就业〔2020〕100 号。

对稳定就业及推动企业劳动者线上培训的主要政策精神解读：疫情防控是一场遭遇战，要

尽最大努力不使其对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及民营经济发展形成重大干扰。除疫源区外，其他

地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决胜全面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因此，包括民营企业在内，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想法。

民营企业是稳定就业、创造财富、提高收入的重要渠道，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做好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一是有力确保重点企业用工。对春节

期间（截至 2020 年 2 月 9 日）开工生产、配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给予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

生企业、重大工程，优先发布用工信息，通过本地挖潜、余缺调剂、组织见习、协调实习生等，

满足企业阶段性用工需求；二是做好返岗复工企业和劳动者的疫情防控，企业要做好卫生防疫、

检测仪器及药品配置等工作，改善劳动者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对因疫情导致劳动者暂不能返岗

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或退回劳务派遣用工；四是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就业，

将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放宽到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

目标，对参保职工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职工总数 20%；五是支持

企业开展在岗培训，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在确保防疫安全情况下，在停工期、恢复期组织职工参

加线下或线上职业培训的，可按规定纳入补贴类培训范围；六是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举措，暂

停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现场招聘活动，充分利用国家、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网开展就业服务，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中央部委支持企业政策举措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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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共享发布机制，利用互联网进行供需对接，实行网上面试、网上签约、

网上报到，引导用人单位适当延长招聘时间、推迟体检时间、推迟签约录取；七是依托“工业

和信息化技术技能人才网上学习平台”、“技能强国 - 全国产业工人技能学习平台”、“学习

强国”技能频道、“中国职业培训在线”、“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等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平台，对劳动者实行重点课程免费开放，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和单位网站公布大企业、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社会

培训机构等免费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单位名单和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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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与治理机制创新
刘志彪①

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聚焦的是“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的发

展问题。这个国家战略的目标是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和重塑经济地理格局，使长三角地区成为

全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成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

区，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那么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应该首先从哪里做起呢？答案是应该从鼓励和支持长三

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开始。主要理由是：

第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只有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才可以逐步把处于分割状态的“行

政区经济”聚合为开放型区域经济，把区域狭小规模市场演变为区域巨大规模市场。长三角地

区的加总经济规模虽然在全国各区域处于首位，而且由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购买力也不

能算小，但是就企业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所需要的现实市场规模来看，却不能算大。这是因为，

长三角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因省际行政关系的分割，该区域市场并不是统一市场，也不是一

个可以被企业高质量利用的一体化市场。不要说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即使在一个省的内部，

也存在着大量的市场非一体化现象。

第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只有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才可以据此转换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模式和机制。在过去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中，长三角地区对全球市场的利用是十

分积极而且充分的，但是对区域的、国内的市场利用却是非常不够的，尤其是江浙地区的制造业，

借助于全面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把大量的过剩产能都销售到了海外市场。在当今逆全球

化趋势下，国际市场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为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提供增长动力，未来必须主要利

用国内市场，因而培育和形成一个国内强大市场规模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只有通过

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手段和工具聚合起强大的区域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国内超级市场

规模，才有可能构建起类似于美国那种基于大国经济强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并在超级规

模的内需支撑下，通过企业间的竞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和企业规模，才能为实现基本现代化

而需要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机制。

第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只有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才可以据此虹吸全球先进的创新

要素，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实现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实现高质量发展。长三角过去的比较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与治理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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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是物美价廉的生产要素，利用其加工制造出口长期获取低附加值收入。由于进行国际代工

的产品都是由跨国公司事先已经研发和设计好的，代工厂家只需要按图纸生产制造就可以了，

因此代工企业并不掌握创新的技术和诀窍。现在长三角低价要素这个优势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

提高和外国企业的进入正在逐步地衰减。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崛起，它就是随着区域市场一体化

进程加快而日益壮大的国内市场规模。这种强大的区域统一市场或国内强大市场，既有利于促

进中国企业取得规模经济效应和国际产业竞争力，又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办企业，还有

利于中国企业利用自己的巨大需求把研发、设计等知识密集环节向国外企业发包，在这个过程

中学习外国企业的知识和技术。

第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只有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才可以使长三角地区突破分割治

理的传统模式 , 进入经济一体化协同治理的新阶段。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即在更广范围内实

现自由流动与组合，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竞争性配置，是市场一体化的核心和重要内容。

只有以劳动力为中心的生产要素实现了市场化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否则任何

所谓的一体化都是不完整的，都没有摆脱“分割式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属性。而且，所谓的“分

割治理”，其实主要就是对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进行行政限制。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区域发展

竞争，也主要体现在要素流动不充分条件下的高速度、高投入、低质量的经济发展。基于市场

一体化基础上的区域间协同式治理，就是要求各地以区域统一开放市场建设为目标，坚决破除

本位主义的思维定式，在统一规划管理、统筹土地管理、制定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创新

财税分享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统筹协调公共服务、联防共治生态环境等方面，合力

探索有利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

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难点在于实现市场一体化的治理机制创新和建设。在这方面

的认识差异很大。例如，对具有独立利益边界的长三角“行政区经济”的市场一体化问题，一

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必须加强对各行政主体一体化国家战略“一盘棋”意识的教育，必须通过

设置高一级的行政机构，或者通过行政机构的撤并，或者通过强化政府协调职能，才能进一步

推进。也有观点认为，只有通过竞争政策破除行政主体设置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行政壁垒，才

能强化市场主题的活力，才能进一步完善竞争关系，才能在开放中实现竞争协调的一体化。同时，

有更多的人认为，只有建设、完善和创新长三角区域治理机制，才是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中实现

市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其实，以行政手段解决“行政区经济”体制中遇到的行政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行政

手段真的有效，那么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何至于会土崩瓦解呢？如果行政合并总是有效的，那

么把沪苏浙皖合并起来，恢复原华东区的建制不就完了吗，国家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搞什么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呢？因此，重点是要寻求与市场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治理机制，想重

回旧体制，肯定是错误的，是没有前途的。

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把内生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政策作为

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一盘棋”的手段和机制。其一，竞争政策是保护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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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治化的治理机制，它保护竞争而不保护竞争者，有利于实现由市场竞争协调的市场一体化。

在统一的竞争政策协调下，所有各种针对市场主体的歧视性约束都取消了，竞争条件也公平和

均等了，对各种所有制、技术水平、企业规模、各个地区的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这样市场留

下的就是关于效率的竞争。谁效率低，谁就被无情地淘汰；谁效率高，谁就在市场上留下。这

样生存下来的企业就是真正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的优秀企业，也就真实地展现了高质量发

展的进程。其二，竞争政策是限定政府在市场中职能的法治化的治理机制。竞争政策不仅反对

行政垄断，从而有利于破除各种反市场一体化的行政力量，而且竞争政策主张清理和废除一切

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空间和领域，从而有利于界

定政府在市场中的职能和权力边界。政府干预导致市场非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力量，就是政府授

予市场中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权力。行政垄断排斥其他企业进入市场，强制对所

服务的企业收取高额费用，指定客户购买其产品或服务，这一系列的垄断行为都有损于社会福

利，有损于市场效率，因而反行政垄断就是鼓励市场一体化发展。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正从过

去遵守执行世界规则向参与制定和执行世界规则的地位转变，更要首先在国内实施严厉的竞争

政策。如果真正能够做到，那么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空间和领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

由于任何其他经济政策的出台，都必须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进行矫正和校对，任何违反竞争法的

经济政策都会打回去重新审理和制定，因此一切来自政府的这种超经济强制的力量，都会受到

竞争法的限制。其三，竞争政策是限制企业运用市场势力垄断市场的法治化的治理机制，它反

对企业运用各种攻击性、掠夺性的手段获取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破除各种反市场一体化的市

场势力。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创新、管理、广告、收购兼并等行为形成市场势力。市场

势力体现为垄断，但是不一定具有垄断能力就要被起诉。只有在具有市场势力且运用这种势力

攻击竞争对手，对竞争对手和客户造成实质性危害的企业，才会受到竞争法的指控。允许企业

形成市场势力是鼓励企业进行基于效率的竞争，不允许企业运用市场势力损害竞争者，是保护

市场公平竞争。竞争政策的这种协调效应，表明它是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基石。其四，竞争

政策是鼓励企业运用收购兼并实现市场一体化的法治化的治理机制，它可以作为宏观经济一体

化的微观基础手段和方法。很多通过政府强力干预的非一体化事务或者低效率现象，通过企业

的市场化运作，就可以轻松解决。例如，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政府冒着刺破金融泡沫和引起

经济波动的风险强力去干预，强制去产能，费力不讨好、成本高昂暂且不论，其实际效果也是

值得重新评估的。如果放开和鼓励行业内的优势企业去进行收购兼并，那么不仅可以很快消除

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可以借势成长起超大规模企业，从而在竞争中塑造出中国的跨国公司。有

时候，一个行业内的产能过剩问题，只需要行业内高效率企业并购后，开几个产业调整布局的

董事会就可以解决。正是因为收购兼并具有实现市场一体化的巨大功能，所以长三角区域市场

一体化要大力推进兼并收购活动，国家的竞争政策也要为今后全国各地实施一体化战略留下一

定的灵活操作的空间。

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与治理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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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复工复产的三条保障建议
吴跃农①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类生产企业开始复工复产。防疫抗疫十分重要，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企业复工生产同样重要，是维护正常经济社

会秩序的重要环节，是有效应对重大疫情的重要保障。当前，全国各地企业复工，态势积极，

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为此，我的建议如下：

坚决摒弃“一刀切”做法，保障企业员工及时到岗

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要积极担当，以负责任的态度和有效稳妥的

工作方法，处理好防疫与服务好企业生产的正向关系。各级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复工关系

到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我国制造业与全球产业链正常促进关系的基本要求，一定要认识到在防

疫中促进生产、在生产中增强防疫保障的辨证关系，全力支持、组织推动和服务好各类生产企

业复工复产。因此，要坚决摒弃简单粗放的“一刀切”做法，要彻底停止不管三七二十一以防

疫为名封堵企业劳动者返回企业所在地、阻止劳动者进入企业的消极做法，要沉下心来不怕繁

琐做认真细致的工作，对返工劳动者分类细致甄别，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采取认真积

极的疫情管控措施之下，采取疫源区、重发疫情焦点区人员劝返或短暂隔离观察，其他省市区

人员查明疫情轻重关系之后放行，促进、保障各地劳动者能够及时返回企业所在地、及时进入

工作岗位。

坚决促进物流业正常畅通，保障产业链不被阻断

企业生产是处于完整的行业矩阵和产业链之中的，是要靠物流业支持来无缝衔接的，是要

靠交通道路的运输畅通来确保生产原料和产品的及时进出的，这是企业的基本外部生产关系和

市场关系，因此，在当前各地普遍绷紧防疫之弦的情况之下，必须对物流业、对企业货运畅通

交通，在严格管控交通驾驶人员疫情的前提下，在确保驾驶人员身体健康的基本要求之下，坚

决迅速破除某些省市区、某些县市及某些乡镇基层各自为政的道路阻断、隔离行为，要保障物

流业交通运输的时刻畅通和纵横成网不断，确保各地工业园区、开发区等企业集聚区域的货运

进出无阻，24 小时绿灯明亮，同时要确保商贸业的正常进货运输，满足城镇生活之需，不因交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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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问题造成市场短缺和城镇需求侧的惊慌，影响社会秩序的正常稳定。

坚决建立防疫情企业生产机制，严密保障员工安全

对防控疫情，既不能传谣夸张自乱阵脚，也不能轻视放松心存侥幸。企业，特别是民营企

业要进一步弘扬“双关爱”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精神，做到安全复工、科学复工、精准复工，

严格安全防疫的生产管理制度，提高员工生产生活的良好环境条件，严格疫情防护工序，提高

安全防护标准，对企业管理人员、员工无差别实行卫生安全的严密保障，要配置好口罩、一次

性手套等基本防疫物资；要采取认真的防疫步骤，如人员进门先测体温，佩戴好防护物品；对

进出车辆进行消毒，对企业内部工作生产生活区域全面消杀毒；企业员工吃饭分餐分批，尽可

能减少近距离共处交相呼吸，视情况设置必要隔板隔离；总之，要建立防疫情企业生产机制，

使防疫的基本程序严格融入企业安全生产的日常规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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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病毒所“瑞德西韦”专利
申请合规合法吗？

王亚利①

新型冠状病毒防治工作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关于美国吉利德公

司“瑞德西韦”药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消息，主要包括：（一）1 月 31 日，权威医学期

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线发表了论文，介绍美国首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诊疗过程以

及临床表现，文章称，该患者在接受瑞德西韦静脉输注后，临床症状得到显著改善。（二）2

月 2 日，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网站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潜在有效药物瑞德西韦

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受理，该申请由吉利德公司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共同提出。（三）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 月 4 日发布消息称，该所已于 1 月 21 日就瑞德西韦抗 2019 新型

冠状病毒的用途申请了中国发明专利，还将通过 PCT 途径申请全球主要国家的专利。上述消

息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截至 2 月 8 日，涉及“瑞德西韦 + 专利”和“武汉病毒所 + 专利”的

百度搜索结果分别超过 1400 万条和 147 万条，微信原创文章超过 100 篇。

一、瑞德西韦药物研发及专利布局

（一）美国吉利德公司已就瑞德西韦药物申请多项专利

瑞德西韦（Remdesivir）由美国吉利德（Gilead）最早开发用于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的

感染治疗，是一种新型核苷酸类似物前药。瑞德西韦目前尚未在任何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专

利文献检索发现，自 2009 年以来，吉利德通过美国临时专利申请 61/047263，在美国、中国、

加拿大、日本、韩国等 37 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了超过 350 件专利。吉利德围绕化合物、组合物、

制备方法、晶型、治疗相关疾病（包括冠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等在全球进行了专利布局。

① 王亚利，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图 1吉利德公司瑞德西韦药物研发及专利布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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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利布局国家看，吉利德公司就瑞德西韦药物的化合物、组合物、晶型、制备方法和用

途等均在中国进行了专利申请。

1. 化合物中国专利申请情况

基于美国临时专利申请 61/047263 和 61/139449，以及 61/366609，吉利德公司 2009 年在

中国申请了“用于抗病毒治疗的 1’- 取代的 CARBA- 核苷类似物”的专利，专利涉及黄病毒

科病毒的化合物及登革热等病毒感染的治疗。2011 年申请了“用于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

方法和化合物”的专利，涉及用于治疗哺乳类动物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方法和化合物。2014 年

在中国申请了“用于抗病毒治疗的 1’- 取代的 CARBA- 核苷类似物”的专利，涉及黄病毒科

病毒的化合物及除登革热等病毒感染等外的塞卡病毒的治疗。2015 年在中国申请了“用于治疗

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和化合物”的专利，涉及治疗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和副流感病毒感

染的方法和核苷。其中，2009 年、2011 年和 2014 年申请的中国专利已经获得授权，这些专利

是瑞德西韦“基础专利”及“核心专利”。

2. 晶型及制备方法专利申请情况

基于 2016 年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 62/325,419，吉利德公司 2018 年在中国申请了“(S)-

2-(((S)-(((2R,3S,4R,5R)-5-(4- 氨基吡咯并 [2,1-f][1,2,4] 三嗪 -7- 基 )-5- 氰基 -3,4- 二羟基

四氢呋喃 -2- 基 ) 甲氧基 )( 苯氧基 ) 磷酰基 ) 氨基 ) 丙酸 -2- 乙基丁基酯的结晶形式”的专利，

涉及治疗沙粒病毒科、冠状病毒科、丝状病毒科、黄病毒科等病毒感染。基于美国临时专利申

请62/072331和62/105619，吉利德公司2015年在中国提交了“制备核糖核苷的方法”的专利申请，

涉及治疗埃博拉病毒、马尔堡和弯曲病毒的方法和核苷。

3. 组合物及医药用途专利申请情况

基于美国临时专利申请 62/219302 和 62/239696，吉利德公司 2015 年在中国提交“治疗丝

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2016 年提交了“治疗沙粒病毒科和冠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的专利申请，涉及治疗沙粒病毒和胡宁病毒的方法和核苷及其前药，尤其是冠状病毒科感染病

毒的治疗。吉利德公司在中国台湾申请了“用于治疗病毒感染之含 RNA 聚合酶抑制剂与环糊

精的组合物”的专利，涉及一种包含化合物 1 或其医药上可接受的盐、环糊精及视需要选用的

pH 调整剂组合物，该专利申请目前尚未进入中国大陆。

从公开文献看，吉利德公司对瑞德西韦这种药物的化合物及其治疗用途进行了比较全面的

专利布局。

（二）瑞德西韦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疗效还需临床试验

瑞德西韦曾对 MERS 和 SARS 病毒进行过少量的临床试验，但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疗效

尚不确定，其安全性、有效性还不明确。2 月 6 日，在科技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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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支持下，瑞德西韦在我国取得了临床试验审批，确定由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物研究所牵头，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临床试验，治疗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专利申请情况

武汉病毒所在武汉冠状病毒爆发后，2020 年 1 月 2 日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1

月 11 日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基因组序信息，1 月 21 日提交了“抗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用途”

的专利申请，1 月 22 日在《细胞研究》发表了瑞德西韦等药物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的论

文（2 月 4 日出版）。2 月 4 日在研究所网站发布“武汉病毒研究所申请瑞德西韦抗新型冠状

病毒的用途专利”的消息，消息发布引发社会热议，部分网民认为此举是“抢注专利”。网民

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有权申请专利？该专利申请能否被授权？武汉病毒

研究所此举是否能打破吉利德公司专利壁垒？根据我国专利法，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课题

组分析认为：

（一）申请专利行为本身是合规合法的

我国专利法及审查指南明确规定，化学产品的用途发明是基于发现产品新的性能，并利用

此性能而做出的发明，可以申请发明专利。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发现瑞德西韦在细胞水平上能

够有效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从而申请医药用途发明专利，法律上是允许的。我国专利制

度实行先申请制，不存在“抢注专利”之说。中美两国最新签署的经贸协议允许了药品专利申

请人在申请日之后补充实验数据，鼓励药品专利的发明人尽快提交专利申请。从实践来看，在

医药领域，针对药物的新用途申请专利，也是国际上一种常见的做法。

（二）该专利申请能否被授权还有待审查

申请专利并不意味着能得到授权。我国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申请需要经过国家知识产权

局的实质审查，经审查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且满足单一性、充分公开

等要求的，才能被授予专利权。目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专利申请文件尚未公开，无法判断其

是否能被授权。从吉利德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在先专利来看，“冠状病毒科病毒”相对于新型

冠状病毒来说，属于上位概念，吉利德专利申请文献中公开了其治疗的冠状病毒是由 SARS、

MERS、229E、NL63、OC43 和 HKU1 的冠状病毒科病毒引起的。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专利申请，

审查员在审查过程可能会结合其申请文本，综合治疗的新用途与已知用途的远近以及新用途所

带来的技术效果、新型冠状病毒的结构及特性等角度来判断，最终给出是否授予专利权的决定。

（三）此举对于打破专利壁垒、维护国家利益的价值不高

一是该专利申请授权前景并不乐观。即便获得授权，因瑞德西韦的化合物专利属于吉利德

公司所有，我国药企使用瑞德西韦的“新适用症”用途的专利仍需取得吉利德公司的许可。二

是疫情不等人，专利申请的审查周期较长。目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平均审查周期约为 22 个月，

待该专利申请授权后再与吉利德公司谈专利的交叉许可，已经失去了治病救人的时机。三是我



75

国专利法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在国家出现紧急状况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

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此制度能

够有效解决紧急状况下的专利药物实施许可问题。

总的来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具有一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其积极筛选抗病毒药物、及时

申请专利、试图打破国外公司专利壁垒的做法值得鼓励。

三、对我国药企的几点启示

（一）美国吉利德公司重视基础研发、高质量专利布局的做法值得借鉴。从专利检索结果看，

吉利德公司 10 年来一直围绕瑞德西韦类似物活性筛选、细胞水平应用以及临床实验等基础研

究不断筛选化合物开发新用途，其基础研发的专注性值得我国研究团队借鉴；吉利德公司围绕

在研药物瑞德西韦布局了一系列专利，对其化合物、组合物、制备方法、晶型和用途等形成了

全方位保护，专利布局意识强、战略规划能力高、布局思路清晰，其专利布局做法值得我国企

业学习借鉴。

（二）我国抗病毒药物的基础研发能力有待提升。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战役中，

我国研究机构进行药物筛选的目标药物多为国外原研的化学和生物药，一定程度说明了我国化

学和生物药的基础研发能力相对较弱、核心技术掌握少，需要进一步加大医药基础研发投入，

提升研发能力。同时，还需要加大对中医药有效成分、复方新药等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中药

的创新与传承。鼓励创新主体在研究筛选药物时，从不同原理入手，从中西医结合研究筛选自

主可控的药物，构建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临床实验到药品生产的完整医药产业链条。

（三）全社会知识产权认知度有待提高。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的消息看，其申请专利的

行为合法合规，但消息表述不够全面准确，故而引起很多质疑；从新闻报道看，一些媒体在报

道中使用了“抢注专利”等不当描述，说明媒体对专利制度的理解还不够准确，容易引发公众

误解；从社会反响看，公众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能不能申请专利”等问题有不同看法，有的一

味贬低谩骂，有的过分拔高颂扬，说明很多人对专利的认知严重不足，不少专业机构对“药品

专利链接、专利期延长、优先权、临时专利申请”等药品相关知识产权专业知识匮乏，知识产

权普法宣传工作任重而道远，创新主体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武汉病毒所“瑞德西韦”专利申请合规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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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现乡村振兴
起着承上启下作用

于晓华①

2 月 5 日，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了，继续聚焦三农问题。文件明确指出，2020 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要完成上述两大目标任务，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必须攻克，全面小康在“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必

须补上。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第一个一百年，

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

也是确保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为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好基础的关键阶段。党的十九大从顶层设

计开始把“三农”问题定位为“乡村振兴”，事实上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也具体设定了三步目标：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之年，一号文件有很重要的现实和战

略意义。

“承上”意味着 2020 年要全面消除绝对贫困，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知道，

绝对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近日国务院扶贫办表示，我国将对 2019 年底全国未摘帽的 52 个贫

困县，以及贫困人口超过 1000 人和贫困发生率超过 10% 的共 1113 个贫困村进行挂牌督战，及

时解决制约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突出问题，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统一部署下，按照现有的政策力度，今年底之前全面消除绝

对贫困，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顺利达成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启下”意味着，今年的一号文件也在为乡村振兴基本建立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一号文

件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短板；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强化农

① 于晓华，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77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现乡村振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

村补短板保障措施。前两个部分对标第一个百年目标，对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最后的扫尾

工作和全面期末检查。后三个部分，从保障农产品供应、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

层治理，以及强化对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等角度，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民富、

农村美”的目标，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奋斗，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2019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了 99 万亿元，人均 GDP 突破了 1 万美元大关，达到了 10276 美元。2019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 60%。但是，“民以食为天”是一个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现实，在一个人

口接近 14 亿的大国，无论经济多么发展，农业还是国民经济基础；农村还是中国社会稳定发

展的“压舱石”；农业农村还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弱势和短板。“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还是要

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政策。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农业和农村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三农问题”面对着新的挑战：

农业工业化、农民收入非农化、以及农村老龄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

兴目标的实现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农业工业化是指种植业中化肥、农药、现代种子以及机械的大规模投入，以及畜牧

业的大规模集中生产和抗生素等的大量使用，农业生产效率在提高的时候，其生产对环境也造

成了很大的负担，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水资源、土壤以及空气的污染等问题。

第二，虽然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60%，但是还有大约 5.6 亿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还

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虽然现在国家大力推进土地流转，提高种植规模，由于制度和自

然条件限制，我国农业生产细碎化的特征还没有根本改变，这导致了农业经营收入占农民总收

入比重逐步下降。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了农民主要收入来源。2018 年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617 元，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分别为 5996 元和 5358 元。工资性收入超过了经营性收入，

这意味着，通过支持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效果会非常有限。

第三，虽然农村还有 40% 的常住人口，农村老龄化是农村最大的特征。这些老年人从文化

和经济上都很难融入城镇生活。由于机械服务等农业经营服务体的发展，农业生产本身受到的

影响有限。老龄社会最大的挑战是他们的养老问题。现有的养老金和养老设施覆盖是远远不够

的。如何制定政策，让农村老人实现“老有所养”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挑战，也是衡量一个国家

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

随着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正在迈向一个发达国家之路。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其三

农问题表现为所谓 3F 问题（Farm, Food, Future）：农场、食物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其核心就是

如何让农业保持活力、保障食物安全的同时，让农业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2020 年的一号文件对这些问题也有所涉及，但这些问题会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的主要政策问

题；面向未来，解决这些问题，是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

现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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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智能科技在抗疫一线的闯关作用
申斯春   蔡怀平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疾病目前还没有特效药，疫苗也需要 18 个月才能研发出来，可

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防控机制注入高新科技带来的新鲜血液，发挥红

外热像、机器人、AI 诊断等智能产品在安全复工中的“闯关”作用。

第一关：量体温

面对人流车流，传统筛检方法速度慢且近距离，而红外热像测温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成

了今年的春晚“太保”，武汉、北京等地已经在人群密集场所推广使用。红外热成像运用光电

技术检测物体热辐射的红外线特定波段信号，将该信号转换成可供人类视觉分辨的图像和图形，

并可进一步计算出温度值，使人类超越了视觉障碍。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就广泛应

用到医疗、森林防火、军事等多个领域。近 5 年来，随着光电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尤其

是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使热像仪的分辨能力、清晰度达到了临床需求的水平，成为国际上新的

研究热点。

今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事件，给红外热像体温测试仪生产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红外体温筛检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安全可靠，特别适合人流量大的地方筛检使用。其特点

是：（1）大面积检测，速度快，被检测人员无需停留；（2）可在 5 米以外远距离检测，避免

检查人员、仪器与被检人员接触造成的交叉感染；（3）测温精准，温度分辨率可达 0.01 度；（4）

直观可见，支持红外及可见光同时显示，克服场地、气候和光线制约，无论室内室外、白天晚

上、晴天或阴天都能作业；（5）连续录像，每秒钟成像 50 次，可存储追溯，有据可查；（6）

拥有报警自动抓拍等功能，适合大流量人群的环境下使用。

第二关：克感染

通行和治疗过程中极易感染，而机器人可以成为百毒不侵的钢铁战士，冲上了武汉疫区和

其它地方的危险岗位，肩负起人类不可完成的任务。

在抗疫前线上，形式各异的医疗服务机器人格外引人注意。人们见证了 AI 战士代替人类

的血肉之躯冲锋陷阵的场面，从而打破了之前人们对其实力的质疑。AI 医疗服务机器人能够进

① 申斯春、蔡怀平，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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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智能科技在抗疫一线的闯关作用

行病灶的自动检出、定位、弥漫性程度的多维分析并生成自动报告，能够像医务人员一样奔走

在各个病房中，看病问诊，能够弥补宝贵的医护人员的空缺。

应用场景之一：物流配送，给前线送枪炮。为了更好地实现机器人配送常态化，京东物流

正在从各地抽调配送机器人驰援武汉，近日京东物流在疫情核心区武汉已基本完成机器人配送

的地图采集和机器人测试。除武汉之外，京东物流在贵阳、呼和浩特等地的智能配送站也在正

常运营，配送机器人正在不断将抗击疫情所需的物资与用户订单安全可靠地送达。

应用场景之二：消毒清洁、送餐送药，在隔离房内当快递。目前已有上百个机器人被送到

武汉疫情前线，承担起送药、送餐进隔离区以及回收被服和医疗垃圾等工作，输送过程无人操作，

极大减少了医护人员进入隔离区的频次，起到较好的隔离保护作用。这些机器人具有无人驾驶

技术本领，可以自主识别读取地图，自己认路，记忆超强，不怕病毒，不怕劳累，能够迅速准

确地完成消毒清洁、送餐送药任务。

应用场景之三：无人导诊和配药，避免医患交叉感染。据报道，由中国移动和达闼科技捐

赠的 5G 云端智能医疗机器人，可在人流最密集的医院大厅导诊、宣传防疫知识，提升病区隔

离管控水平，帮助医护人员减少交叉感染。目前已应用于武汉协和、同济天佑等多家医院。驰

援武汉的无锡配药机器人能够自主学习配药和药瓶自动识别，同时具有配药误差补偿。

应用场景之四：搜集信息，进社区排查疫情。随着开工季的到来，城市中即将迎来大量返

工人员，抓紧时间进行排查工作刻不容缓，传统的挨家挨户逐个排查的方式显然不是好办法。

为了提升排查工作效率，很多社区探索用 AI 语音系统，借助人机对话的形式，在社区试点智

能排查工作。据报道，上海普陀区使用的语音机器人在 2 天时间内成功开展语音机器人防疫筛

查工作，该系统可在 5 分钟之内打出 200 个电话，通过语音机器人自动呼叫目标人群的电话，

可以与目标人进行多轮交互式会话，收集和确认信息，包括身份信息、近期活动区域、近期接

触人群、近期症状等信息。确认完信息后，语音机器人会自动对信息进行分类统计，每天快速

反馈统计结果。这样，以往需要 2、3 个小时人工打电话，加上统计表至少需要 3、4 个小时的

工作，而机器人在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效率大大提升。

第三关：识疫病

AI 辅助筛查及疫情智能监控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很多医生诊断经验不足，减少误诊

漏诊和疫情失控风险。

作为金标准的病毒核酸检测，虽然特异性高，但是敏感性较低、检测时间较长，目前往往

需要2-3天左右的时间，再加之核酸检测试剂盒质量标准存在差异，核酸检测稳定可靠性尚存疑，

大大耽误医生对患者的诊疗措施和疫情监控。

据报道，目前推想科技与武汉同济医院和深圳三院（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合作

研发的新冠肺炎 AI 辅助筛查及疫情智能监控系统，已正式在同济医院和深圳三院等 10 余家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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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上线，投入日常临床工作使用。医生在电脑终端浏览患者 CT 影像时，AI 系统智能提示当前

患者是否为可疑肺炎患者，并给与相应提示，协助促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工作的规范化、

流程的合理化以及诊疗效率与质量的提升，提高医院综合救治能力与医疗安全。

建议：

1. 要确立用高新技术战胜新疫情的防控方式，形成人员隔而不离、不滞，物资尽畅其流的

格局，从而为复工创造前提条件。

2. 要打破常规，创新招投标等政府采购渠道，催生红外热像、医疗服务机器人、AI 诊断等

新兴产业发展。据国际机器人联盟（IFR）统计数据测算，2018 年我国智能医疗机器人市场规

模达到 34 亿元，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智能医疗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元。但在巨大的市

场潜力面前，我国国内机器人市场，国产机器人仅占三成左右，且大部分以组装和代加工为主，

处于产业的中低端。

3. 千方百计让武汉疫区的 2 家红外热像工厂（华工科技和高德红外）及其它相关企业复工，

如果条件不允许，将其人员和设备转移到非疫区适合的地方生产，以解燃眉之急。

4. 加大 AI 研发力度，努力改变核心技术缺失状况。如目前国内急需的非致冷焦平面阵列

红外探测器技术，只有美英法等国掌握，属出口管制范畴，国内厂家的应用尚存在诸多限制。

5. 我国公开疫情数据，受到了全球相关人员的欢迎，同时还可以通过世卫组织等渠道引进

发达国家的人才和先进技术，形成全球医疗科技攻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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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态“口罩经济”考验政企双方
吴跃农①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之时，医护人员 N95 医用口罩等和百姓防范新冠肺炎口罩需求量之大，

打了口罩生产供应侧和市场配置一个“措手不及”，应对新冠肺炎凶猛攻势，全社会动员起来

隔离和围堵战斗，却“一罩难求”缺乏战斗武器，处于“七八个人一条枪”的窘迫状态，折射

出口罩类生产供应侧和市场配置存在问题。

湖北一家名叫稳健医疗的民营口罩专业生产企业，从最初的蛛丝马迹中捕捉、识别到新冠

肺炎疫情的社会危害性及与企业产品的关系性，预警意识极强，2019 年 12 月 20 日停止企业人

群集聚式会议，指令本部和各地分公司加紧生产发货，1 月 10 日距春节还有两周，即明确企业

所有口罩生产线春节不休息，突击生产口罩和发货，至 1 月 26 日生产了 1.089 亿只口罩（包括

N95 口罩、外科口罩和护理口罩），平均每天供货 286 万只。

我国是轻纺制造业大国，平时处于市场饱和的、不需要很高创新技术含量的传统轻纺产品

口罩，在突发事件时会瞬间成为“第一刚需”而供不应求，这说明很少有企业平时就有应对社

会突发需求的预案，突发事件来临可以即时启动应急生产。

生产企业首先要具备社会异动、与企业生产关联市场变化的敏感洞察力，而且所有企业平

时都必须有这个意识，要有这个准备，能够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积极预警状态，关键时刻

能够挺身而出，迅速形成生产力，抢先一拍快速扩张产能或新建产能。

“双强驱动”的“政府之手”作用体现在国家政策层面全力支持口罩生产，特别是医用口

罩的生产。2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以及工信部联合发文表明政府将为愿意生产医疗产

品的企业提供资金、生产场地、原材料和设备支持。

然而，事实上政策落地并不尽如人意，口罩产能释放、生产速度还是没有预想那样跟上来。

原因之一是企业抢时间非常态加速生产的“实质”遇到具体技术质量监管部门常态管理下不能

让他们迅速获得生产“资质”、产品难以进入市场的问题，这是“政府之手”在危难之际反应

缓慢的问题。因此，尽快解决生产企业的“资质”问题是关键，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平时就应该

有应对危机时的特殊处理机制，遇到危机就能迅速启动，帮助企业迅速形成有效生产。

中石化是国有企业，知道获取“资质”之难，采取的是把十一条生产线及化纤喷布料作为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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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寻找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合作生产的办法，中石化通过一定时间寻找撮合，才得以进

入实质性口罩生产。但这不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

口罩非常态经济学提供我们五点启示：

一是企业生产及生存发展还是要将市场信号放在第一位。“双强驱动”下，经济社会发展

长期规划的政策信号十分重要，企业按照政策导向安排调整产业方向和生产完全是可行的、正

确的。

但市场产品信号一定是快于相关政策信号及鼓励投入生产的具体举措，对于企业来说，待

相关政策明确信号后固然减少了风险，但企业的市场价值、社会责任和贡献作用则是滞后减弱

的。

二是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包含分享意识共赢精神。特别是在捕捉到非常经济市场信号时，

抢先行动值得嘉许，通过行业商协会或者其它相关渠道分享自己的独到判断，带领或启发更多

企业更快投入生产，则更值得嘉许，这个道德性的要求似乎有点高，但也是合理的，这是更具

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具优秀企业家家国情怀的大格局的。

因为口罩等非常态经济产品，不会是通常的先上马企业获暴利、众家跟随通过竞争平抑价

格的完全市场配置过程和价格从高向低的走向，国家一定会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包括限价），

不会让企业获得短缺产品价高者得的绝对利润。非常态经济市场刚需之大，不是哪几家企业能

够包揽的，企业只有在扩大生产或分享信息形成更广泛的合作、促进更多企业投入非常经济，

在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贡献社会的相对较好的扩大产能、新建产能的不薄产量

利润。

三是口罩制造产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超朝阳产业。口罩是基本装备，其市场刚需量是以

每天亿只为计算单位的。

中国国内市场需求量大约是 10 亿只一天、保守估计是 7 亿只一天。日本最新决定 3 月起

口罩月产量要增加一倍超过 6 亿只，说明当前国内企业对口罩生产的投入、释放产能和扩大产能、

新建产能还是很不够的，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抓住时机，满足国内和全球市场暴发式刚需。

四是口罩生产依然有着创新的充分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口罩虽然不是技术创新含量

很高的传统轻纺产品，但并不意味着口罩生产不需要以市场客户佩带的舒适度、安全度和满意

度为指令进行技术创新，创新依然有充分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比如，在产品类别上，可以有高中档产品和普及型产品之分；在口罩性能上，一般性、装

饰性口罩有转产为安全防护性的迫切性；在具体产品质量创新上，也有一个在保证安全性的前

提下原材料、设计、功能等如何创新的问题；在口罩形状设计上，还有一个不使长时间佩带者（特

别是医护人员）勒破皮肤的技术创新问题；如何解决戴近视镜者出气模糊镜片的问题。口罩的

一次性使用和多次性使用结合的内胆外壳制作上是不是有很大创新空间等等。

五是民营物流企业具备迅速供货全国、全球的能力，而要实现这种能力，还是要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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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政府及政策执行关系。这次口罩非常态经济，有些地方的供应严重短缺，也有“一刀切”

物流阻断的政策执行原因。现在民营物流业是发达的，要打赢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少不

了后勤运输保障，少不了民营物流业的高效运转。

政府部门政策既要听取相关企业意见建议更稳妥出台政策，也要改进政策执行方法，企业

及商协会和工商联，可与政府部门积极沟通，据理力争，拿出积极可行的实施方案，作出有利

于非常态经济正相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有效调整。

非常态“口罩经济”考验政企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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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保供两不误，做好春耕备耕工作
徐  鸣①

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已过，春耕备耕在即。农业生产也进入了春管春繁的重要季节。当

前正处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关键阶段，为防止疫情蔓延发展，许多地方采取了各种

隔离措施，给农业生产和春耕备耕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部门。在防疫过程中，农业又承担着农产品保供的重要任务，来不得半点马虎。因此，防疫不

能松懈，保供不能停顿，春耕不能耽搁，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着异常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农村防疫不能有丝毫松懈。这次疫情在武汉等中心城市率先爆发，而后随着春节返乡人流

逐渐向农村蔓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城乡普遍开展防疫工作。目前，农村

防疫工作总体是好的。各地农村以乡村为单位展开防疫工作，严格管控人员流动，利用农村广

播广泛做好防疫宣传，发放必要的防疫物资等，有效制止了新冠肺炎疫情向农村的大规模扩散。

从江苏情况来看，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中农村病例约占三分之一，有十多个县区至今没有发生

疫情。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密度相对低，居住分散不利于疫情传播，交通单一有利于防疫隔离。

但是，农村面广点多战线长，医疗卫生设施相对薄弱，防疫物资供应有所不足，一些基层党政

组织领导能力参差不齐，一旦出现农村防疫漏洞，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要谨防防疫工作“城

市紧、农村松”的现象，始终抓好农村防疫工作，让农村防疫“不留白”。

城市保供不能有丝毫停顿。这次疫情的新冠病毒是人类新发现的一种病毒，至今尚未出现

预防疫苗和有效的治疗药物，预防疫病的主要手段就是隔离，切断疫病源的传播途径。而采取

大规模的城乡隔离措施，最大的问题就是保证农产品的正常供应，维护城乡群众的正常生活。

到目前为止，全国没有发生突出的食物短缺和涨价现象。这充分说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各级党政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客观上讲，一方面，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社会与家庭

都有一定的食物储备；另一方面，学校放假、工厂停工、餐馆停业，整个社会的食物消费量有

所下降。据粗略估计，这一时期的蔬菜、肉类等农产品的消费量比正常情况减少了 30% 左右。

但是，春节过后，社会与家庭的储备食物都有减少；一些工厂逐渐复工，社会人口的活动量有

所增加，食物消费，尤其是各种农产品、农副产品的消耗量也会逐渐增多。因此，城乡食物保

供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必须从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等诸多环节着手，持续做好城乡居民

① 徐鸣，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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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供应，尤其保障防疫期间大中城市农产品的正常供给，确保城乡居民生活的不受影响。

春耕备耕不能有丝毫耽搁。农时不等人，过时错一季。今年全国农业生产开局良好。农业

农村部要求，2020 年全国粮食生产要确保谷物面积稳定在 14.2 亿亩以上，粮食总产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从江苏来看，今年夏季粮食播种面积比往年略微减少，蔬菜种植面积略微扩大，

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好的。但是，今年冬季气温偏高，一些大田越冬农作物长势偏旺；这几天温

度又陡然下降，淮北地区一些农作物遭受不同程度的冻害；而随着后期天气温度回升，部分前

期长势过旺的农作物将出现缺肥脱力状况，急需进行降渍、施肥等田间管理。蔬菜生产急需安

排茬口，畜牧生产急需抓紧春繁，水产养殖急需投放种苗，尤其是江苏传统的螃蟹、龙虾养殖

等都要在 3 ～ 4 月份做好各种生产准备。春耕备耕既涉及种苗、农用物资、农业机械等的调配

运输，也涵盖农业用工、农业技术人员的合理安排，这是夺取全年农业丰收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因此，要高度重视春耕备耕工作，在当前防疫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一手抓好农村防疫，一手抓

好春耕备耕，为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今年农业、农村工作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

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党中央及时调配湖北、武汉

领导班子，组织全国 19 个省市和解放军的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及武汉的防疫工作，形成了决战

武汉、决战湖北的良好态势。最近一个时期，除湖北、武汉之外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所减少，

治愈出院人数有所增加。但是，疫情并没有消失。全国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在数千人，确诊病例

累计在数万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有十多万人。按照中央的部署，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仍是当前第一位的任务。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很重要的是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但必要

的隔离措施又势必给农业生产和春耕备耕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这是一件难以两全其美的事情。

当前，各地在防疫中采取的各种隔离措施，客观上给一些农业生产企业造成了“产品销售难、

物流运输难、生产用工难”的现象；少数农业龙头企业因销售困难、生产难以为继，出现了资

金链断裂的危险，这在一些地方的家禽生产企业表现尤为明显。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对农业农村工作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在

思想认识中存在着两种不良情绪。一种是侥幸的情绪，认为本地远离湖北及武汉，尚未出现或

仅出现个别确诊病例，防疫任务不重要，严格的隔离措施会给生产生活带来不便，急于恢复农

村日常的生产生活；一种是恐慌的情绪，认为新冠肺炎非常可怕，一旦传染没有救治手段，不

顾一切阻断对外联系，不允许任何外地人员及车辆进入本村庄或社区，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

来诸多不便。这两种思想情绪的存在，既不利于防疫工作，也不利于农业生产，必须按照中央

的部署要求，消除各种不良情绪，一手抓好疫情防控，一手抓好农业农村工作。从当前来说，

在农业农村工作顺序上，第一是防疫，第二是保供，第三是农业生产。因为，只有疫情真正控

制了，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才有坚实的基础；必须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统筹兼顾，

精准施策，努力做好城市农产品保供、农村各项生产安排，安排好春耕备耕工作。从当前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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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工作重点是抓好三件大事：

01、因地制宜做好农村防疫工作

农村防疫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点之一，需要采取更加科学的举措、更加周密的部署，防止

疫情向广大农村扩散。全国各地农村的差异很大，面临疫情防控的态势也不一样，必须强调因

地制宜，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一切从实际出发抓好

防控。各地农村要坚决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大农村的防疫宣传，做好农村防疫物资供应，

开展农村日常卫生消毒，强化流动人口健康管理，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有力阻断疫情向农村

的蔓延。我们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无疫情达标村”活动。凡认真贯彻中央部署，防

疫工作措施有力，连续 15 天没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行政村标识为“无疫情达标村”。所有

行政村都是“无疫情达标村”的乡镇可以标识为“无疫情达标乡或镇”，所有乡镇都是“无疫

情达标乡镇”的县区可以标识为“无疫情达标县或区”。无疫情达标单位与无疫情达标单位之间，

可以有序进行人员、车辆、货物等的流动，逐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积小胜为大胜，努力取

得农村防疫工作的全胜。

02、精准施策做好城市保供工作

打好疫情防控的整体战，必须持续做好城市的农产品保供工作，维护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

农村是城市农产品供应的主要生产加工基地，在保障城市农产品供应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的严格要求，各地农村必须精准施策，掌握市场需求信息，统筹安排各种农

产品的生产与加工，重点保障大米、面粉、食用油、肉类、禽蛋、奶类、蔬菜等的供应，确保

城乡“米袋子”、“菜篮子”不出任何问题。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农业生产面临的“产品销售难”、“物

流运输难”、“生产用工难”现象，城市与农业生产基地之间要加强信息沟通，农产品销售采

取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办法，线上做到农村生产基地与城市社区达成直供，线下以超市、便利店

为依托保障城市居民的日常供应；物流运输提倡以厢型车、冷链车为主方式，跨区域运输便于

进行消毒处理；农业生产、加工企业用工以农村务工人员返乡为契机，就地安排本村、本乡镇

劳动力，保证农村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各地政府与农业主管部门在做好农业

生产管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关注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帮助他们克服各种困难，

渡过防疫期的难关。

03、千方百计做好春耕备耕工作

春耕备耕是一年一度农业生产的基础工作，春耕备耕工作做好了，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就有

了希望。各级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要针对今年疫情防控的形势，对开展春耕备耕工作及时做出

部署。首先，要加强大田越冬作物的管理。指导农民在疫情期间分时、分散下田，开沟降渍，

分类施肥，促进农作物均衡生长；要加强经济作物的田间管理，做好畜牧、家禽及水产的春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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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管；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早预留水稻秧田，为水稻生产打好基础。其次，要做好农

作物病虫害的预测防治工作。密切关注春季气候变化，防止出现渍害、冻害和干旱等自然灾害；

强化农业病虫害的监测，做好病虫草害的统防统治；及早制定小麦赤霉病等的防控预案，切实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再次，要做好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供应。针对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

需要，及早做好供需调配预案；要创新开展线上定货、线下配送模式，确保农资生产正常、运

输畅通、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满足农业生产需求。要加强农机具准备，保证春耕生产有充足

的农机具。疫情发展不确定，今年夏收期间全国能否继续实现跨区域调配收割机械仍未可知。

农机管理部门要有两手准备，保证做到丰产丰收。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农业农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夺

取疫情防控和农业农村工作的双胜利！

防疫保供两不误，做好春耕备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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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佛系”而是“对症下药”：应对
“新冠”疫情的新加坡措施

包  特①

近些天，随着国内疫情初步得到控制，很多国内网友都将注意力也部分转向了疫情在海外

的传播和相关国家的预防措施。在这中间，很多人注意到虽然新加坡和日本都出现了一些病例，

但两国政府并未采取严厉的类似“封城”、“停工”或禁止大型活动等应对措施。也有一些网

友将两国政府看起来相对“不紧不慢”的应对措施称为“佛系”应对，并对两国在未来是否会

遇到疫情大规模爆发，甚至回传到中国表示出忧虑。

由于我工作和居住在新加坡，每天能看到政府和各个组织和单位采取的措施或建议，以及

其实际执行情况，对于以上看法，我的感觉是总体过于悲观，且有很多地方误解了。新加坡政

府和机构的处理方式虽然和中国很多地方不同，但在态度上应该是毫无松懈，只是在战术上讲

求细节，重视对手；而在战略上保持处变不惊的心态，同时尽量平衡有着不同观点和偏好的民

众的意见和诉求。

首先，一个容易澄清的，广为流传的误解是，新加坡政府建议大众不要抢购医用口罩，是

因为觉得“不戴口罩也没有风险”。事实上，新加坡政府这样做的本意完全不是鼓励民众放松

警惕，而是希望大众不去抢购医用口罩，优先保障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供应。

关于新加坡防控措施的另一个误解是，新加坡政府在查出疫情的情况下还不叫停大型公众

活动，是对此无动于衷。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不强制叫停”和“不管”是两回事。以我了解

的信息，新加坡政府和管理机构对于自己可以直接管理的大型公众活动，确实是一概叫停的。

没有直接叫停的，都是民间或商业活动。而且对于这些活动，政府也都尽其所能告知了可能的

风险，并提出了停办的劝告。

除此之外，新加坡还动用了各种细致的微观管理手段，对可能的疫情传染途径进行了严格

的监控和管理。例如，对于每个从中国返回新加坡工作，持工作签证的员工强制放十四天假，

在家自我隔离，并且通过电话和家访等方式确保员工在这十四天里真的没有去上班，并对违反

的雇主和员工实行重罚。像这种既不封闭“开工”之路，又对潜在风险进行精细评估和严密监

① 包特，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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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方式，也许值得我国疫情不严重的城市参考借鉴。

新加坡这种管理方式的效果目前似乎正在显示，在一个医疗系统正常运转的城市，新冠的

致死率并不高，在新加坡，有很多轻症病人已经在良好照料下康复出院了。当然，世事无绝对，

人不是神，不可能有准确预知未来的能力。我无法排除在未来，也许病毒发生了可怕的变异了，

导致传染性和致死率在全球都大幅上升，以至于这种措施在事后看起来又不是最优了。但即便

如此，我也不会觉得新加坡现在做得是错的，或者不够好。甚至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有那样的

一天，给定这样大的市场需求，人类很可能会在两三年内制造出对应药物。这时候，要最终战

胜疫情，归根结底靠的也是强大和稳定的经济带来的购买力。

打个比方来说，我觉得新加坡防控疫情的思路，与其说是“佛系”思路，不如说是一种“中

医”思路：只要我的的肌体总体来说“营养”（经济）好，“免疫细胞”（医疗体系）运转正常，

且得到了优质充足的物质供应和休息，有一点感染，被它杀死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除了防控措施以外，新加坡还对于疫情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作了认真谨慎的预估和精细的

预案。政府除了在宏观层面提示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的风险，也特别注意识别受疫情影响较大，

和在疫情中格外脆弱的行业和人群，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补贴和支持。具体体现在：

第一， 对受疫情影响营业额下降的出租车等交通运输行业的司机提供直接的现金补贴，支

持司机的生活。并计划通过“应变与提升计划”帮助受冲击较大的旅游、航空、餐饮等行业的

企业代为雇佣或培训 33 万名员工。

第二， 为企业提供公积金补贴和年长者就业补贴，帮助企业减轻负担，也帮助收入稳定性

相对更加脆弱的老人稳定生活。为所有家庭提供一次性现金补贴，用以抵销消费税上涨带来的

生活成本上升。

第三， 为公民提供一次性职业技能培训补助，鼓励公民在疫情期间利用在家的时间多学习，

提高人力资本。

第四， 设立针对新冠病毒的专项医疗补贴。在公立医疗机构将普通门诊和呼吸道门诊隔开，

并将前来呼吸道门诊看病病人的诊费降低到 10 新币（50 人民币），确保没有人会因为经济原

因不来就诊。

当然，新加坡目前情况可控背后，也有一些独特的客观因素，比如天气，虽然不确定天热

是否真的能杀死病毒，但可以肯定的是，天冷时人特别是老人抵抗力低，是疫情肆虐的巨大帮凶。

再比如新加坡本来就是时刻面临若干致死性极强的热带流行病，如登革热的威胁。长期对抗这

些流行病提高了新加坡医疗系统和民众的适应性。因此，无论是将中国各个城市的情况简单类

比或套用到新加坡，或者反过来，可能都是不成立的。应对疫情的措施最重要的是随各地的疫

情和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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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降费抗疫：这次不一样
汪德华①

2 月 18 日的第 82 次国常会决定，今年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

政策，多措并举稳企业稳就业。20 日，相关部委明确了政策细节。此项政策，是应对新冠病毒

肺炎疫情冲击综合性扶持政策中的浓重一笔；与过去历次社保降费以及反危机宏观政策相比较，

也有其特殊性；如何落地生效也面临诸多挑战。

这次不一样

此次阶段性减免缓政策包括：从 2020 年 2 月起，湖北省可免征各类参保单位养老、失业、

工伤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期限不超过 5 个月；其他省份可根据受疫情影响情况和基金

承受能力，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期限不超过 5 个月，大型企业可

在不超过 3 个月内减半征收。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在 6 个月以上的，各省可

由省政府决策，减半征收医保单位缴费。除之外，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都可以申请缓缴不

超过 6 个月的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单位缴费。各项政策均主要针对企业，不包含机关事业

单位。

人社部匡算，养老、失业、工伤三项减免预计将达到 5000 亿以上；医保局初步匡算，最大

可为企业减征1500 亿。公积金和社保费的缓缴，也将对企业改善现金流帮助很大。用一个词概括，

这次的社保抗疫新政是“史无前例”，在中国没有，在国外也没有。

自 1998 年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实施社保费减免缓政策的主要是两次。第一次是 2008

年底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的“五缓四减”，五项社会保险都可申请缓缴，除养老保险外其

他四项社会保险均可视情况适度减免。该项政策最终执行到 2010 年底。第二次是 2015 年开始，

2019 年达到顶峰的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降费率政策。2003 年 SARS 疫情同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

严重的影响，但并没有出台社保费减免政策。

此次“史无前例”的社保抗疫新政，具有阶段性、力度大、针对性三大特点。

阶段性体现在：2008 年“五缓四减”政策实施长达两年，2019 年的降费率政策是制度性变

化而非短期对冲性政策，而此次的减免缓政策长则 6 个月，短则 3 个月。

力度大体现在：由于不涉及养老保险，2008 年降费率大约在 2 个点以下；2015-2019 年间

① 汪德华，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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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养老保险降费率就达到 4 个点；而本次部分免征三项社会保险的企业降费率将达到 20 个

点以上，仅享受减半征收的企业也将达到 12 个点以上。正是因为降费力度如此之大，短短几

个月的政策实施期就达到 6000 亿以上的减费效果，超过 2019 年的 4000 亿降费，且是在延续已

实施的制度性减费基础上的叠加效果。

针对性体现在：此次政策按照疫情影响程度，地区、企业类型不同，政策力度不同，且将

具体政策制定交给省级政府。新政对处在疫情严重湖北省的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

业给与了特别照顾，均是养老、工伤、失业三项保险全免 5 个月。而以往两次新政没有这类区

别对待。

效果

史无前例地出台力度如此之大的社保新政，显然是考虑到本次疫情冲击的独特性。一方面，

2003 年 SARS 疫情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几个省份，而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全

国各地。由于新冠病毒是流氓病毒，传播规律尚未摸透，全国各地已严防死守一个多月，复工

依然存在严重困难。一些调查表明，即使是疫情不严重的地区，春节假期已过去两周后的复工

率也仅在 20% 左右。另一方面，2003 年恰处在中国加入 WTO、住房制度改革之后的高速增长

周期的起步阶段；而今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企业效益下滑已延续多年。

新冠病毒具有传染性，企业经营停摆也具有传染性。在疫情冲击下，人员流动、物资供给、

物流都会受阻，企业即使想复工也面临重重困难。一家企业不能如期复工，在产业链日益复杂

的今天，也将影响其他企业的复工。企业不能按期复工，缺少收入将导致现金流发生困难；人

工、社保、租金等刚性成本还要支付；履约困难还可能会导致客户流失，影响未来发展。一句话，

疫情冲击已导致企业经营非常脆弱，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企业经营的好坏，连带的是就业，是民生。国家对此也高度重视，一方面是积极畅通物流

和交通，同步推进抗疫和复工，另一方面出台全方位的金融财税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金

融政策主要是维持企业现金流不断，降低企业资金成本。此次出台的社保费和公积金缓缴政策

同样有此类效果。在财税政策方面，扶持企业无非是减税、降费、发补贴等手段，最终都要影

响到综合财政收支平衡。

一些论者呼吁，为抵抗疫情的负面影响，今年应额外大幅增加赤字，最好能达到万亿规模

以刺激经济。但受 2019 年大规模减税的影响，当前一般公共财政已处在紧平衡状态，从这个

渠道扩大赤字或许空间不大。从宏观意义上看，此次超常规的 6000 亿以上的降费，其实也是

广义赤字或者说是综合赤字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一次突破常规、额外安排、力度颇大的财政

刺激政策。对此次疫情宏观冲击的影响已有很多估计，多数认为将影响全年经济增长 0.2-0.5

个百分点，也就是 5000 亿以下。此次额外安排的以 6000 亿降费为主体的赤字，如果财政乘数

能接近 1，从宏观上应当能够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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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降费为主体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很精准。采取一般性的减税政策，其实复工困难的

企业受益很小，因为其没有多少收入和利润，本身就不需要交多少税。而只要保有就业岗位，

即使企业没有复工，社保支出都是刚性的固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减免社保费直接对冲企业

的固定成本，而且与就业岗位直接挂钩，可以说是简单直接有效。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经济运行带来明显影响，但我国经济有巨大的韧性和潜力，

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企业要对长期发展充满信心；短期的难关，也并不能完全能依赖

政府解决。当前需要共克时艰！在政府层面，已出台的财税金融政策应当能帮上一把；各市场

主体间还要加强协调，多方互助。

精准落地

“史无前例”的抗疫社保降费，可以说是扶持企业渡过难关的及时雨。但中国的情况往往是，

政策出台是 10%，有效落实是 90%。此次社保新政如何精准落地，要求更高点在稳企稳岗方面

如何提升资金绩效，尚有不少挑战。概括而言，主要是要解决好收支总量的不平衡、地区间的

不平衡、行业和企业间的不平衡。

首先是解决好收支总量的不平衡。各类社会保险项目均是基金制，收支要挂钩。中长期的

收支平衡是各项社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如果因为此次降费导致社会保险可持续发展遭受

较大冲击，则是得不偿失。此次新政明确，阶段性降费不影响各项社会保险的待遇支付，也就

是说支出不受影响，阶段性的收支不平衡自然就发生了。

以企业养老保险为例，2015 年开始就已是缴费收入低于养老金支出，主要依赖财政补贴才

有年度结余，中长期平衡本就压力重重。此次额外的养老保险阶段性降费预计减收将达 4000 亿，

今年如何平衡？中长期如何平衡？从相关部委表态看，今年应当主要依靠动用以往年度几万亿

的结余补充，同时中央财政专项补贴还要在 2019 年 5261 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从中长期看，

一者是靠加大中央财政补充力度，更重要的是加大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加大相

关制度改革力度。从相关部委的表态看，总量上的收支平衡应当有充分的考虑。

其次是处理好地区间的收支不平衡。当前各项社会保险的收支责任，还是主要压在市县级

政府层面，少数项目少数地区压在省级政府身上。虽然总量上收支平衡问题不大，但在负责落

实的各个地区，今年就要直面本级的收支平衡。恰恰是 3000 多县级政区，300 多地级政区，在

各项社会保险收支平衡的基本面上千差万别。本次新政考虑疫情严重程度将湖北独立出来了，

但在地区收支平衡方面没有明确说法，主要是由省级政府自主决策降费力度，中央给与一定支

持。中央的地区平衡扶持政策主要是中央财政补贴要考虑地区因素；同时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

比例由 3.5% 提高到 2020 年的 4%，预计可在去年基础上额外支持受益省份数百亿。实施中，目

前的地区平衡政策仅限于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力度如何尚不得而知；省级以下如何平衡，尚

有不少工作要做。如果地区收支不能平衡，则要么发生待遇支付危机，要么降费政策无法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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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经营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降费政策的落地则要受到地区收支平衡状况的影响。算好账，

安排好资金，将直接决定社保降费政抗疫策的落实力度与企业间公平程度。

第三是处理好行业和企业间的不平衡。此次社保降费在地区和企业类型层面视疫情影响程

度做了区分，但在全国层面没有明确行业区分。可是，从疫情冲击来看，行业影响差异恰恰是

巨大的。总体而言，受阶段性冲击线下服务业几乎是停摆，例如政治局常委会提到的住宿餐饮、

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而一些线上服务业，一些互联网、自动化相关产业，则显

出勃勃生机；一些制造业虽然短期冲击明显，但疫情结束之后将会明显受益于反弹。因此，社

保新政在行业层面更为精准非常必要。幸好，中央出台的政策主要是导向性、原则性，省级政

府还有不小的完善政策细节的空间。

还需要注意，虽然本次降费给与中小微企业 5 个月的免征三项社会保险，但中小微企业特

别是小微企业本身参保面就很低，可能受益较小；大企业可能受益更明显。从稳定就业岗位的

目标出发，其他政策对于中小微企业还需予以特别关注。例如还需要加大失业保险发放稳岗补

贴的力度，政策实施要更为精准。

社保降费抗疫：这次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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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产业影响的特点、风险及政策建议
刘志彪①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对我国产业经济运行态势、产业组织方式和产业结构带来较

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从总体上、在长期中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总趋势，但是却会因产业、

地区、企业的不同而在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上有所差异。直观上看，这次疫情对第三产业产生了

不可逆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中，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

与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相比，疫情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和现代产业链的负面效应，

要高于对中国服务的影响。我们从本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前瞻性地提出了推动

我国产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些可以继续讨论的政策性建议。

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产业经济的若干判断

我们对此次疫情严重地影响中国产业经济的问题，有下列几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疫情对中国服务业的影响和冲击首当其冲。现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最有效的办法，

仍然是隔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给病毒创造传染机会。由于服务业尤其是传统的消费者服务

业具有无形性、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离性、产出的异质性以及不可存储性等特性，因此很明显

的是，这些防控措施的副作用将首先冲击比重和规模已经占据我国半壁以上江山的服务经济。

短期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我国服务业尤其是消费者服务业处于几乎停摆的

状态。现在各类需要面对面服务的消费者服务业，尤其是交通运输、餐饮、酒店、旅游、商店

娱乐等行业的服务企业，复工复产计划完全取决于疫情控制和蔓延的周期，一大批劳动密集的

加工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濒临破产倒闭，甚至连一些大型航空公司也已近开始裁减飞行员。

考虑到当前中国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份额快要接近 60%，增加值达 50 多万亿人民币，因

此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 2003 年非典疫情的影响。那时，中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只有 40% 多一点，而且，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还比较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密度、

频率和经济社会影响要远低于现在的水平。

从总供求关系看，疫情不仅会因为人们相互隔离而减少消费机会，降低服务需求量，而且

也会同时因服务生产者的歇业、停业而减少服务供给量。而且，这类消失的需求和供给，不可

能像制造业那样，在疫情过后还可以加班加点地“抢夺”回来。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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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表面上可能并没有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冲击那么直接那

么大，但实际上可能在程度上影响更加深远、破坏性更大。这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性有关。生

产性服务业是为企业服务的服务业，由此决定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传递机制有两

个重要特点：一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产出是被服务企业的投入成本，疫情影响生产性服务企业

的产业链上的所有上下游企业，而不是直影响面对面的最终消费者；二是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

企业在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支持下，已经突破了生活性服务业那种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离

的产业特征，如研究开发、产品设计、网络品牌营销、企业管理服务、金融服务等等，都可以

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分离，线上与线下的分离，甚至具有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消费特

征，如各种平台软件和系统软件的生产活动等。

根据这两个重要特点可以推论，在控防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经济的影响中，一是要注意维

护和保持它的产业链的紧密关联性，防止链中出现因某些环节停摆或阻塞对上下游企业的影响。

防止出现负面效应的连锁反应对生产性服务业来说更加重要。二是在全社会成员减少接触、防

止交叉感染的就地隔离的过程中，某些适合于线上展开的生产性服务活动不仅不会受到负面影

响，反而是大好的发展机会，如线上购物、游戏、服务外包、居家办公、远程视频会议等等。

三是疫情对生产性服务的影响特点，类似于下面要分析的对现代制造业的影响。

由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一般在发达国家要占到其服务业总量的 70% 以上，中国作

为发展中大国，也要占到第三产业的 50% 左右，因此可以预言，此次疫情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

响，可能要小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一是消费性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 14 亿人口的刚性需求，

无论发生什么灾害，这种需求不会有大的改变，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弹性则要大得多；二是

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决定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程度和方向，因

此如果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将直接从中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这

是与普通人的直观的感受不一致的地方，也是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事情。

第三，疫情对中国制造的影响可能要大于中国服务。疫情对于制造业的主要影响，在于疫

情流行中的劳动供给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体系、分工体系的扰乱和对现代产业链可能带

来的暂时性断裂。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来说，由于制造业占比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

中国家，而且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众多，因此我们判断，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可能

要大于对服务业的影响。

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的刚需，决定了疫情并不能影响我国超大

规模的市场需求基数，只是降低了一些需求弹性比较大的服务需求，如社交礼仪性服务、娱乐业、

旅游等，企业停工影响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二是从关联性反应看，服务业的产业链普遍要

比制造业短，服务业最终需求的收缩变化，通过内生反应带给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现代

制造业产业链中某些环节的收缩的影响要小得多。在产品内分工的条件下，根据供应链运作的

基本规律，制造业供应链中某些环节的停摆，将出现“长鞭效应”现象，即供应链上游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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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波动，往往要大于供应链下游面临的需求波动，需求信号在向供应链上游不断传递的过程

中，其波动有被不断放大的倾向和趋势。这种现象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导致形成经济萧条或繁

荣的周期。因此，制造业产业链可能产生的暂时性断裂，在疫情控制周期拖延的情况下，将可

能重创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是本次疫情的负面经济效应中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尤其是对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来说，疫情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可能会打

乱中国在国内外建立的长期的供应链生态。因为疫情期间，一是处于供应链中的某个中国零部

件供货企业，因为劳动供给不足而会普遍出现不能及时生产交货或交货不足的现象；二是因经

济系统停摆或混乱，会导致这个企业的供给成本急剧上升，这时产业链上游的企业可能就会把

订单转向东南亚、中南美国家企业，或者自己出面重新建设供应链，那么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

链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坚决制止这种现象发生和蔓延。

二、疫情对中国产业经济可能造成的严重风险

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说是一次短期的外生冲击。但是在短期中，产业运行可

能遇到的风险不外乎是疫情对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双向压缩、产业供给成本急速上升、供给效率

下降、部分企业的现金流将出现风险、中小企业破产倒闭风险和由此带来的失业冲击，等等。

这些可能的潜在风险已经广为人们认识，有些已经显露出来。这里重点分析人们可能忽视的三

个主要的经济风险。

1、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对服务业打击越大，越会助推经济增长下行。与过

去我们主动延长的国庆、元旦小长假的功能截然不同，过去假期的主动延长，是在宏观供求失

衡背景下的自主决策，不仅有利于压缩产能过剩的供给面，也可以人为地创造巨大的需求，带

来服务业的高速增长。而这次疫情发生期间，商品和服务供给方的存量发生停摆，增量基本消失，

同时需求方被压缩在维持生存需要的水平。

2、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越将可能导致大批中小企业退出市场，进一步增加

大企业的市场控制力量，各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虽然灵活，但是难以抗

击风浪。现在有一些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已经出现风险，一些暂时无法复工的企业的收支情况发

生恶化。没有经营收入，但职工的防护费用、隔离费用、工资、社保、房租、贷款利息等刚性

支出照旧，加上可能被传染导致全面停工停产的风险，将对这些企业能否继续经营形成重大挑

战。与此不同的是，大企业、国有企业对此担心和忧虑要小得多。换言之，此次疫情将沉重地

打击我国的民营经济。

3、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打乱全球供应链秩序的可能性越大，中国制造企业

越有可能与全球价值链脱钩。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使中国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远超自身体量。这一影响体现在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节点。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

（WITS）数据库，全球近 200 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间品在全部进口中的占比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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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21.7%（中位数），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中间品进出口占到

相当高的比重，中国供应链的暂时停摆或疫情期延长，将重挫世界经济。为了供应链的安全自

主可控，疫情发生后各国自己重建供应链的可能性极大。最近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

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试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三国制造的汽车零部件比例提高到 75%，

这将导致中国的汽车产业零部件供应链回撤。

三、基于疫情防控看我国产业发展政策优化

前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的优惠政策，如在疫情期为保企业生存、保企业现金流，在银行信贷、最低工资发放、阶段性

降低社保缴纳标准、房租减免和延期缴纳、相关税费退还和减免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里主要想就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影响我国产业和经济的某些实际问题，提出一些较为长远的

考虑和建议。

1、建议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起点，大力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业尤其是卫生医疗服务业，

立即着手规划建设重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

备基地。这样，在可能的下一次类似事件中，所有的病人就能得到最快的隔离治疗，医护人员

和志愿者的生活能得到较好的保障，舆情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建设超大规模卫生储备

基地也体现我们举国体制的巨大体制机制优势，可以向世界展现中国之治的巨大特色。

2、调整新型基建、大项目建设的结构和方向，以稳增长、调结构为指向，重点推动整个

社会的信息化系统的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线上交易和机器换人产业。2003 年 SARS 之后中国

互联网企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当前的 5G 阶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可能催生我

国企业信息化、互联网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新一轮发展，从而出现新型的产业门类、服务模

式和新经济增长点。对此建议：（1）政府加大对 5G、机器人等产业的相关投资，对冲经济下

行压力，为信息化、自动化创造基础设施条件。（2）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

为中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供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

效率。

3、进一步反思和解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建设中地方经济碎片化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政企

关系蜕化问题。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但是在这次疫

情防控中，一些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擅自封锁交通道路、阻断物流人流等一系列令行禁不止、

反市场一体化的匪夷所思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全国复工复产进程和经济复苏。少数地方政府

机构官员缺少应有的担当和作为，为企业复工复产设置了许多互为矛盾的、繁琐复杂的前置性

条件，审批盖章之多进一步蜕化了健康的政企关系。

4、要预先防止疫情过后可能掀起的对中小企业的兼并收购浪潮及其政治经济的副作用，

稳定全社会就业，维护中小企业生存的社会条件、法律保障和经济安全性。可以预计，这一波

疫情对产业影响的特点、风险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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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蔓延的控防过程和结束后，将有一批原本财务和经营处于“紧运行”状态的中小企业死亡

退出，由此也会波及到产业链上的原本健康运行的企业，影响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如果这时

政府被迫号召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去救助，肯定也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放任后者去大量

地兼并收购中小企业，就会给本来就甚嚣尘上的“国进民退”以口实。为解决这一难题，建议

对那些原本企业管理规范、产品有市场需求但因为受疫情拖累而发生困难的中小企业，政府要

想方设法运用各种财政金融手段进行非兼并式救助，以防止产业组织过度集中化和国有化。

5、要预防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再次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

这次疫情也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可以预判，某些发达国家甚

至发展中国家会想办法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这将重挫经济全球

化进程，并极大地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继续加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

的密切联系是一个化解办法，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也是一个有效的对冲措施。

此外，进一步加强我国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以超大规模

市场中国内经济循环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是防止全球经济风险传递并影响我国经济

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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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好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刘志彪   陈柳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变，疫情的冲击只是短期的，不要被问题和困难吓倒。当前，我们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

而实践证明防控疫情蔓延目前最有效的办法，还是隔离和防止交叉感染。这个办法对经济增长

的一个主要副作用是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企业复工和服务业需求。为降低疫情的影响，应有效地

协调好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一方面，疫情的防控状态直接决定了全年经济的走势，是

影响今年全年经济情况的主要变量。另一方面，经济稳定增长是我们抵御各种风险的最大保障，

只有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才能保证短期的疫情冲击不会演化成引致经济衰退的因素。

疫情对中国经济是短期脉动式冲击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

要求先观察 3 个月，3 个月内若疫情消失便会自动解除警报。这次疫情导致春节假期之后的生

产生活恢复延期，外资和外商在华业务有所停滞，一些国际经济交流活动被迫中断。这对中国

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应客观看待这一影响，坚定信心，积极

应对。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其实是一个短期的脉动式冲击。列入 PHEIC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最终还是取决于此次疫情蔓延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全国各地都有效地动员起来了。只要所采取的隔离措施真正被有效执行，不再出现新的

疫情中心，那么在较短时间内打赢这场硬仗也是必然的。一旦疫情出现拐点，生产和消费活动

将迅速恢复。因此，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短期的，并非是中长期的、全方位的深度影响。

与此同时，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疫情不能靠一个国家自我控制，而必须引起全球各国高

度重视，动员各方力量一起来协同防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流动中的传染，并在信息和运作

的开放、透明、协调中，最快地控制住疫情的全球蔓延。

此外，短期事件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产业供应链的真正竞争力。有说法认为，列入

PHEIC 会加速外资企业撤离，加速工作职位回流美国等国家，这是一种比较短视的看法。目前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协调好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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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可以真正离开中国在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完

整的高性价比的供应链。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暂时打乱了这种供应链的运作体系，并没有毁坏它

的需求结构，也没有毁坏它的潜在供应能力和长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一旦实施的隔

离控制有效，不让病毒多次交叉感染，生产很快就会恢复，中国现代产业链的竞争力依然坚如

磐石。

防止疫情对经济面影响的趋势化

当前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虽然是短期的、局部的，但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在世界卫生

组织宣布的 3 个月观察期内，如果我们不有力地贯彻中央疫情防控的重大决策，不采取坚决有

力的措施，疫情的短期冲击也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趋势性、长期的影响。目前，我们需要重

视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恢复开工时间延期造成的损失。现在被动延长假期，不同于我们过去主动实施“十一”黄

金周小长假，过去的黄金周小长假是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进行的，不仅有助于压缩过剩的供给，

还可以创造巨大的需求，带来服务业需求的大爆发。

劳动效率的降低。现在出于社会整体防疫的考虑，各行各业产业链的内在联系可能被打乱，

劳动者的上班时间、工作情绪和劳动效率都可能由此下降并持续较长时间。

企业运行成本全面上升。由于产业链部分断裂、社会资源向防疫工作倾斜，短期需求冲击

使经济活动中的要素供求处于紧张运行状态，部分原材料、人工、物流的成本急速上升。

服务业企业面临困境。交通、旅游、餐饮等人流密集和需要面对面服务的第三产业短期内

将受到重大挫折，部分企业甚至困难重重。由于我国服务业现在已经占据国民经济将近 60% 的

产出，对服务业的冲击将在短期内较大程度地影响经济。

部分企业的现金流将出现断流风险。一些订单取消、暂时无法复工的企业，在短期内的收

支情况将发生恶化。这些企业暂时没有经营收入入账，但工资、社保、房租、贷款利息等刚性

支出照旧发生，这将对这些企业能否继续经营形成重大挑战。

此外，这次疫情可能较大影响制造业占据优势地位的江苏，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劳动密

集型企业和出口订单企业的供给侧。开工延迟或开工不足，将会打乱这些企业产业链、供应链

体系的正常运作，从而进一步影响制造业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

精准施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省各类企业面临的困难各不同，需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切实

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在具备防疫条件的基础上有序组织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当前，我省有序引导

制造业企业复工是当务之急。一是尽快组织力量生产，充分供应企业疫情防护用品（如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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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防护服等），给有条件复工的企业职工提供充足的安全保障。二是不提倡整个区域实施“一

刀切”的政策，允许企业在做好相关隔离、防护工作的前提下，根据企业自身实际，灵活安排、

自行决定复工复产时间，有序组织复工复产。三是排查和减少不科学的交通梗阻，尤其是有序

恢复县乡公共交通，为工人返程复工创造交通条件。

对短期内无法复工的企业给予特殊的降成本政策。对于餐饮、娱乐、旅游、电影、会展等

服务业，以及疫情严重地区短期无法复工的企业，关键是要保企业生存，核心是保企业现金流。

对于这类企业，一是对企业到期贷款的还贷，给予一定时间的宽限，在此期间还贷的不进入失

信名单，贷款利息适当下浮。二是呼吁经营场所或工厂的出租方给予房租延期缴纳的便利，提

倡双方协商减免一定租金。三是降低本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用于对企业相关税费进行退还

和减免。

为公共民生、医疗卫生类的企业加快生产提供保障。口罩、保健品、药品等由疫情引发需

求大量增长的行业，以及相关的物流配送，将是今年行业新的增长点，这些行业的生产条件受

疫情的限制比较小。这些行业要抓住当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保障要素供给，开足马力生产，

既保障公共服务，又能拉动经济增长。对于这类企业，一方面，协助企业组织工人返程复工或

就地招工，协调交通运输、进出口、通关等环节，保障企业原材料和供应链通畅，对于供应链

交通受阻的开设绿色通道；另一方面，确保政府对相关产品征收征用的资金到位，保障企业生

产运行的持续性和积极性。

为企业信息化和互联网化发展进一步创造条件。2003 年 SARS 之后，中国互联网企业迎来

了重要的发展阶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的新一轮发展，为

此，可加快或提前对本年度 5G 产品的相关投资，既可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又能为广大企业

信息化创造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低价提供

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效率，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

体系的信息化水平。

协调好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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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我国消费市场趋势和
商贸企业对策分析

李绍明①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商贸流通业产生了重大冲击，零售业、餐饮业、线上电商企业

等各行业经营都受到很大影响，科学预判疫情影响，怎样化危为机，是商贸企业必须面对的难题。

疫情对消费品市场趋势和商贸企业的影响

判断疫情对消费品市场和商贸企业的影响程度，是企业开展自救的基础和前提，需要关注

四个方面：

第一，疫情的变化。疫情重大转折关注二个重要方面，一是从流行病学看，一个地区需要

观察两个 14 天，也就是 28 天。没有新的病例，预示着疫情已被控制。如疫情不出现反复，湖

北以外的地区在 3 月中下旬，可陆续进入这个阶段。二是 3 月底到 4 月份这个重要节点，看国

际公共卫生组织对中国疫情的判断。

第二，复工复业和学校开学的进度。一是企业复工复业的进度。从现在复工节奏看，预计

3 月底能够实现企业的全面复工复产。大型商业 2 月底已基本开业，3 月份各类商业有望全面

复业。二是学校全面开学的进度。课堂教学是聚集性行为，对全社会而言，学生的安全必须绝

对保证，学校开学的前提是疫情的完全控制，预计各类学校开学可能要在三月中下旬。

第三，商务旅游的恢复进度。旅游作为享受型、娱乐型、跨区域的消费，恢复要迟于商业。

2 月底市内公园、旅游景点开始开放。预计 3 月份旅游景点逐步加大开放，4 月份城市周边游

加快恢复，5 月份跨城市的区域旅游逐步恢复。

第四，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适应程度。消费者随着疫情控制，放开城市管理、放开交通、

复工复业、学校开学的进程，消费心理由逐步从紧张、回避转为放松和参与的过程，消费行为

有一个逐步恢复正常的过程。

上述因索综合决定着消费市场恢复的进程。与去年同期比较：

2 月份将是商业最困难的时段，预计商业的营业收入大致恢复到同期正常水平的 10%-

20%，以社区消费为主。

① 李绍明，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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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进入初步恢复阶段，达同期正常水平的 30%-40%，区域消费、目的性消费逐于正常。

4 月份进入逐步正常阶段，恢复到同期正常水平的 70%-80%，选择性、亨受型、体验性消

费逐步恢复。

五一的假期和节日氛围，是消费市场进入正常运营的重要节点，5 月份消费有望恢复到正

常水平。商品消费基本正常，商务旅游消费逐步恢复。

消费品市场以 3-4 个月的时间逐步恢复正常，这个时间段，与国务院和省市政府已经出台

扶持企业的政策，时间段也是基本一致的。商业企业要根据疫情的控制情况和市场的逐步变化，

合理的安排各项促销营销的活动。

由于湖北以外地区各类商业企业，今年大年三十除夕以前的旺季市场基本没受影响，春节

旺季市场的损失主要在除夕以后的 1 月底和 2 月份，及 3-5 月份的恢复期，从 1 月下旬到 5 月份，

预计商业企业损失的营业收入是两个月左右的业绩，静态计算，比上年度下降 15%-20% 左右。

如果这个预判基本正确，从 6 月份到 12 月份，有 7 个月的时间，企业每个月的销售有 2%-3%

的增长，就可以挽回疫情冲击带来的销售额损失，这个目标在企业的努力和政府支持下，是完

全可能达到的。如果每个月的销售有 5%-8% 的增长，今年的业绩也会有适度的增长，对很多

企业来说，这个目标经过努力也是能够实现的。

如果同 17 年前 SARS 对消费品市场的影响比较，2019 年比 2003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加 8.98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5 倍，网上实物商品销售已占社零总额的

20.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7.8%，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拉动 GDB 增长 3.5

个百分点。今天的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更大、业态更丰富、消费结构更合理，消费需求有更大的

潜力和弹性，对经济发展承载着更大的责任。疫情过后，我们不能对市场的报复性增长寄予过

高的希望。但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发挥企业的创新精神，通过自救、引导、创新，能够

战胜各种困难，很好地挖掘市场的潜力和弹性，实现 2 月 2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积极

扩大有效需求，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弥补疫情冲击市场下降的缺口，实现消费品市场的

稳定发展，在今年的特殊形势下，积极发挥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同时，消费品市场

的恢复和稳定发展也寄希望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股市的稳定，有利于消费者有更多的财产性

收入和更好的消费预期。

强有力的政府扶持政策

到目前为止，国家、省、市政府各部门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与商业企业直接有关的主

要政策有：（1）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 （2）生活服务业增值税免征。（3）所得税减免。

对企业捐赠可全部在税前列支。对企业今年形成亏损的消化年限，可从 5 年拉长到 8 年。（4）

银行贷款的展期和延期，新增急需的银行贷款。（5）国有资产租金的减免，对其他投资者参

照国有资产减免客户租金的，房产租赁税参照减免。（6）小微企业贷款的财政贴息。（7）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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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电价、气价。（8）减免职工社会保险金。（9）个体工商户的扶持政策。省市政府也出台了

更多细化的政策，各项政策时效之快，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套组合拳，将有效地降低商贸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各项支出和融资困难，减少损失，增进战胜困难的实力和信心，为商

贸企业自救提供了宽松的政策和良好的预期。但是商贸中小微企业、个体户面广量大，都是民

营企业，缺少高效、便捷与各部门联系的组织方式，各项政策的落实，需要政府各部门的主动

服务，也有必要借助各类行业协会组织，确保政策的及时落实，发挥效用。

企业自救战胜困难的对策建议

疫情冲击带来的影响，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相应的方法开展企业自救，怎样才能把疫情

冲击作为倒逼机制，当机立断强力推进企业改革创新，企业对市场和面临困难的认识非常重要

的。这次疫情影响很大，但是对于商业企业来说，有三个没有变。

第一，市场的发展趋势没有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强大的

国内消费市场，市场没有根本性长期性趋势性的变化，反而因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疫后政府

会加大对消费市场的推动，强化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第二，消费的趋势没有变。受疫情冲击，消费者会在消费行为、消费心理上发生重要的变化，

但品质消费为主导的消费趋势，无论是消费分级，或是消费升级，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而发生

变化。

第三，行业的竞争态势没有变。这次疫情是对全行业的冲击，是全行业的急刹车、暂停键，

是阶段性的市场暂停。所有企业都面临共同的市场变化，疫情过后，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是

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共克时艰、共同生存、共同发展是企业、员工、商户品牌三方在克服

困难过程中应该树立的指导原则。

商业企业复业以后，面临各方面困难，商业企业不能依赖政府，不可能要求政府解决因疫

情带来的全部损失。总体上还是主要靠企业自救来化解困难，恢复正常，渡过难关，求得发展。

建议采取的对策主要有：

一是全力做好复业后的疫情防范工作。确保员工和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这是市场消费恢

复的最重要基础。

二是处理好复业后企业生存和员工生活的矛盾，尽最大可能做到不裁员、不减薪。

三是大型百货和购物中心，都要和品牌商户协商，为商户减免租金，尽力尽心帮助商户解

决好用工、促销、资金、调整等困难，与商户共担风险、共克时艰。

四是零售业加大营销力度，及时处置好过季商品、过令商品。

五是餐饮业普遍是中小企业，是商业行业中受疫情冲击损失较大的行业，面临租金、员工

工资、食材储存过期、市场恢复慢等各项压力，更需要振奋精神、大力增加外卖和线上销售，

加快公筷和分餐制推广等新型服务方式，在各项政策支持下，勇于创新，战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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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关注企业现金流、银行贷款到期、企业间债务到期的压力，积极争取银行支持缓解还

贷还债的压力。尤其是现金流只有两个月的大型商业企业，也需要反思过往的投资经营决策和

风险防范的制度安排。

七是加强线上线下融合的探索。实体商业线上销售难题一直没有解决，在企业自救应急中

采取了微信、APP 等方式扩大销售，但是要形成有效的线上销售模式，面临着投入、人才、技

术等困难，需要加快突破。

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的冲击和企业倒逼改革、自救创新的应对，商业企业一定会发生四个重

要的变化：（1）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从一般的租赁关系转变为长期合作伙伴，共同克服困难、

共同创造市场、共同成长壮大。（2）企业经营环境的空间设计、改造和经营服务，更加符合

公共卫生环境的要求和消费行为的变化。（3）企业经过瘦身健体，开源节流，建立更加完善

的风险控制机制，完善的企业现金流管控制度。（4）实体商业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和数字化

管理，有更快的探索、更多的创新、更深的推广。深层次的商业经营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创新，

会推动企业在这次疫情冲击中，真正把变成疫情的冲击转变成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层次改

革的重要机遇，会实现商贸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出消费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重要作用。

疫情冲击下我国消费市场趋势和商贸企业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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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疫情要有“三实”精神
吴跃农①

打赢新冠肺炎阻击战，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是战士，其最基本的战斗要求就是按照“阻断”

病毒传播的办法老老实实去做，不做病毒的传染扩散“中介”。浙江、山东、湖北三个监狱疫

情破局，其根本原因是个别狱警不说老实话，不办老实事，刻意隐瞒个人疫区来往接触情况，

成为传染扩散“中介”，使得一个单位、一个区域严密的“阻断”措施废功，一蚁之穴，千里溃堤。

教训极深刻，确也极简明易懂，不老实者，害人害己。

现在从中央到各地出台防疫举措、办法，无论是湖北、北京以外的区域划分风险等级来抓

复工、稳阻击，还是以社区、各企业各单位为单元决不松劲狠抓落实“严防死守”，有序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这些都是要落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个人都必须提高防疫责任心、防疫严肃性，

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好防疫措施，不外乎两条，一是个人接触疫区、疫区人员或病员情

况要报告清楚，不能隐瞒，凡有此类情况必须主动坚决隔离，不能有侥幸心理，成为祸害之源；

二是个人必须认真做好基本防疫措施，特别是在当前防疫依然“吃劲”阶段，始终不放松警惕，

戴口罩，勤洗手和消毒，讲卫生不扎堆，不惹事不生麻烦等等。只要每个人都做到这两点，就

是最好的防疫战斗状态，就能为打赢新冠肺炎阻击战有积极作为和较大贡献。

对每一个置身新冠肺炎阻击战中的人，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率先垂范，做老实人、

办老实事。笔者想到解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对解放西南的解放军将士和参加接管大西南的“西南

服务团”全体同志鲜明提出必须“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提出“一个革命者是不

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因为老实忠诚是取得党和人民

信任的重要条件，是革命者的优秀品格。老实有利无害，虚伪不实，害人害己，坚持实事求是

是一个革命者应具备的品德。“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是“实事求是”的基础，没

有为人处事老实忠诚的基础，“实事求是”无从谈起，党和人民的信任无从谈起，一个人、一

个单位必然犯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要自觉自愿做“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这是检验“初心”、检验国家工作人

员品质的试金石，也是做人的基本素质，也是必须要过组织、社会疫情考试的“关”。本次新

冠肺炎疫情大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考的是基本素质和做人品格，考试不过，也就意味着对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国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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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不老实不忠诚，无法达到党和人民对国家工作人员最基本的可信任要求。不只是他们

的上级领导会因管束不力而削职，其本人也必须受到严厉违纪惩罚，使其付出不老实的沉重代

价。

对于每一个企业也是同样道理，诚信守法，承担责任，就是做老实的企业家、老实的企业，

老老实实做好防疫和复工复产，离开了这个“老实”的基本要求，对任何企业和企业家而言，

都是有害无利的，都是经不起市场和社会“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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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沈坤荣①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疫情防控有力有序推进。

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要落实非疫情防控重点地

区“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不搞“一刀切”，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确保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圆满收官。

一、疫情给制造业企业带来的冲击——复工复产难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制造业企业普遍出现复工复产难，具体表现为劳动力短缺、中

间品供给不足、营商环境恶化。

第一，返工难——劳动力短缺。疫情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加剧了户籍制度引发的劳动力市

场分割，城市本地劳动力可在家办公或达到一定防疫标准后上岗，例如在本地隔离连续满 14

天无任何症状、所在小区未出现疫情。对农民工而言，交通阻断影响返城，而社区封闭管理导

致临时居住场所短缺，进而影响返岗，如果企业不集中安排住宿或将被劝返。因此，短期内会

出现“用工荒”。

第二，配套难——中间品供给不足。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

一个企业的产成品同时也是另一个企业的中间投入品，叠加企业追求精益生产，原材料和零部

件库存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上游某一关键环节延迟复工会影响下游的正常生产。如果企

业对疫情存在理性预期，并由此引发“囤货”、“抢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中间品短缺。

为了实现紧急供货，短期内中间品进口贸易会快速扩张。

第三，经营难——营商环境恶化。短期内企业工资、社保、利息等刚性支出以及防疫措施、

（除了保证口罩、消毒酒精、额温枪等医疗物资至少一周的连续保有量，还要完成全面消杀防

护、独立分餐、健康申报、职工晨检、应急措施等预备工作，直至主管部门完成现场审查。此

外，企业法人要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承诺自己作为本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第一责任人。）交通

管制引发企业运行成本上升，而产能不足导致现有订单无法按时交付，资金链面临断裂风险。

① 沈坤荣，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理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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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防疫特殊时期部分地区主管部门掌握企业复工审批权，由于存在审批拖延，

很多企业目前只能评估库存信息，无法确定复产时间。另一方面，企业法人是企业疫情防控工

作第一责任人，由于职工存在瞒报疫情的道德风险，如果出现疫情，企业法人将承担连带责任，

企业将被迫停产。

二、企业复工复产难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本次疫情已经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可能会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失业潮，破坏

制造业产业生态，造成市场预期不稳、市场信心不足。

第一，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失业潮。与大型企业相比，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更难获取复

工许可，长时间的停工停产将加剧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尽管央行已经投放巨额流动性，大

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资本错配仍然严重。站在金融安全的角度，如果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

风险进一步蔓延，就会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站在稳就业的角度，中小企业提供了 80% 以上的

城镇就业岗位，如果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会加大稳就业压力，甚至出现失业潮，影响社会稳

定大局。

第二，破坏制造业产业生态。疫情扰动引发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中断，抑制内外商务经

贸活动，短期内部分行业有产业转移替代的风险，由此引发的冲击将超过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

美贸易摩擦，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疫情结束后，中国企业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国内外竞争环境。

第三，造成市场预期不稳、市场信心不足。当前的担忧不仅包括短期内中小制造企业经营

困难和产业转移替代风险，还有投资、消费预期下滑。复工复产难和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

市场主体的负面预期，导致企业延缓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居民推迟传统大宗消费计划。因此，

在积极应对疫情的同时，需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三、当前形势下克服疫情扰动的几点对策

既要立足当下，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创造条件促进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

制造业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更要着眼长远，落实改革举措，

提供制度保障。

立足当下，统筹兼顾。加强疫情特别严重或风险较大的地区防控，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依

然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在局部疫情得到全面控制的同时，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采取综合

措施促进制造业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第一，制定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路径，即以制造业特别是

外贸企业率先恢复生产为抓手，带来局部生产性服务业的恢复生产，进而带来生活性服务业的

恢复生产，最终实现全面复工。第二，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

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企业生产、人民生活的影响。

特别地，通过加强国家免费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舆论宣传，增加职工申报身体异常信息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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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企业购买保险，降低企业由复工复产带来的疫情成本。第三，完善支持中小企业的财税、

金融、社保等政策，缓解企业经营困难，积极修复制造业产业生态。第四，在积极应对疫情的同时，

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着眼长远，深化改革。针对本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一方面要完

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另一方面，

要重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使其在创新发展、人才培养、城市群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层面继

续发挥正面作用。就中长期制度安排来说，要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以疫情防控为契机，抓好应急机制、社会、科技、医疗与民生密切相关项目建设，实现经济发

展与社会稳定双赢。一是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借助智慧城市系统，建立常态化管理人员和应

急管理人员相结合的网格化治理机制，依靠社区公众力量，依靠社会组织自治，共建社会治理

共同体。二是完善数据共享平台。打通城市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建设智慧城市。三是完

善应急机制。重视非传统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公共突发事件演习，提高公众应急意识和危机

处置能力。四是完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和机制。重点培育公共卫生技术人才和公共卫生宏

观管理人才，将位于汤山的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建成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演练和实训基地。

五是完善公共支出预算体制和应急预算体制。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每年安排财政

预算资金专门用于应急处置，逐步实现应急资金预算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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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病毒 全面推进开市复产
张月友①

摘要：当前，江苏省抗疫整体进入“尽快复工复产，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新阶段。

必须科学认识和评估当前防疫形势，改变前期实施的一些让经济硬停摆的防控措施，转而实施

“以预防为主、外防输入、内防局部扩散”策略，注重从四个方面保障开市复产，恢复人民群

众正常生活：用防护保障开市复产；用金融纾困保开市复产；保障用工助开市复产；用积极财

政政策补市场失灵，支撑开市复产。

基于以下两点，我们认为，中国江苏等地区在有防护保障情况下应全面推进开市复产。第

一，自 2020 年 1 月 25 日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起，经过整整一个月时间的严防死守，

到 2020 年 2 月 25 日，相关公开数据和信息显示，江苏省防疫形势好转：不仅连续 7 天无新增

确诊病例，辖区内大多数县区市疫情评估等级降低为低风险等级，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相应

还由一级下调为二级，江苏省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第二，姑且不论人类对病毒的认识非常有限，

完全战胜新冠病毒可能需要漫长时间，即使能够完全清除新冠病毒，还会有其他病毒不断冒出

来。抗击疫情，不可能长期给经济活动按暂停键，更别说较长时间的全面隔离，既容易造成经

济库存消耗殆尽和物价螺旋式上涨，又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加剧城乡分割、地区分割，以及

与世界脱钩风险，这是无法承受的。总之，当前江苏省抗疫应整体进入密切监测，防止反弹，

有序解除限制措施，“尽快复工复产，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新阶段。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商户作为市场主体，可以根据需求自行组织和安排生产经营。但

一方面由于应对前所未有的病毒，全国战疫一盘棋，江苏省在前期也被动采取了最严格的科学

防控措施，包括延长春节假期、交通管制、延迟企业复工、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

演出等。企业和商户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安全环境、生产要素和需求前提等都发生了变化

或者遭到破坏，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多企业和商户已经无法自愈，政府有必要对其提供针对

性帮扶。另一方面，江苏是外来务工人口流入大省，户籍来源于湖北和其周边省份及浙江省、

广东省、黑龙江省等疫情重点省份的人口总和占比超过 70%，面临外防输入任务仍然艰巨，无

论是为了最终战胜病毒还是为了长期与病毒和平共处，政府都有责任帮助企业做好必要的防护

保障。

① 张月友，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正确认识病毒 全面推进开市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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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防护保障开市复产。谈开市复产，离不开疫情安全评估。疫情发展阶段不同，防疫和经

济活动关系不同。如果说疫情属于高风险地区 / 阶段，防疫和经济活动相互冲突，彼此水火不

容。那么在疫情处于低风险地区 / 阶段，防疫和经济活动就可以和平共处，相互促进。具体到

江苏省，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已经连续 12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全省无高风险等级疫情县区市，

距离全面进入低风险疫情地区胜利在望，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也有望进一步下调为三级响应。

必须科学认识和评估当前防疫形势，改变前期实施的一些让经济硬停摆的过激防控措施，转而

实施“以预防为主、外防输入、内防局部扩散”策略，注重用防护保障开市复产，恢复人民群

众正常生活。

“预防为主”主要做好三件事：第一，防疫信息及时透明公开，注重做好企业主和员工心

理防疫，特别要指导企业和商户及时登记和发布返岗人员健康和防控信息；第二，优先保障企

业和商户的防护物资供应，协助企业和商户在进出门口感应和对出入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提

示勤洗手，戴好口罩；第三，工作场所定期消毒通风、有效降低人员密集度。“外防输入”侧

重防疫情严重国家和湖北省周边省份及浙江省、广东省、黑龙江省等重点省份疫情输入，主动

与兄弟国家、兄弟省市建立省际市际联防联控机制，实行异地隔离期互认。对来自或去过疫情

严重国家和湖北地区人员，在异地隔离期互认之外，一律安排集中医学观察隔离 14 天。对来

自全国其他地区人员，只要无病毒密切接触史，理论上已经具备了重新投入生产的“安全”条件，

只需对其严格体温检测和健康申报，根据健康和卫生检疫情况差异化管理即可，避免重复隔离。

当然，“外防输入”分类措施在不同疫情的时间节点应动态调整。“内防局部扩散”主要抓好

两条：第一，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强化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和医疗机构主体责任，

保障医疗供给，提高治愈率。第二，严禁员工走亲访友和聚众娱乐。

用金融纾困保开市复产。从生产函数组成看，本次抗疫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流动资本冲击

较大。如果不加以针对性扶持，恐有一批中小微企业受迫被大型国有企业收购与兼并或者破产

倒闭，势必危及社会就业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疫情之下的金融纾困保开市复产，主要途径是

降成本和提供流动性。在降成本上，由于防疫是公共品，抗疫期间，政府应将直接受疫情影响

的企业成本作为公共服务支出对待，财政对其全额兜底，包括对房租和员工基本工资、五险一

金全部进行财政补贴，并压实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对有贷款的企业利息开支全免，或开展全额

财政贴息。而提供流动性，主要指对中小企业开展贷款展期续期和放宽融资条件。

保障用工助开市复产。本次抗疫对企业的另一重要生产要素“劳动力”也造成重大“损员”

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返工返岗前的医学观察和隔离，造成员工不能及时上岗；一些地方

交通管制和封闭小区以及阻止人员流动的政策，造成外地务工人员无法来苏返工返岗；部分行

业员工闲置，而部分行业需求激增造成用工短缺。因此，全面推进开市复产，应有效解决以上

企业三点用工难题：第一个问题本质是解决远程办公和省际市际的异地隔离互认问题。远程办

公属于技术创新和发展新业态范畴。而解决异地隔离互认在技术上已经得到解决。所以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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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放思想，提倡弘扬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省级联防联控机制，建立点

对点、一站式服务通道，通过专车专列接送员工返岗解决。第三点问题本质是疫情期间独特的

摩擦性失业现象，可以通过倡议开展跨区域和跨行业“员工共享”方式予以协调解决。

用积极财政政策补市场失灵，支撑开市复产。企业和商户的持续经营前提是供应链不中断，

需求和订单不消失，这对一些主要供应商和主要客户来源于疫情严重的国家和湖北省的企业和

商户构成严重挑战。对这部分有可能萎缩的“开市复产”，要依靠扩大政府支出的积极财政政

策来弥补。因此，全省要对既定的政府重大工程和重点工程按快进键，加快复工。当然，考虑

到财政“紧平衡”现实，今年财政的每一笔钱都要“好钢用在刀刃上”。也即着重补市场失灵

的财政支出特别要强调“优化支出结构”。要将有限的财政聚焦于能很快产生较大经济绩效的

投资上，如 5G 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现代流通等。有条件的地方，鼓励财政根据当地平均

工资标准，对辖区企业单位就业人员和农业户口人员一次性发放额度为 1 个月、期限为一年的

电子消费券，促进消费。

正确认识病毒 全面推进开市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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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江苏开放型经济
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张二震   杨继军   倪海清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大局。作为开放大省，江苏在我国对外贸易以及全球

供应链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我省防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外资外贸企业也开始复工

复产。但是疫情已经蔓延到世界不少国家，“外防输入”形势严峻。疫情对江苏开放型经济发

展已形成阶段性影响，前一阶段停工停产，物流不畅等问题，造成企业的资金链紧张、生产周

期延长，经营成本上升，使得国际贸易合同无法正常履约，外资企业生产无法恢复正常运转，

对稳外贸、稳外资形成严峻挑战，也会影响外资企业对我省营商环境的信心，削弱我省在全球

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针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也使得国际旅游以及国际运输等服务贸易受到

较大影响。因此，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当务之急是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稳外资、稳外贸、

留住供应链”，以保障江苏开放型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疫情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影响

（一）生产供应链受阻，出口周期延长

首先，受疫情影响，大量企业延期复工，原定的生产计划无法按期完成。由于江苏的加工

制造业发达，中小企业较为活跃，虽然大部分企业已经复工，但是部分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或

中间投入无法满足供应的现象仍然存在。企业间的生产关联出现间断，致使生产受阻。疫情对

制造业中手机、汽车、电子等行业影响较大，并进一步扩散至全球供应链体系。其次，为了避

免疫情的蔓延，各地实施交通管制，物流运输周期加长，不确定性成本增加，生产原材料无法

按时到位，整个生产供应链受到影响，企业不得不调整生产，产品出口周期延长。

（二）外贸下行压力加大，多因素制约出口

首先，企业出口成本增加。江苏是一个加工贸易大省，主要以机械运输设备和工业制成品

出口为主，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停工期间，工人工资仍需支付，劳动力成本增加。

另外，疫情的爆发导致许多国家航班取消，进出口舱位紧缺，导致国际运输费用涨价，国际订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杨继军，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
院副院长、教授；倪海清，江苏省商务厅综合处处长。本文原载于《理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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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运输成本相应上升。有些国家进出口检验检疫程序增加，海关放行减缓，准点率降低，外

贸订单的交货时间无法确定，交货成本增加。

其次，外贸订单面临被取消的风险。疫情导致企业生产滞后，无法按时履行合同完成交货，

使得原有外贸订单和意向订单面临被取消的风险，国外客户可能转而在海外其他国家找寻替代

工厂，加大江苏外贸下行压力。

再次，国际业务拓展难度增加。因疫情带来的担忧，加上地缘政治等因素，相关国家已采

取减少或者关闭航空、港口、边境的措施，且限制中国人员出入境。江苏省原组织企业参加的

部分境外会展也因有关国家的政策限制而无法参加，省内企业国外市场开拓难度增加，部分意

向订单难以进一步落实，影响企业效益。

（三）外资企业营收下降，损失明显

在各方努力下，全省大多数外资企业处已经复工复产。但是由于疫情影响、供应链不畅等，

生产能力还没有得到完全恢复。外资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同时企业还面临着延期交货的违约成

本。如果持续下去，也可能引发外资撤离，甚至引起江苏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的改变。此外，

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影响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从而影响

新增外资。

二、政策建议

总体看来，新型肺炎疫情短期内将对江苏开放型经济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但由于其冲击

是外生性的一次性冲击，不会影响江苏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因此，我省应该更多地利用产

业体系门类齐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强劲的优势，将政策的着力点置放在

应对短期经济的冲击，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建立外贸企业帮扶机制，确保短期内外资外贸不发

生大范围、大幅度下行，稳定供应链，增强外资对江苏的信心。具体来说：

1. 大幅度减轻内外资企业税费负担，缓解成本压力

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对外向型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惠企政策，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经营困

难外向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处于全球供应链关键或重要环节的外资外贸企业，资金困难

的中小企业，无力足额缴纳“五险一金”的企业，按政策予以减免。对世界卫生组织 PHEIC

认定期内江苏省企业自费投保的短期货物贸易险或出口前附加险，按实缴保费给予补助。对因

物流运输等原因导致不能及时疏运的，在港口原有免费堆存期基础上，适当延长免费堆存期。

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用电、用气、用水等，实行“欠费不停供”。

2. 加大对内外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尽力提供融资便利

加大企业信贷供给。对受疫情影响遇到困难的企业，金融机构不得随意抽贷、断贷、压贷。

对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各金融机构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相关信贷政策和

服务方式，通过完善转贷安排、降低贷款利率、实施信贷重组等多种方式予以支持。对外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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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融资便利，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与江苏

省内各市分支机构加大服务对接力度，全力满足疫情防控融资需求，支持政策性银行与江苏省

各市辖区内的城商行、农商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展政策性信贷资金转贷款业务，利率均低于

同期贷款市场报价水平。

3. 多方努力，推进贸易便利化，畅通经济循环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要用足

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扩大出口信贷投放，适度放宽承保和理

赔条件。及时为企业出具不可抗力证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江苏省分会及时为企业出具

相关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帮助企业应对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未来企业对出具疫情不可抗力

事实性证明的需求将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特点，贸促会江苏省分会应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和企

业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认证策略，在为申请企业提供网上不见面办理、证明邮寄等基础上，提

供更多便利措施，尽力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疫情防控物资的放行，各地海关开辟快速通关专

门窗口和物流监管“绿色通道”，支持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两步申报、提前申报、汇总申报、

担保放行等多种模式快速通关，实行 7×24 小时预约加班制度，特殊情况下可先登记放行，再

补办相关手续，保障物资通关“零延时”。要简化通关手续，降低港口、检验检疫等环节收费，

推出更多外汇便利化业务。

4. 强化对重点外向型企业的扶持，留住供应链关键环节

将企业分类，确保供应链位置重要的企业优先复工。根据外资企业在供应链体系中的位置，

将其划分为一、二、三不同紧迫等级，统筹推进重点企业和产业链配套企业复工复产，系统解

决原材料供应、上下游协作、物流畅通等问题。鼓励企业省内口岸通关，减少企业跨省清关运

输，加速生产运转必须的原材料和中间品进口的放行。对经济贡献度高的企业优先保障复工；

对核心管理人员、一线熟练操作工人优先保障复工；对在手订单足、防控措施实的单位优先保

障复工。加强国内各区域间的协作，推进产业链全链条恢复正常生产，留住供应链的关键环节。

对省内重点的外资外贸企业，协助其解决资金、设备及原辅材料采购、运输等困难，帮助相关

有生产资质审批需求的企业进入审批绿色通道，对有效提升产能的技改项目，给予工业发展专

项资金补助。对认定的高新技术外资企业，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免征增值税，技术转让所得减

免企业所得税，以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江苏是利用外资大省，要千方百计促增量、稳存量，

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扩大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放。要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招商、安商、

稳商工作，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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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应对短期经济冲击 作为政策着力点
张二震   杨继军   倪海清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大局。作为开放大省，江苏在我国对外贸易以及全球

供应链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我省防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外资外贸企业也开始复工

复产。但是疫情已经蔓延到世界不少国家，“外防输入”形势严峻。疫情对江苏开放型经济发

展已形成阶段性影响，前一阶段停工停产、物流不畅等问题，造成企业的资金链紧张、生产周

期延长、经营成本上升，使得国际贸易合同无法正常履约，外资企业生产无法恢复正常运转，

对稳外贸、稳外资形成严峻挑战，也会影响外资企业对我省营商环境的信心，削弱我省在全球

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针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也使得国际旅游以及国际运输等服务贸易受到

较大影响。因此，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当务之急是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稳外资、稳外贸、

留住供应链”，以保障江苏开放型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总体看来，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将对江苏开放型经济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但由于其冲击

是外生性的一次性冲击，不会影响江苏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因此，我省应该更多地利用产

业体系门类齐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强劲的优势，将政策的着力点置放在

应对短期经济的冲击，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建立外贸企业帮扶机制，确保短期内外资外贸不发

生大范围、大幅度下行，稳定供应链，增强外资对江苏的信心。具体来说：

大幅度减轻内外资企业税费负担，缓解成本压力。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对外向型企业包

括外资企业的惠企政策，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外向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处于全球

供应链关键或重要环节的外资外贸企业、资金困难的中小企业、无力足额缴纳“五险一金”的

企业，按政策予以减免。对世界卫生组织 PHEIC 认定期内江苏省企业自费投保的短期货物贸

易险或出口前附加险，按实缴保费给予补助。对因物流运输等原因导致不能及时疏运的，在港

口原有免费堆存期基础上，适当延长免费堆存期。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用电、用气、用

水等，实行“欠费不停供”。

加大对内外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尽力提供融资便利。加大企业信贷供给。对受疫情影响遇

到困难的企业，金融机构不得随意抽贷、断贷、压贷。对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

各金融机构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相关信贷政策和服务方式，通过完善转贷安排、降低贷款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杨继军，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
学院副院长、教授；倪海清，江苏省商务厅综合处处长。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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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实施信贷重组等多种方式予以支持。对外贸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支

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与江苏省内各市分支机构加大服务对接力度，全

力满足疫情防控融资需求，支持政策性银行与江苏省各市辖区内的城商行、农商行和股份制商

业银行开展政策性信贷资金转贷款业务，利率均低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水平。

多方努力，推进贸易便利化，畅通经济循环。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保障外贸产业链、

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要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

工具，扩大出口信贷投放，适度放宽承保和理赔条件。及时为企业出具不可抗力证明。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江苏省分会及时为企业出具相关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帮助企业应对疫情造

成的不利影响。未来企业对出具疫情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的需求将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特点，

贸促会江苏省分会应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认证策略，在为申请企业

提供网上不见面办理、证明邮寄等基础上，提供更多便利措施，尽力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疫

情防控物资的放行，各地海关开辟快速通关专门窗口和物流监管“绿色通道”，支持企业根据

自身情况选择两步申报、提前申报、汇总申报、担保放行等多种模式快速通关，实行 7×24 小

时预约加班制度，特殊情况下可先登记放行、再补办相关手续，保障物资通关“零延时”。要

简化通关手续，降低港口、检验检疫等环节收费，推出更多外汇便利化业务。

强化对重点外向型企业的扶持，留住供应链关键环节。将企业分类，确保供应链位置重要

的企业优先复工。根据外资企业在供应链体系中的位置，将其划分为一、二、三不同紧迫等级，

统筹推进重点企业和产业链配套企业复工复产，系统解决原材料供应、上下游协作、物流畅通

等问题。鼓励企业省内口岸通关，减少企业跨省清关运输。加速生产运转必须的原材料和中间

品进口的放行。对经济贡献度高的企业优先保障复工；对核心管理人员、一线熟练操作工人优

先保障复工；对在手订单足、防控措施实的单位优先保障复工。加强国内各区域间的协作，推

进产业链全链条恢复正常生产，留住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对省内重点的外资外贸企业，协助其

解决资金、设备及原辅材料采购、运输等困难，帮助相关有生产资质审批需求的企业进入审批

绿色通道，对有效提升产能的技改项目，给予工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对认定的高新技术外资

企业，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免征增值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以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

江苏是利用外资大省，要千方百计促增量、稳存量，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扩大金融等服务

业对外开放。要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作，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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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推动大中小企业尽快全面复工达产

张远鹏①

2 月中旬以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逐渐复工，但存在“复工不达产”与可持续性问题，同时，

全球化时代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要求大中小企业同步复工复产。目前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面临

的主要困难在三方面：缺工、物流、审批。顺应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变，各地应该

勇于担当敢于作为。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不达产”与可持续性问题

综合媒体报道，截至 3 月 2 日，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排名前五的省份为贵州、浙江、安徽、

江苏、重庆，都在 95% 以上。根据江苏工信厅资料，截至 2 月 28 日，江苏规上工业企业复工

率 98.7%，企业人员返岗率 74.5%。但即使人员返岗率最高的无锡市（89.5%），高压工业用电

企业中（有部分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实现基本复产的才达到六成，我们了解的情况也是大企业

复产最多六成。规上工业企业复工不达产是一个问题；因为原材料、零配件的供应、客户提货

速度等，数周之后，规上企业复工复产的可持续性也可能成问题。

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要求大中小企业同步复工复产

疫情缓解后的复工大企业先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中小微企业迟迟不复工，大企业

复工达产不可持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过程的网络化、链条化，为提高效率很多企业按

照现代管理理念把不是体现企业核心能力的部分产品与服务外包，推崇即时生产，零库存模式，

在目前疫情下，无法找到替代企业，这样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每个企业实际上成了同等重要，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无论是核心零部件还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一般零部件都同等重要，

甚至是一个小配件也会让整个产品完不了工、下不了线。韩国汽车产品所采用的线束 87% 以上

来自中国，2 月初，由于疫情供应中断导致整个现代、起亚、双龙及外资雷诺汽车生产线大面

积停产就是最新的例子。所以大企业复工达产的可持续性有待于与其配套的中小微企业的后续

复工达产。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克俭披露，2 月 26 日，工信部披露全国制造业中小企

① 张远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动大中小企业尽快全面复工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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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复工率达到了 43.1%，这远低于规上工业企业。另一方面，很多中小微企业迟迟不复工面

临着订单流失、合同违约风险，其中对外贸企业影响尤为严重。

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主要困难

第一是缺工。不少企业的员工来自外省市，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员工来企业后，都

要实行隔离 14 天措施，有的市还规定要去指定医院的传染科隔离，员工担心隔离反而带来感染，

不愿意过来；有的省市少数地区防疫措施层层加码，到现在还不允许出村。

第二是物流。很多东南沿江省份的司机来自外省市，不能到岗，物流公司及企业运输人手

不足。部分省市际的交通还没有完全通畅，或者因为隔离要求司机不愿意去，造成运费大涨，

有的高达之前的 4 倍。

第三是审批。有的中小企业即使想复工但是买不足口罩、消毒水、体温仪器等防疫物资，

有的没有足够给员工隔离的宿舍，通不过复工审批方案；有的地方的审批比较复杂，要求比较高，

通过难度大。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大中小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突出问题是缺工，东南沿海缺外省市的工人，

因为缺工，开工率不足不达产，因为缺工，缺司机、操作手，物流不畅，企业不同步复工复产，

面临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所以要求中小企业跟上大企业复工的步伐，实现完全的复工

达产。不然就陷入中小企业观望——供应链、生产链有不稳定的风险——继续观望的死循环。

顺应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变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准确分析把握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目前全国多省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已经持续十天以上，当前工

作阶段的主要矛盾仍是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不过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变为经济

社会发展，体现为全面复工达产。

（一）停止过度防护重复隔离，确保企业员工和务工人员及时返岗

1. 推广青海省做法，外省来的务工人员，由户籍地、居住地、所在企业、用人单位等任何

一方提供证明：到本省之前 14 天无病史、与病患人员无接触史、无湖北旅居史、经检测无症状的，

不再进行隔离，由用工单位自行进行符合要求的健康管理，企业所在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监管到位。

2. 制定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时间表。工商企业的外省务工人员原则上 2020 年 3 月 8 日前到岗。

不复业的，不享受国家、省上及相关部门出台的促进企业复业的各项优惠政策。

3. 省内返岗务工人员，用工单位实行符合规定的岗位健康管理，由企业所在地疫情防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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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导小组负责监管到位。户籍在外地，有证明上岗前 14 天在本省且没有外省活动史、没有

与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史的视同省内返岗务工人员。

4. 用工单位要向企业所在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报备外省务工人员的健康管理方案，当

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在 24 小时内审核答复，不符合规定的，要在 24 小时之内协助完成

现场整改达标，24 小时内不答复的视同同意，出现问题由当地受理报备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

（二）分类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审核，加强“事后监督”

1. 对国内中风险地区企业复工复产实施审核制度。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自查各项工

作的基础上，由企业按隶属关系向所在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在网上提出复工复产申请，只

报送疫情防控方案，有关地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在收到复工复产申请后 24 小时内向申报

企业作出回复，逾期未出具回复意见的视为同意，申请企业可自行开工开业。企业防控方案不

符合条件的也应在 24 小时内帮助完成修改，按时开复业开复工。实行不见面一次审批，杜绝

层层审批，多个部门审批。

2. 对国内低风险地区企业的复工复产不再办理报审手续，由企业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措施的前提下，自行开复工。

3. 根据防疫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疫情防控方案要求。企业疫情防控方案要求不

能“宁左勿右”，不层层加码，不做极致要求。学习新加坡疫情防控方式，严格防疫措施，加

强监控，迅速反应。

4. 企业所在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或专业部门要指导监管到位。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复工后的监督，有关部门认真开展巡查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是否到位，突击检查可能有问题

的企业，运用网络等各种手段进行信息收集和监管。随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防控地区类别作出

调整的，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审核要求随之调整。

（三）加强省际、市际沟通协调，确保人员到岗

疫情之下，多地实行网格化管理，封村封路封小区之后，有的省份政策落地滞后，外出务

工人员出行打工仍有困难。如果对方省份有些地方不放人，其他省可以开展省际双边磋商协调、

市际协商，国家工信部也可主动出面协调。

（四）推动各地建立企业应对疫情专项帮扶机制，落实政策做好服务

推动各地工作下沉、服务上门，为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保障。口罩等市

面上紧缺的防疫物资，即便企业愿意付出高成本，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都难以买到，各级政府

应专人联系采办；省市应派出复工复产联络员，跟踪了解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复工复产的情况，

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需要跨部门、跨地域解决的问题。用工单位采取点对点方式接送

员工返岗，接送有困难的，由当地政府协调解决。地方政府各部门会同抓好已经出台的财税、

金融、社保等方面优惠政策的落实。疫情责任承担比较棘手，有条件的地区，政府可联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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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尽快设立特种保险。

区分特殊情况下的责任，化解对偶发疫情的担心。对于一些意外事件，如潜伏期超过 14

天以上的外来输入病例，如果当地政府已经切实按照各种规程做好防疫准备，各省政府承诺不

再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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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中的信息传达与社会治理
赵永亮①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对疫情实现了卓有成效地控制，充分体现了举国体制的制度

优势，但在早期疫情信息披露方面也暴露出公共治理水平的严重不足。应该说，在疫情发生的

早期阶段，信息公开的缺位呼唤社会媒体补位，地方政府对待民间舆论的对立态度导致社会情

绪分裂。政府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关切，全面倾听民众声音，在全社会共同参与下，

更好地推进疾病防控工作。

疫情信息应该由谁来公布？

2019 年 12 月 30 日，李文亮因在同学群中提醒防范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而被派出所“训

诫”，此事被网友挖掘后引发全国热议。李文亮病逝后，这一事件更是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当传染病爆发或流行时，老百姓迫切需要了解真相，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像李文亮医生一样

的社会大众无权公布传染病信息，而政府部门迟迟未发布警示信息，不知情的武汉民众未采取

任何防护措施导致传染病以几何级数蔓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武汉市级部门无权公布

特定传染病疫情信息，武汉市疾控中心获悉传染病信息后应当报告武汉市卫健委，由武汉市卫

健委报告武汉市政府，同时报告湖北省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湖北省卫健委在获得国家卫健委

授权后才能披露疫情信息。

疫情信息公布主体设置过高，容易导致疫情信息公布迟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朱颖等曾撰

文指出，“加设关口的规定无疑有碍大众获取信息，损害了人民的知情权”。“特别是一旦疫

情等突发应急事件发生，如果地方领导瞒报或缓报，新闻媒体又不进行舆论监督，导致疫情信

息滞后。但疫情事态的发展不会停滞，这就容易造成被动，甚至引发全局性甚至世界性的问题”。

这一次新冠病毒事件，将推动国家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司法部已经表示着手进行相关法律

的修订工作。

尽管根据《传染病防治法》，武汉市政府确实无权公布疫情属于甲类传染病还是乙类传染

① 赵永亮，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盐城工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中的信息传达与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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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但这并不意味着武汉市在信息通告、疫情控制等方面无能为力。根据《财经》杂志采访专

家获得的建议，武汉市政府可以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

等法律、规章履行法定职责，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警示信息，比如发布武汉市有多少人正因为

一种不明的病毒而侵害，并且提醒大家，这种侵害有可能具备传染性。在国务院还没有确定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进行甲类传染病防控的情况下，武汉市可以把它作为乙类传染病进行防控。实

际上国家早在 2006 年就已经一次性将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和二级响应权限授权给

省级政府；三级响应权限在地级市和省直管县政府；四级响应权限在县级政府。武汉市疫情公

布不及时，不完全在于湖北省和武汉市是否按照法律程序去做，还在于官员是否充分了解法律、

规章，以及是否充分履责。

如何界定谣言？

关于李文亮在大学同学微信群中传播“华南海鲜水果市场确诊 7 例 SARS”信息而被辖区

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训诫的事件。一位微博评论者这样评价辖区派出所的做法：“山上有只东北虎，

看到的人下山说山上有只华南虎，结果被抓了，说人家造谣，山上根本没有老虎，后来很多人

在山上被咬死了，又说那几个造谣的没有说准是东北虎还是华南虎，仍然算造谣，偏偏忘了‘没

老虎’才是最严重的造谣”。派出所对李文亮提出警示和训诫，认定为谣言，其向普遍公众传

递的信息就是并没有出现任何新型的传染病，公众无须恐慌，也无须采取任何特别的防护措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安派出所未经核实就对李文亮进行处罚，其行为本身是在向社会公众传

递危害更为严重的错误信息。

1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贴出文章认为，在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罚的 8 名发布“华

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 7 例 SARS”的案件中，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的确可以认定，但是

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

SARS 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

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所以，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

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

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

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

新华社 2 月 7 日消息称，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

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人民网网评称，中央果断派出高层次调

查组，足见对此事的高度重视。全面调查，还原真相，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是人民群众的

殷切期待，也是中央发出的强烈信号。

如何让疫情信息迅速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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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亮事件折射出疫情信息社会治理的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在无须承担责任的自然灾害面

前，往往及时公布信息并作出反应。而面对疫情，往往会选择推迟公开、选择性公开甚至隐瞒

信息，这既可能是由于担心公布疫情就要承担引发社会恐慌的责任，又有可能是由于担心公布

疫情就要承担疫情控制不利的责任。如果缺乏法治，打击谣言的手段可能摇身一变变成了让民

众噤声的工具。沉默之后的社会虽然取得暂时太平，却无法阻挡疫情的蔓延。毕竟，政府官员

并非医学领域的专家，对形势的误判最终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

的社会，依靠消息封锁最终只能是掩耳盗铃。

这次事件并非一起孤立事件，初期对疫情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未向社会大众及时公布

疫情信息的情形在 17 年前的 SARS 事件中就曾经发生。官方信息的迟滞必定会引发社会的恐慌，

人们在不能及时得到官方权威信息时只能依赖社会媒体和亲友之间的口头信息。正如最高法微

博文章所述，如果谣言一次次被现实证实，那么群众在突发事件面前，会自然地选择相信谣言。

经此一役，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我们

宁可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些，宁可把对群众的警示讲得更严肃一些，宁可把局势形容得相对严

峻一些，以此激发起群众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度重视，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类似特殊战争。

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是 SARS 事件的历史重演，可以说，初期造成疫情扩散的原因基本上

是相同的。如何从过去的灾难事件中吸取教训，改变旧模式、旧观念、旧习惯性，从机制体制

上保证疫情不会再次重演，是本次疫情之后留给社会的重大课题。本文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入

手提升信息发布的及时性：

一是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扩展疫情信息公布职能部门，下放疫情信息公布权限。

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关于疫情信息公布的规定，应赋予基层卫生行政部门一定的疫情信

息公布权限。在未确认传染病属于何种性质时，可以公布传染病发病情况信息，并要求官方媒

体予以报道，指导基层部门及时开展疫情控制工作。疾控中心为卫生健康委直属事业单位，是

专业性非常强的职能机构，负有开展疾病预防控制、传染病监测与评价、疾病预防控制关键科

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等职责，应赋予一定层级的疾控中心直接公布疫情的权力，应做好体制机制

设计使疾病信息发布不受地方政府牵制。同时应简化行政报告流程，提高疫情信息上报效率。

应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加入疫情信息公布的硬性规定，达到触发条件必须公布疫情，避免受

到人为因素干扰。

二是依法保障新闻媒体对基层部门监督的自主权。中国有三百多个地市级行政区划、近

三千个县级行政区，约四万个乡镇行政区划，在疫情信息方面无法保证每一级地方政府机构在

疫情发生时都能履行职责，应给予媒体特别是深入了解本地实际情况的地方媒体宽松的环境，

保护新闻工作者享有法定自主权和自由度，使他们能够切实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弥补政府信息

收集的迟滞、失真等不足，使新闻媒体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

三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力量，构建群众监督体系。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微信、微博、   博客、

论坛等新媒体成为聚合民众意见、纾解公众情绪、表达不同观点的主平台和主渠道，舆论主体

新冠疫情中的信息传达与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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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泛化和多元化的新格局。对个人发布的基于基本事实、善意的信息应给予充分尊重，保

护个人信息发布的权利，保护个人发布的合法信息不受随意删除、屏蔽。应善于利用社交媒体

数据预测、捕捉突发事件信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

性、针对性和专业性。2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会议的重要内容。习近平

提到 15 个体系、9 种机制、4 项制度。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

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3 月 1 日，

习近平在《求是》发表文章指出，要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

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面对建国以来传染性最强、防控难度最大的疫情，中国

付出了重大代价，为全球疫情控制赢得了时间，表现出大国责任担当。制度上的优势，既应当

体现在宏观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动员体制的优势，还应当体现在能够充分发挥微观个体积

极性、激发民众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优势。疫情防控工作，应增强信息透明度，健全国家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能力，在全社会共同参与下，改进公

共治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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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加快恢复经济常态
张二震①

江苏是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十分之一；江苏是实体经济大省，先进制造业占比接近

50%；江苏是开放大省，利用外资全国第一，对外贸易全国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几乎影响到国

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效的背景下，江苏经济加快恢复常态，

对于江苏决战建成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关键作用，对于

稳定全国发展大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经济运行从几乎“停摆”到恢复经济发展常态，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2 月 21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

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

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

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江苏如何加快恢复经济常态指明了方向。恢复经济常态，复工复

产是重点。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只有企业活了，整个经济才会活，企业正常运转了，才有

产出，才有就业，才有消费，社会经济才能恢复常态。可见，搞活企业是恢复经济常态的关键。

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疫情发生以后，由

于停工防疫，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江苏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遭受重创，很多企业苦苦

支撑，甚至面临倒闭破产。这个时候，政府必须出手，首先要让企业能够“活下去”，才谈得

上恢复发展。这次疫情进一步显露了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已经出台的

财政贴息、大规模降费、缓缴税款等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企业。要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

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可以考虑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把一些在正常

情况下本该实行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改革政策转化为长期性政策，切实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增强

“造血”功能。特别是小微制造业、服务业企业，本小利薄，但是对于经济运行和就业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要突出将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和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作为长期的政策导向。

恢复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企业正常运行的外部条件。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使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群众》（思想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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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循环重新恢复畅通，是全面恢复生产秩序的重要一环。总体看，江苏应该属于较低风险区，

更有条件也更应该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率先在全国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

不误。事实上，江苏在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作为实体经济大省，特别要注

意呵护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疫情防控导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停摆”，直接引发产业

链、供应链的中断，对企业运行带来极大困难，危及发达的制造业分工体系。产业链环环相扣，

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运转。省内外区域之间要加强上下游产销对接，推动产业链

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要打通人流、物流堵点，放开货运物流限制，确保员工回得来、原料供

得上、产品出得去。要加强对企业复工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特别是要加强防疫服务和畅通

物流管理。通过与企业的沟通，及时梳理哪些事情是企业正常运行必需的环节，以及受疫情防

控的限制单靠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比如，复工复产，交通运输是“先行

官”，必须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做到“货畅其流”。如果说物流是经济运行的

血脉，金融就是企业运行的血液。由于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面临资金链紧

张甚至断裂问题，应加大金融支持。这些单靠企业和市场是无法解决的，各级政府必须主动作

为，主动服务。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了，就会启动经济社会循环，市场“元气”

就会迅速恢复。企业这个经济运行的“细胞”活了，产业发展的“生态”恢复了，市场这只“看

不见的手”就会自动引导企业恢复经济活动。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发展新兴产业，进一步激发市场和企业活力。总

体上看，江苏市场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但还应在促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继续起引领和探路

作用。比如促进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集体土地

制度改革。加快向民营企业放开放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的

市场准入，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释放增长潜能。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

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江苏民营经济发达，企

业家敢闯敢拼，发现商机、创新创业能力强。一旦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准入有了新突破，打

破行政性垄断有了新进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会有大发展，江苏经济就会更具活力。

高度重视外资企业的复工复产，千方百计保障外资企业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转。这一点对于

江苏特别重要。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了很大冲

击。江苏是开放大省，从某种意义上说江苏制造业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外资也已经深

度融入江苏经济，成为江苏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资企业恢复常态运行，不仅对江苏经济

恢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直接关系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因此，帮助外资

企业及时复工复产，不仅是江苏经济恢复常态的需要，更是增强外资对江苏长期信心的需要。

一是要保障外贸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特别要优先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

服务链中具有关键环节的外资企业、掌握关键或者核心零部件的外资企业、形成关键模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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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资龙头企业复工复产。江苏要加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优先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

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恢复生产供应，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要利用江苏产业体系门类

齐全、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强劲的优势，加强内外资企业的协同合作，全力应对疫情带来的短期

经济冲击。

二是切实落实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凡是给内资企业的救助帮扶政策，都无条件适用于外

资企业，切实减轻外资企业负担。外资企业是成熟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的重要来源，对认定的

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实施同等政策帮扶，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稳定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三是大力推动外贸新业态，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推动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鼓励省内

各地积极创新发展各类贸易业态，推动苏州、南京、无锡等地用好综合试验区政策，加快发展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推动传统内贸专业化市场转型升级，实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培育数

字经济，发展数字贸易。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传统的“面对面交易”，大量线下

需求转移到线上，激发了大量创新业态，促进生产管理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这些

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有利于经济恢复发展。

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加快恢复经济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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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口罩短缺的
非常经济学启示录

吴跃农①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之时，我们遭受了新冠肺炎疫情两个“措手不及”的凶悍打击，一是对

社会医疗单位应急能力的打击，武汉、湖北暴增的新冠肺炎患者与疫区医院、医护人员数量对

比悬殊，打了省市县社区乡镇常规医疗单位应急能力一个“措手不及”；二是对口罩生产供应

侧的打击，医护人员 N95 医用口罩等和百姓防范新冠肺炎口罩需求量之大，打了口罩生产供应

侧和市场配置一个“措手不及”，应对新冠肺炎凶猛攻势，全社会动员起来隔离和围堵战斗，

却“一罩难求”缺乏战斗武器，处于“七八个人一条枪”的窘迫状态。

我这里要谈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一罩难求”，事关口罩类生产供应侧和市场配置

的非常经济学启示录。

第一，从常态经济到非常经济，从产品的市场饱和到市场短缺，从产能过剩到产能严重不足，

极速翻转。——启示所有企业、产业都必须有“双重身份”意识。

如果要问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口罩生产行业或者大多数制造业最大的苦恼是什么，不用说，

就是市场饱和。2019 年 10 月中国市场主体超过一亿，制造业大省江苏超过 1000 万，其中

95.5% 是民营企业，这既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机勃勃好讯息，另一方面，也是市场饱

和企业生存不易互相挤压的新警讯，特别是对于传统产品市场，企业保住市场份额不易，拓展

市场更不易，在一亿多市场主体的拚抢动能作用之下，各产业激发的创造进取精神及竞争之激

烈，没有哪个行业是不产能过剩的，产能过剩不只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学那种靠市场来优胜劣

汰，因为市场留下的优胜者们也还是过剩，怎么办？饭要大家吃，政府之手还是要平衡产业的，

对于一般产品，是不能让最能者、最强者完全通吃的，所以，优者们在国内市场不能完全再竞

争拚杀，大家都要按指令收缩生产、压缩产能，这是新常态经济绕不过去的较稳妥解决办法。

新冠肺炎疫情前，口罩就不是小众产品，是基数较大的日常用品，是医疗护理人员、餐饮

服务业、化工企业、农药制造和作业行业、采矿业、文艺界等日常工作配备以及近十多年来一

部分自我保护意识强的大中城市居民出行防雾霾必备。中国有 14 亿人口，放眼全球市场，口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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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的需求量则更大。因此，中国拥有全球近一半口罩产能，每天可生产 2000 万只口罩，2019

年中国大陆地区口罩产量超过 50 亿只，产值达到 102．35 亿元，其中可用于病毒防护的医用口

罩占比高达 54％。这应该是常态市场基本趋于饱和的庞大产量了，会使企业产生口罩“不可能”

有急剧扩张产能可能的麻木惯性思维。然而，在新冠肺炎突发事件面前，口罩的产量、储量与

暴发式增长的全民需求量、消耗量相比，立即市场短缺，特别是医用口罩的“一罩难求”，竟

然成为全社会焦虑，海内外市场顷刻买空，即使加上中国产口罩扫货迅速海外回流，还是左支

右绌，捉襟见肘，口罩短缺是新冠肺炎之殤中痛，更是企业生产、市场配置之痛。

这给生产企业、供应侧提出了新时代企业的新定位问题，不只是口罩相关的产品生产，所

有行业的企业，在平时有没有一种“双重身份”的清醒意识和定位？企业生产是具有双重性的，

作为世界制造大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企业有处于和平稳定常态经济市场

饱和下收敛产能的焦灼一面，也会处于社会突发事件、非常经济社会动荡时必须应对暴发式“刚

需”扩张产能的乏力另一面。新冠肺炎阻击战的口罩非常经济学实际上最生动阐释了社会危机

与企业生机、企业责任担当的辨证关系，企业必须有“双重身份”意识，必须有“两手准备”，

既要在常态经济市场饱和中挤压式求生存，又要在非常经济市场突变短缺中迅速释放产能、扩

大产能，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刚需。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给市场主体发出明确信号，企业复产投产扩产转产以及跨界生产的行

动是迅速的，但总体上还是慢了一拍。有春节放假客观原因，骨子里还是企业家精神血气不够

充沛和嗅觉不够敏锐的问题，企业家有没有社会危机发生、最初蔓延异常气息的直觉敏感度，

并下决心冒风险投资扩大生产？

——启示所有企业都要敏锐感知风起于青萍之末的社会异动和市场突发刚需趋势，有提前

发动扩大生产的充分意识和敢于冒风险投入的果断行动。

我国是轻纺制造业大国，平时不起眼的、日常大基数、处于市场饱和的、不需要很高创新

技术含量的传统轻纺产品口罩，在突发事件时会瞬间突转，成为“第一刚需”而供不应求，这

说明很少有企业平时绷紧社会突发事件危机之弦，有充分意识、有积极状态、能够抢先启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恰逢春节劳动者返乡，等市场信号已经强到不能再强时，许多口罩专

业生产企业想立即复产并投入扩大产能，已经是有心无力。只有湖北当地一家名叫稳健医疗的

民营口罩专业生产企业，从最初的蛛丝马迹中捕捉、识别到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危害性及与企

业产品的关系性，预警意识极强，12 月 20 日停止企业人群集聚式会议，指令本部和各地分公

司加紧生产发货，1 月 10 日距春节还有两周，即明确企业所有口罩生产线春节不休息，突击生

产口罩和发货，至 1 月 26 日生产了 1.089 亿只口罩（包括 N95 口罩、外科口罩和护理口罩），

平均每天供货 286 万只。

我在论述企业家创新行为时，强调过“双向创新”问题，即创新不仅有“向上”高质量高

新技术创新达到创造市场、引领市场，还同样有“向下”创新满足市场百货日用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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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质优价廉做到别人不可能，形成市场优势，日常生活产品基于国内和全球人口基数的市场需

求是巨大的，能够持续做到价廉物美市场优势，这同样有企业家精神的决定作用。而能够面向

日常生活面，应对社会突发事件，有快一拍的预警和预期，在传统的饱和市场中最早捕捉到社

会动因引发的暴发式“刚需”信号，对饱和市场作出突转短缺的判断，抢先行动，敢于冒风险

加班加点开足马力生产，其勇气和智慧亦是非同寻常的，这同样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

无疑，稳健医疗是这样少有的具备企业家创新精神特质的企业，这固然有企业处于湖北疫情地

区风口的特殊先感觉，更要有其敢冒风险和充分风险把控能力。但作为企业，特别是口罩专业

对口生产企业，只要不是按照稔熟套路不加思考安排生产，能够保持足够敏感触角，在如此发

达的当下互联网信息社会，同样也是能够在纷纭芜杂的信息中敏锐识别、捕捉社会异动和与企

业生产关联的市场变化信号的。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当然有敢于冒风险创新先行者与跟风相对安全模仿者的一般市场规律，

使产品从短缺、价高者得到迅速的饱和、价廉普惠社会的过程，但对于突发性社会事件来说，

提倡更多的企业有“先知先觉”成为先行者，同向协力迅速投入生产，为社会做出贡献，即使

做不到“先知先觉”，慢半拍也比慢一拍、二拍要强得多。

远隔武汉千里的江苏红豆集团转产速度较快，转产普通服装为防护服及口罩，但遗憾的是，

现在大部分投入口罩生产的企业都是在 23 日武汉封城后以及春节假期宕延的强政策信号中才

开始有清醒意识和反应动作，着手扩大产能，或者转产、跨界投入口罩生产。国企中石化、广

汽集团以及民营车企比亚迪等也都“跨界”生产口罩等医护物资，根据工商注册变更信息为标

准的统计数据，至 2 月 7 日，全国超过 3000 家企业经营范围新增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

测温仪、医疗器械”等业务，全速涌入口罩等肺炎疫情物资生产。由于这些企业均是在市场信

号已经很清晰的情况下出手的，从规划设计、形成产能、投入生产到出产品，基本要到 2 月中

下旬，有的“跨界”生产企业要到 3 月上旬才能出产品，他们的行动是值得称赞的，但总体上

确实不是慢半拍，而是慢了一拍、二拍，有远水不解近渴的遗憾，没有抢先第一时间形成雪中

送碳的强效应。

这是因为，春节延假后，从 2 月 10 日开始有序全面复工，初步估算，我国二三产就业人

口总计 5.3 亿人，不算其它社会界别的工作人员，理论上每人每天一只口罩的话就需要 5.3 亿

只口罩的天消耗量，退一步保守计算，仅二产＋医疗工作人员＋交通运输业复工，每天也需要2.38

亿只口罩。而这些新投入口罩生产的企业全部出产品，汇入已有口罩企业产能所达到的产量，

也才日产 2 亿只的水平，而目前全部产能仅是 1 亿只，市场保守缺口达 50% 的巨量，一般的缺

口达到 75% 以上，算上我国城市化率达到 60% 以上，人均应有口罩数应该在每天 10 亿只左右，

口罩产能面向国内市场的缺口保守估计在每天近 7 亿只的巨量之中，这还没把同样突转刚需的

全球口罩市场算在内。

这里，口罩非常经济学提出的不仅仅是口罩问题，且不说许多民营药企平时宣称拥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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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官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有强大研发能力，在更早之前是不是已经开始投入人力财力争

分夺秒研制新冠肺炎新药？从当前情况及科学家预测看，气温升高引发干旱缺水及海平面升高

对我国沿海城市及产业的影响，起源东非、迫近我国东南边境的大面积蝗虫灾害引发农业危机

等等，甚至可能的局部热点军事冲突，这些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社会趋势，是不是还会引发波及

国内一系列日常产品的社会暴发性“刚需”？还有多少风起于青萍之末的信息要企业去感觉、

捕捉？生产企业首先要具备社会异动、与企业生产关联市场变化的敏感洞察力，而且所有企业

平时都必须有这个意识，要有这个准备，能够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积极预警状态，关键时

刻能够挺身而出，迅速形成生产力，抢先一拍快速扩张产能或新建产能。　

第三，“双强驱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鲜明优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互相促进，不

仅体现在决策规划、政策宏观指导性与市场配置资源有效性的合力推进，也应该是政府部门微

观的、解决企业具体问题、细致服务企业的快速到位，能够强有力促进市场主体具体突击生产

目标任务的完成。

——启示所有企业都必须充分把握有为政府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更体现

于口罩非常经济政府相关部门在企业扩大产能、新建产能或转产、跨界生产中应第一时间到位，

积极主动提供优质服务助推企业快速行动。

“双强驱动”的“政府之手”作用体现在国家政策层面全力支持口罩生产，特别是医用口

罩的生产。2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以及工信部等 3 部门联合发文表明政府将为愿意生

产医疗产品的企业提供资金、生产场地、原材料和设备支持。

然而，事实上政策落地并不尽如人意，口罩产能释放、生产速度还是没有预想那样跟上来，

除了上面分析了截止 2 月 7 日 3000 家新增口罩生产的企业还是慢一拍的原因，还有一层原因是

企业抢时间非常加速生产的“实质”遇到具体技术质量监管部门常态管理下不能让他们迅速获

得生产“资质”，他们产品难以进入市场的问题，这是“政府之手”在具体细节处的作用慢了

不是一拍、二拍，而是慢了很多节拍的问题。

一方面是企业尽可能快速地投入转产、跨界生产，希望能够抢在时间前面进入口罩市场；

另一方面，口罩生产尽管技术资金门槛不高，但医用专业口罩、包括医用防护口罩等的生产却

是有“资质”门槛的。尽快解决生产企业的“资质”问题是关键，这关系到企业能不能真正形

成有效生产、实现社会经济价值。而要获得“资质”却是有复杂申报获批程序和时间过程性的，

这阻挡了生产企业急火攻心的快速行动和市场价值、社会效益的实现，同时还造成一批“非法”、

“三无”口罩的生产、营销，并被不断绳之以法，如果只是没有“资质”而实质上是合格的、

优质的产品，这个问题出在 哪里，不言自明。

如笔者这几天调研到某服装企业是技术质量过硬、品牌信誉强的优秀企业，尽管转产时间

早，技术质量准备充分，生产了医用防护服，但不能很快解决产品“资质”问题，一纸不具生产“资

质”的判定，使抢先生产的几十万套防护服进入不了缺口巨大的医用防护国家采购统一调配，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口罩短缺的非常经济学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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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一腔好心情破碎，只能杀鸡用了牛刀，改用于其它行业的一般防护。这是企业不够“资质”

么，企业严格按照医用质量标准春节期间即投入生产，关键是相关部门还是要“先批准”允许

生产才能生产，而在如此紧急关头，难道不能变通为企业先生产再检验合格给予“资质”放行？

难道不能企业边生产边验证通过“资质”放行？难道不能鼓励企业突击生产，如果有做的不到

位的地方迅速改进提高？总之，不认企业的生产质量“实质”，先得按照常态管理来不紧不慢

申请企业生产“资质”，这是企业和市场都能消耗得起的时间么？这是打人民战争、总体战的

节奏么？显然，这种常态管理服务与企业面对突发事件的非常生产是完全脱节的，是不适应形

势要求的。

中石化是国有企业，知道获取“资质”之难，采取的是把十一条生产线及化纤喷布料作为

投入，寻找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合作生产的办法，中石化通过一定时间寻找撮合，才得以进

入实质性口罩生产。而他们转产口罩，主要还是解决本企业庞大的劳动员工的需要，是自身劳

保生产之举。

《道德经》有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现在口罩市场缺口巨大，

产能却不能有效释放和新建，卡在企业生产“资质”细节上是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呼吁相

关具体部门改进、变通常态经济运行管理方法，“亲、清”政商关系不是理念和口号，而首先

是实际行动，政府部门要适应口罩非常经济，在坚持质量标准的前提下，以灵活的办法，下沉

企业通过积极主动技术标准指导，帮助和推进企业释放产能、扩大产能、新建产能，使生产“实质”

与标准“资质”迅速名实相符，以“店小二”的精神、作风为企业赋能，实现快速生产的有效性、

市场进入的畅通性、满足人民刚需的及时性。

口罩短缺非常经济学的另外 5 点启示

1. 企业生产及生存发展还是要将市场信号放在第一位

“双强驱动”下，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规划的政策信号十分重要，企业按照政策导向安排调

整产业方向和生产完全是可行的、正确的。

但在即时的具体市场产品信号方面，市场产品信号一定是快于相关政策信号及鼓励投入生

产的具体举措的，对于企业来说，在具体生产问题上等相关政策明确信号后固然减少了风险，

但企业作为企业的市场价值、社会责任和贡献作用则是滞后减弱的。

2.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包含分享意识共赢精神

特别是在捕捉到非常经济市场信号时，抢先行动值得嘉许，通过行业商协会或者其它相关

渠道分享自己的独到判断，带领或启发更多企业更快投入生产，则更值得嘉许，这个道德性的

要求似乎有点高，但也是合理的，这是更具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具优秀企业家家国情怀的大格

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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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口罩等非常经济产品，不会是通常的先上马企业获暴利、众家跟随通过竞争平抑价格

的完全市场配置过程和价格从高向低的走向，国家一定会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包括限价），

不会让企业获得短缺产品价高者得的绝对利润。非常经济市场刚需之大，不是那几家企业能够

包揽的，企业只有在扩大生产或分享信息形成更广泛的合作，促进更多企业投入非常经济，在

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贡献社会的相对较好的扩大产能、新建产能的不薄产量利

润。

3. 口罩制造产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超朝阳产业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是人民战争，是总体战，也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艰苦战斗，口罩是基

本装备，其市场刚需量是以每天亿只为计算单位的，不只是朝阳产业，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超朝

阳产业。

前面分析的国内市场需求量是 10 亿只一天、保守是 7 亿只一天，十分清楚地表明口罩已

经是日常刚需，刚需到什么程度？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得加口罩为八件事，不要以为对

口罩的刚需数字估算是夸张的，印度日前的 3000 多人隔离、3000 多人疑似，以及已经有 24 个

国家此起彼伏的发病数，意大利韩国日本美国德国均陷入新冠危机之中，这或许只是中国以外

的一个防护意识、普遍防护行动的开始，日本最新决定三月起口罩月产量增加一倍超过六亿只，

美国口罩生产严重不足，对中国医护产品实行全面零关税，这同样说明当前国内企业对口罩生

产的投入、释放产能和扩大产能、新建产能根本不是什么多了，还是很不够的，口罩产业的扩

张空间是天量的，即使最终全球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口罩还会是一个较大的日常保有量，希望

担心口罩生产会很快多头转空头的企业放弃错判和犹豫，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扩大产能、新建产

能投入口罩生产，满足国内和全球市场暴发式刚需。

4. 口罩生产依然有着创新的充分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前面分析了口罩并不是技术创新含量很高的传统轻纺产品，但并不意味口罩生产不需要创

新，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口罩专业生产强国，一些医用品牌还是在欧美手中，同样，口罩生产需

要以市场客户佩带的舒适度、安全度和满意度为指令技术提高，口罩创新依然有充分的可能性、

必要性和迫切性。

口罩生产从产品类别上讲，根据国内国际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和价格承受，还是可以有高

中档产品和普及型产品之分的；在口罩性能上，一般性、装饰性口罩有转产为安全防护性的迫

切性，需要基本的技术融合创新；在具体产品创新质量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在保证安全性的前

提下原材料的创新问题？使原材料足够持久供应并使成本更合理地降下来？在口罩形状设计

上，是不是还有一个不使长时间佩带（特别是医护人员）压磨破鼻梁的技术创新，把这种磨损

性降为零？而戴近视镜者佩带口罩还有一个出气模糊镜片的麻烦问题，这在口罩上下透气上是

不是也有创新余地？口罩的一次性使用和多次性使用结合的内胆外壳制作上是不是有很大创新

空间？等等。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口罩短缺的非常经济学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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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营物流企业具备迅速供货全国、全球的能力，而要实现这种能力，还是要积极主动融

通政府及政策执行关系

这次口罩非常经济，有些地方的供应严重短缺，也有“一刀切”物流阻断的政策执行原因。

现在民营物流业是发达的，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江苏惠龙易通物流公司，实现了全国范围

的即时运输调度，运载效率极高。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靠等同于作战部队规模的百多万人民独轮

车后勤保障“推出来”的，同样，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更是少不了人民的车轮滚滚后勤运

输保障，少不了民营物流业的高效运转。

政府部门政策，一方面要听取相关企业意见建议更稳妥出台，另一方面，可以改进政策执

行方法的，需要企业及商协会和工商联，与政府部门积极沟通，据理力争，拿出积极可行实施

方案，作出有利于非常经济正相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有效执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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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经济常态，最重要的是这件事
张二震①

江苏是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十分之一；江苏是实体经济大省，先进制造业占比接近

50%；江苏是开放大省，利用外资全国第一，对外贸易全国第二。江苏经济加快恢复常态，对

于稳定全国发展大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经济运行从几乎“停摆”到恢复经济发展常态，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江苏如何加快恢复经济常态指明了方向。恢复经济常态，复工复

产是重点。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只有企业活了，整个经济才会活，企业正常运转了，才有

产出，才有就业，才有消费，社会经济才能恢复常态。可见，搞活企业是恢复经济常态的关键。

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疫情发生以后，由于停工防疫，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江苏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遭

受重创，很多企业苦苦支撑，甚至面临倒闭破产。这个时候，政府必须出手，首先要让企业能

够“活下去”，才谈得上恢复发展。

这次疫情进一步显露了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已经出台的财政贴息、

大规模降费、缓缴税款等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企业。要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

费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可以考虑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把一些在正常情况下本该实行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改革政策

转化为长期性政策，切实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增强“造血”功能。

特别是小微制造业、服务业企业，本小利薄，但是对于经济运行和就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要突出将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和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作为长期的政策导向。

恢复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企业正常运行的外部条件。

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使经济循环重新恢复畅通，是全面恢复生产秩序的重要一环。

总体看，江苏应该属于较低风险区，更有条件也更应该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率

先在全国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不误。

事实上，江苏在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作为实体经济大省，特别要注意

呵护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疫情防控导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停摆”，直接引发产业链、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群众》。

恢复经济常态，最重要的是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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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中断，对企业运行带来极大困难，危及发达的制造业分工体系。

产业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运转。省内外区域之间要加强上下游

产销对接，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要打通人流、物流堵点，放开货运物流限制，确

保员工回得来、原料供得上、产品出得去。要加强对企业复工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特别是

要加强防疫服务和畅通物流管理。

通过与企业的沟通，及时梳理哪些事情是企业正常运行必需的环节，以及受疫情防控的限

制单靠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比如，复工复产，交通运输是“先行官”，必须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做到“货

畅其流”。如果说物流是经济运行的血脉，金融就是企业运行的血液。由于受疫情影响，很多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面临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问题，应加大金融支持。这些单靠企业和市场

是无法解决的，各级政府必须主动作为，主动服务。

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了，就会启动经济社会循环，市场“元气”就会迅速恢

复。企业这个经济运行的“细胞”活了，产业发展的“生态”恢复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就会自动引导企业恢复经济活动。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发展新兴产业，进一步激发市场和企业活力。

总体上看，江苏市场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但还应在促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继续起引领

和探路作用。

比如促进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集体土地制

度改革。加快向民营企业放开放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的市

场准入，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释放增长潜能。

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

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

江苏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家敢闯敢拼，发现商机、创新创业能力强。一旦要素市场化改革

和市场准入有了新突破，打破行政性垄断有了新进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会有大发展，江苏经

济就会更具活力。

高度重视外资企业的复工复产，千方百计保障外资企业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转。

这一点对于江苏特别重要。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全球供应

链产生了很大冲击。江苏是开放大省，从某种意义上说江苏制造业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外资也已经深度融入江苏经济，成为江苏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资企业恢复常态运行，不

仅对江苏经济恢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直接关系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稳定。

因此，帮助外资企业及时复工复产，不仅是江苏经济恢复常态的需要，更是增强外资对江

苏长期信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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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保障外贸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特别要优先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

服务链中具有关键环节的外资企业、掌握关键或者核心零部件的外资企业、形成关键模块生产

的外资龙头企业复工复产。江苏要加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优先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

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恢复生产供应，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要利用江苏产业体系门类

齐全、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强劲的优势，加强内外资企业的协同合作，全力应对疫情带来的短期

经济冲击。

二是切实落实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凡是给内资企业的救助帮扶政策，都无条件适用于外

资企业，切实减轻外资企业负担。外资企业是成熟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的重要来源，对认定的

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实施同等政策帮扶，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稳定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三是大力推动外贸新业态，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推动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鼓励省内

各地积极创新发展各类贸易业态，推动苏州、南京、无锡等地用好综合试验区政策，加快发展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推动传统内贸专业化市场转型升级，实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数字贸易。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传统的“面对面交易”，

大量线下需求转移到线上，激发了大量创新业态，促进生产管理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有利于经济恢复发展。

恢复经济常态，最重要的是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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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应对现代经济风险的治理水平
陈  东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新冠肺

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当前，国内“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面对不断叠加的经济风险，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为指引，积极优化经济治理方式，以治理优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现代风险内涵广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领域，而经济风险又处于重中之重。

其特征主要有：影响的全域性。当前全球处于深度分工状态，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资金链、

人才链高度融合，产品和要素高速流动，重大经济风险造成的后果会突破既有的地域边界蔓延，

其空间威胁是全球性的，其时间影响是持续的。爆发的不可测性。现代经济风险很多超出我们

的预测能力，是潜在的、延时的和无法感知的，并且一旦爆发常常呈现出更广泛的关联性、复

杂性、耦合性、系统性、不可逆性，预案防范难度很大。传导的迅捷性。重大经济风险发生后，

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迅速扩散，且其传导途径难以精确测算。危害的整体性。现代经济风险在其

产生、发展和演化，已明显表现出整体性特征，人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应

对风险是所有经济体的共同责任。

应对现代经济风险，需要引入新的价值理念和治理原则，从根源上提升应对的能力水平。

全类别应对：现代经济风险涉及类别多样，如金融风险、产业风险、外资风险、外贸风险、投

资风险、债务风险、供应链风险、核心技术风险等，不同类型经济风险发生机理及其治理具有

很强的专业性，需要从多视角、多学科角度出发，按专业领域划分为相应的应对系统。不同风

险之间也要相互协调，避免出现应对真空。全领域应对：经济风险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

诱因和危害却可能发生在其他领域。如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防范经济风险需要建立现代产

业体系，但这涉及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内部环节脱节会破

坏系统完整性。因此要梳理与经济风险密切相关联的领域，实施综合性协同防范。全过程应对：

风险的链式传导性，需要建立一套从源头到终结的“风险发现 - 风险控制 - 应急反应”联动的

机制，做到全过程无缝隙的流程管控。全主体应对：现代经济风险的规模和危害性，仅靠政府

① 陈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学习强国。



141

提高应对现代经济风险的治理水平

及相关部门难以有效防范和应对。所有领域、行业、企业和商会组织等行为主体，都可能因为

做出了某项决策或实施了某种措施而导致现代风险的发生，因此，全社会共同承担现代经济风

险是必然选择。

应对现代经济风险应打造多元综合型治理模式，从治理平台、责任边界、科技支撑、理论

创新多方入手，形成全社会、多层次、大应急的经济风险治理和应对模式。

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在现代经济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中，政府及相关部门作为社会公共权

力机构，对现代经济风险的认知、态度及治理能力，具有引导和协调作用；市场对经济风险的

反应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而企业则是风险感受的末梢，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敏锐自感知预见

性，而在风险发生后的自救功能非常重要。行业商会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既是企业与政府之间

的“润滑剂”，也具有内部信息沟通和风险互助功能。社会则是经济闭环的关键一环，消费的

终端和投资的起点，是现代经济风险的承受者和治理的参与者。因此，打造多元化治理平台，

调动多方力量防范经济风险，是综合治理模式的重要基础。

厘清治理责任边界。经济发展政策依靠多主体参与，成果由多主体共享，风险由多主体防范。

政府需要把信息分享权、政策决定权、经济发展权向社会、民间、市场、企业、个人不断下放，

才能塑造出独立的有能力的思想主体和承担风险防范的责任主体，形成统一指挥、各主体密切

合作、反应迅速、防控应对高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防控多元主体合作机制。这也是全面深

化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性成就的标志。为此，需要促使纵向改革尽快转向横向改革，基本对

策是要改革政府职能和机构，放松市场和社会管制，培育替代政府配置资源功能的各种横向组

织等。推进这些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是一致的。

构建科技支撑体系。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整合多方资源，构建立体化、多节点、网状

式的大应急平台体系和扁平化的大应急指挥机制。保证不同主体之间的数据共享、协作信任、

行动一致。传统的治理纵向流程长，信息耗损大，横向关联不足，信息不对称，对风险很难提

前防范和及时应对。如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政策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但碎片化状态让不少

企业获得感不强，政策到企业的传输渠道不畅。商会发挥作用不足，产业链上的不同企业之间

协同不够，产业链条受到分割式冲击。而区块链是一种由分布式数据存储、智能合约、点对点

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多种技术形成的组合创新型技术，是解决风险治理堵点难点的重

要手段。下一步，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法律法规、强化自主创新，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

的区块链支撑体系。

加强理论创新研究。在时空压缩叠加外围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下，经济风险呈现出风险源

众多、类型多样、扩散迅速、治理和控制难度大等特点，很多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和详解，

比如，为避免传统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环境危机，要加大对以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为特征

和指向的生态经济理论研究；由于全球经济竞争的排他性，我国产业发展需要的核心、关键技

术和知识，难以从外部获取，要加大对以攀升全球价值链来均衡区域关系的空间经济理论研究；



长江产经视点·2020

142

以及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面临国际风险的开放性经济发展理

论研究。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现代经济风险的演化特点和规律，强化治理理论创新，建构系统

应对理论和方法，是推动我国经济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建立，以及经济风险应对管理科学

化、规范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



143

“闭关锁国”的德国抗疫模式

“闭关锁国”的德国抗疫模式
吕恒君①

鉴于新冠病毒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感染接近 6000 例，死亡 12 例，痊愈 49 例），德国宣布

将从 3 月 16 日周一封锁丹麦、法国、奥地利、瑞士等边界。加上东欧地区的捷克、波兰等国

近日针对德国启动的主动封锁，德国这个历史上由多个松散的诸侯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终于

面临着一场史上罕见的“闭关锁国”局面。而就在一周前的 3 月 9 日，联邦政府还计划从希腊

群岛接收多达 1500 名无人陪伴或患病的难民儿童。但预计目前这项急需执行的人道主义救援

计划应该不会完全搁浅，因为联邦政府在边境封锁中同时声明：公务通勤和货物运输例外。除

此之外，德国公民也仍然“无论如何”可以从邻国回到德意志联邦领土。

与中国的举国体制不同，德国联邦内政部长 Horst Seehofer 在晚上 7 点于柏林宣布边境封锁

之前，需要事先与相关边境各州（如巴伐利亚、巴登苻腾堡州等）州长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

在边境各州认同这项“举国”措施的前提下，该措施预计最早于次日（16 日）早八点生效，将

由联邦警察在各州州警的协助下执行。而这种在联邦体制中较为“迅速”的执行计划也是为了

防止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外国居民越境大量抢购囤积货物。从社会行为学角度进行观察，这种恐

慌性购买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日常消费活动，造成暂时的供应性短缺，还会影响到一些

慈善捐赠性活动（譬如食品捐助公益活动），因而这被视为与“新冠歇斯底里”(Corona-Hysterie) 

有关的，需要以微妙的社会干预进行抑制或调节的“利己主义”活动。

3 月 13 日关闭前最后几个小时的柏林洪堡大学中央图书馆。窗外依然是柏林电视塔、柏林

大教堂以及穿梭而过的轻轨，但自习桌上的电脑系统却显示“因为健康保护原因而暂停使用”。

此外，由于目前柏林确诊最新数据已突破二百人（216 人），柏林参议院已于周五（3 月 13 日）

决定将陆续关闭学校及图书馆；而周六则根据更进一步形势宣布，立即关闭俱乐部、酒吧、游

泳池、影剧院等场所，禁止 50 人以上公众聚会。而 50 人以下的聚会则需提供详细的参与者名

单，包括姓名、电话及住址，以便进行完整及时的传染链追踪。其实早在二月底，经过柏林市

政府、区政府与主办方多方而透明的讨论，柏林一年一度的万国旅游博览会（ITB）也已取消。

这项经由多方博弈，微妙而又客观的决策过程在各种媒体的透明报道下举行：柏林市政府基于

德国国家卫生研究所 Robert-Koch-Institute 及病毒学顶级专家 Christian Drosten 等每日提供的

① 吕恒君，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哲学博士，德国德语区汉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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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疫情提出对策建议，譬如要求主办方作出承诺，能成功获取并建立包括每一位入场者的追

踪链等。由于博览会参与者（包括各国工作人员及观众）数量往往高达数十万人，并涵盖世界

各国，这项工作面临着诸多无法保障的实际因素，主办方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宣布取消博览会。

相对于武汉乃至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一刀切”强力模式及英国暂时无意取消大型聚会的散

漫，德国一系列相对温和、但却不失审慎的渐进措施旨在缓减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并同时取

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在疫苗开发尚未成功、而蔓延局势已经无法避免的情况之下，德国社会

目前的抗疫模式总体说来仍在于减慢传播速度，以确保医疗资源不受挤兑，从而保证重症病人

得到充分救治。这也正如默克尔夫人在充分听取权威机构与病毒学家、传染病专家的专业意见

而于 3 月 10 日在联邦议会宣布：60%-70% 的人将被传染，德国将在长时间内与病毒作斗争。

对于联邦政府职能有限、各州拥有充分自决权、而公民社会又高度重视个体自由与意愿的

德国而言，如何进行各种社会动员、有效达成社会总体默契与共识，是抗疫工作有条不紊、顺

利进行的关键。从目前来看，它大致拥有以下几项支持条件：

一是由专业人员对病毒传播进行严密医学观察与评估，并且每日通过新闻向民众发布最新

消息。自二月底以来，德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顶级病毒学家与联邦政府卫生部长 Jens Spahn 几

乎每天通过媒体现场直播讲解疫情，不管是政府部门企业还是普通民众均可无障碍地直接跟进

当日最新专业消息。这种知情权的保障是各方仔细衡量相关政策与实施行动的共同重要前提，

也提醒并趋同了各方最大公约数，即首先保障生命安全及社会核心部门的运转（包括医疗机构

及经济产业）。

二是政府决策紧随专业意见而及时、灵活地更新。在发布封锁边境等重大紧急决策之前，

相关各政府部门已完成沟通表态并达成共识；并且任何时候也允许并鼓励多种渠道的民间辩论

及意见反馈。譬如在柏林参议院作出停课的决议之前，部分教职人员已根据个人通勤情况向授

课学校提醒或作出建议：避免经由不可选择之下的公共交通而成为带菌者，从而制造群体感染。

三是新闻媒体树立“正能量”，譬如以示范模式告知民众必要的心理物质准备，引导合理

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必要而适度的物资储备模本，以及如何自我保护及保护他人（包括洗手的

正确方式，居家隔离的要点等等）。

3 月 14 日柏林某超市中的采购顾客。与以往相比，属于“风险人群”的老年顾客明显减少。

粗略考察上述几条，不难发现，其中新闻的透明度正是承上启下，联结政府与民间（包括

各种利益团体），并促进各方相互沟通、实行同步运转的润滑剂。正是由于来自各种新闻媒体

及社交媒体的海量报道，以及各种形式的个人反馈（譬如专题电视圆桌讨论、热线电话等），

部分非密集型产业早在 3 月初便逐步自行采取居家办公形式，人们更多使用自行车而避免公共

交通工具（会造成更多环境污染的私家车仍非首选），年轻夫妇们开始调节出勤安排而尽量避

免将孩子托付给老人照管。鉴于目前德国死亡者的高龄因素（最新五例均为 80 岁以上老人），

德国生活方式中传统的每周大采购也改由年轻一辈或邻居代劳，而媒体则呼吁公众献血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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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以及时支援疫情中可能受到影响的各种基础病患者。

而在牵涉民生最为直接的经济方面，联邦政府则迅速作出反应，承诺提供大量经济援助。

新冠疫情使德国旅游业、文化业、制造业、餐饮服务业及各种自主经营者均遭遇各种损失，德

国联邦财政部长 Olaf Scholz 和经济部长 Peter Altmaier 周五（3 月 13 日）在柏林宣布，政府将

向受疫情影响的德国企业提供无限度贷款，实施减税或延迟交税政策，并投资十亿欧元的流动

基金，尽一切努力保护就业人员以及企业（不管其为出租司机、创意产业或各大企业）。而来

自经济学界的观察认为，必要时或许并不排除国家以救援基金的形式参与濒临倒闭的企业，而

疫情高峰期之后联邦政府或许会出台经济刺激方案及消费政策，甚至提前取消基于帮扶东部地

区经济建设而征收的“团结税”（税率为个人收入所得的 5.5% ），以营造国民心理自信。与

此同时，欧盟出台 370 亿欧元投资计划并对各成员国财政赤字放宽上限。

而在世界产业链因中国产业停摆，物流不畅而遭受损失的同时，德国产业链所蒙受的危机

状况自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减少产业链依赖性的广泛讨论。但由于产业链的投资本身牵涉到

成本、劳动力、物流条件、当地政策、基础设施及知识创新升级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或吸引，

与生产线撤回欧洲的呼吁相比，引发企业更为广泛思考的是：首先究竟是继续采用注重生产效

率的 JIT 生产方式或供应链方式（Justin time），还是适当增加成本以加大库存投资？

概而言之，德国的抗疫方式目前仍在寻求对社会及经济伤害度更小的防疫方式。由于缺乏

中国那样强有力的中央体制，德国必须以“适度”及“适速”的原则取得各方兼顾，于各种微

妙的博弈关系中寻求整体的平衡与共识。这种抗疫方式是有序而逐步渐进的，它甚至以民众自

主改变生活方式而求得稳固的支持。虽然中途是否出现“黑天鹅”事件而强力打破此种平衡状

态尚不得知，但其建立于专业信息之上，基于新闻透明，寻求政府与民众自发性凝聚一体的平

稳模式，目前来看是理性并符合该社会文化心理特点的。并且，它较大限度地消除了心理恐慌

与社会不信任关系，也力求避免着经济损失过重及前线医疗系统崩溃所带来的次生性可能灾难。

“闭关锁国”的德国抗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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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与治理机制创新
刘志彪①

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聚焦的是“高质量”和“一体化” 两个关键的发

展问题。这个国家战略的目标是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和重塑经济地理格局，使长三角地区成为

全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成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

区，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那么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应该首先从哪里做起呢？答案是应该从鼓励和支持长三

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开始。主要理由是：

第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只有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才可以逐步把处于分割状态的“行

政区经济”聚合为开放型区域经济，把区域狭小规模市场演变为区域巨大规模市场。长三角地

区的加总经济规模虽然在全国各区域处于首位，而且由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购买力也不

能算小，但是就企业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所需要的现实市场规模来看，却不能算大。这是因为，

长三角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因省际行政关系的分割，该区域市场并不是统一市场，也不是一

个可以被企业高质量利用的一体化市场。不要说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即使在一个省的内部，

也存在着大量的市场非一体化现象。

第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只有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才可以据此转换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模式和机制。在过去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中，长三角地区对全球市场的利用是十

分积极而且充分的，但是对区域的、国内的市场利用却是非常不够的，尤其是江浙地区的制造业，

借助于全面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把大量的过剩产能都销售到了海外市场。在当今逆全球

化趋势下，国际市场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为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提供增长动力，未来必须主要利

用国内市场，因而培育和形成一个国内强大市场规模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只有通过

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手段和工具聚合起强大的区域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国内超级市场

规模，才有可能构建起类似于美国那种基于大国经济强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并在超级规

模的内需支撑下，通过企业间的竞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和企业规模，才能为实现基本现代化

而需要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机制。

第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只有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才可以据此虹吸全球先进的创新

要素，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实现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实现高质量发展。长三角过去的比较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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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是物美价廉的生产要素，利用其加工制造出口长期获取低附加值收入。由于进行国际代工

的产品都是由跨国公司事先已经研发和设计好的，代工厂家只需要按图纸生产制造就可以了，

因此代工企业并不掌握创新的技术和诀窍。现在长三角低价要素这个优势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

提高和外国企业的进入正在逐步地衰减。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崛起，它就是随着区域市场一体化

进程加快而日益壮大的国内市场规模。这种强大的区域统一市场或国内强大市场，既有利于促

进中国企业取得规模经济效应和国际产业竞争力，又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办企业，还有

利于中国企业利用自己的巨大需求把研发、设计等知识密集环节向国外企业发包，在这个过程

中学习外国企业的知识和技术。

第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只有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才可以使长三角地区突破分割治

理的传统模式，进入经济一体化协同治理的新阶段。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即在更广范围内实

现自由流动与组合，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竞争性配置，是市场一体化的核心和重要内容。

只有以劳动力为中心的生产要素实现了市场化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否则任何

所谓的一体化都是不完整的，都没有摆脱“分割式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属性。而且，所谓的“分

割治理”，其实主要就是对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进行行政限制。 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区域发展

竞争，也主要体现在要素流动不充分条件下的高速度、高投入、低质量的经济发展。基于市场

一体化基础上的区域间协同式治理，就是要求各地以区域统一开放市场建设为目标，坚决破除

本位主义的思维定式，在统一规划管理、统筹土地管理、制定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创新

财税分享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统筹协调公共服务、联防共治生态环境等方面，合力

探索有利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

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难点在于实现市场一体化的治理机制创新和建设。在这方面

的认识差异很大。例如，对具有独立利益边界的长三角“行政区经济”的市场一体化问题，一

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必须加强对各行政主体一体化国家战略“一盘棋”意识的教育，必须通过

设置高一级的行政机构，或者通过行政机构的撤并，或者通过强化政府协调职能，才能进一步

推进。也有观点认为，只有通过竞争政策破除行政主体设置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行政壁垒，才

能强化市场主题的活力，才能进一步完善竞争关系，才能在开放中实现竞争协调的一体化。同时，

有更多的人认为，只有建设、完善和创新长三角区域治理机制，才是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中实现

市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其实，以行政手段解决“行政区经济”体制中遇到的行政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行政

手段真的有效，那么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何至于会土崩瓦解呢？如果行政合并总是有效的，那

么把沪苏浙皖合并起来，恢复原华东区的建制不就完了吗，国家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搞什么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呢？因此，重点是要寻求与市场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治理机制，想重

回旧体制，肯定是错误的，是没有前途的。

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把内生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政策，作

为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一盘棋”的手段和机制。其一，竞争政策是保护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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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法治化的治理机制，它保护竞争而不保护竞争者，有利于实现由市场竞争协调的市场一体

化。在统一的竞争政策协调下，所有各种针对市场主体的歧视性约束都取消了，竞争条件也公

平和均等了，对各种所有制、技术水平、企业规模、各个地区的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这样市

场留下的就是关于效率的竞争。谁效率低，谁就被无情地淘汰；谁效率高，谁就在市场上留下。

这样生存下来的企业就是真正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的优秀企业，也就真实地展现了高质量

发展的进程。 其二，竞争政策是限定政府在市场中职能的法治化的治理机制。 竞争政策不仅

反对行政垄断，从而有利于破除各种反市场一体化的行政力量，而且竞争政策主张清理和废除

一切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空间和领域，从而有利

于界定政府在市场中的职能和权力边界。 政府干预导致市场非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力量，就是政

府授予市场中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权力。行政垄断排斥其他企业进入市场，强制

对所服务的企业收取高额费用，指定客户购买其产品或服务，这一系列的垄断行为都有损于社

会福利，有损于市场效率，因而反行政垄断就是鼓励市场一体化发展。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正

从过去遵守执行世界规则向参与制定和执行世界规则的地位转变，更要首先在国内实施严厉的

竞争政策。如果真正能够做到，那么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空间和领域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由于任何其他经济政策的出台，都必须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进行矫正和校对，任何违反竞争

法的经济政策都会打回去重新审理和制定，因此一切来自政府的这种超经济强制的力量，都会

受到竞争法的限制。其三，竞争政策是限制企业运用市场势力垄断市场的法治化的治理机制，

它反对企业运用各种攻击性、掠夺性的手段获取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破除各种反市场一体化

的市场势力。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创新、管理、广告、收购兼并等行为形成市场势力。

市场势力体现为垄断，但是不一定具有垄断能力就要被起诉。只有在具有市场势力且运用这种

势力攻击竞争对手、对竞争对手和客户造成实质性危害的企业，才会受到竞争法的指控。允许

企业形成市场势力是鼓励企业进行基于效率的竞争，不允许企业运用市场势力损害竞争者，是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竞争政策的这种协调效应，表明它是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基石。其四，

竞争政策是鼓励企业运用收购兼并实现市场一体化的法治化的治理机制，它可以作为宏观经济

一体化的微观基础手段和方法。 很多通过政府强力干预的非一体化事务或者低效率现象，通过

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就可以轻松解决。例如，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政府冒着刺破金融泡沫和

引起经济波动的风险强力去干预，强制去产能，费力不讨好、成本高昂暂且不论，其实际效果

也是值得重新评估的。 如果放开和鼓励行业内的优势企业去进行收购兼并，那么不仅可以很快

消除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可以借势成长起超大规模企业，从而在竞争中塑造出中国的跨国公司。

有时候，一个行业内的产能过剩问题，只需要行业内高效率企业并购后，开几个产业调整布局

的董事会就可以解决。正是因为收购兼并具有实现市场一体化的巨大功能，所以长三角区域市

场一体化要大力推进兼并收购活动，国家的竞争政策也要为今后全国各地实施一体化战略留下

一定的灵活操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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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的中国市场应更加开放
张二震①

通过互联网来进行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我们中国技术进步，互联网迅猛发展，是中国走在

世界前列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证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尽管全球化有利有弊。

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确实是个非常大的冲击，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了产品内分工，

就是“价值链分工”或者“全球产业链分工”层面。疫情发生，外贸受影响，供应链、产业链

都大受影响。

疫情对我国外贸发展已经形成阶段性影响，物流不畅，生产周期延长，国际贸易合同无法

正常履行，外资企业生产无法完全恢复。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复工复产，但世界的供应链、产业链，

世界市场出了问题。本来是中国出了问题，供应跟不上。现在我们慢慢复产了，但世界我们的

原料要进得来，产品也要出得去。比如意大利封国了，我们的产品怎么进去呢？很多订单就不

能够实现，外贸合同就无法履行。短期我们肯定会受到较大的影响。从外贸来看，影响有几个

方面。

第一，大量企业虽然已经复工了，但很多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无法满足供

应的现象仍然存在，企业间的生产关联出现中断，生产受阻。疫情对于制造业中的手机、汽车、

电子行业冲击最大，而且危及全球供应链体系。

第二，外贸下行压力加大。1、中国是个加工贸易大国，主要以机械运输设备、工业制成

品出口和杂项制品为主，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停工期间，工人复工的劳动力成

本增加，国际运输也受影响。外贸订单交货时间也无法确定。根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 1-2 月

份，中国的外贸下降了 9.6%，其中进料加工外贸下降 17.9%，来料加工贸易下降 16.3%，一般

贸易也下降了 16.6%。外贸下降后面实际是生产萎缩，流通受阻，大量失业。为全球供应链生

产的工人起码以亿为单位来计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2、外贸订单面临被取消的风险。

原有的外贸订单和意向订单出现很大风险。国外客户可能转而在海外其他国家寻找替代工厂，

向越南等国家转移。虽然说有些国家发现自己的全球化风险很大，也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市场。

供应链收缩到国内的趋向，这是供应链或产业链重组的趋势。3、国际贸易业务拓展难度增加。

因为疫情加上地缘政治等因素，相关国家就减少航空运输，或采取港口边境措施，限制人员流动。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华智全球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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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企业参加的部分境外会展也没有办法参加了。国内企业开拓国外市场的难度增加，为今后

外贸带来很大的下行压力。

如何应对？我的基本看法是，短期经济会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疫情终究会被人类克服，

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所以，我们仍然必须坚持扩大开放。当然，我们要扩大内需，让内需成

为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消费。但我们不能因为要扩大内需就忽视对外扩大

开放。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外贸在解决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始终扮演着领跑者角色，尤

其是沿海地区的江苏、南京，江苏经济就是开放型经济，如果开放一停摆，外资外贸一停摆，

整个经济就会大受影响。江苏 GDP 占全国的 10%，外资是全国第一，外贸是全国第二。

李克强总理 3 月 10 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国务院、党中央部署，坚持对外扩

大开放，稳外贸，稳外资，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对我们沿海开放地区尤其具有指导意义尤其

重要。因为外贸有利于稳定供应链，稳就业，稳增长。由于外贸发展和外资、全球供应链体系

关联度很高，涉及面广，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时间节点，外贸不行了，就会丧失疫情危机中的

发展机遇。外贸市场失而复得的成本就会很高，甚至会一去不复返。何况我们现在有机遇，医

疗产品、口罩等很多产品，世界刚好有这个需求，我们正好借这个需求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应该把恢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作为复工复产的优先选项，把稳

外贸、稳供应链、留住供应链作为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抓手，又能够缓解疫情对就业和产值的短

期冲击，又留住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外部动力，把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我谈三个建议：

第一，抓住“稳外资”这个“牛鼻子”，从稳外资入手来稳外贸。现在外资外贸的关系和

以前不一样。以前产业间国际分工，外贸是因为生产要素不存在国际流动的结果或流动不够的

结果。现在的外贸是生产要素流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结果，也就是说现在的外贸是外资带来的，

江苏和外资相关联的外贸，加工贸易比重都要占到 60%-70%。稳住外贸首先稳住外资。现在的

外贸已经是生产供应链过程的组成部分。以前的贸易是为消费而贸易，现在的贸易是为生产而

贸易，贸易和投资一体化了。

跨国公司本身的利益和他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是不一致的，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利益和我们

有很多共同点。这样我们留住了外资，留住了供应链，也会防止脱钩的风险。美国市场仍然是

我们最重要的市场，毕竟美国还是创新资源最丰裕的国家。美国要脱钩，我们要加强和美国的

经济联系，把美国的个别政客和企业家、美国人民要分开，不能因为个别政客来影响我们的战

略决策。

第二，要开拓市场，没有订单，没有市场，生产就停止了，稳市场的首要任务就是稳订单。

在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效后，我们的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企业要多方联动，抓住抢救订

单的黄金期，精准发力，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因为我们现在订单的线下需求转移到线上，激发

大量的创新业态，促进生产管理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快发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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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建立海外仓，运用“互联网 + 海关”指导企业业务办理的“零接

触”，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生产原料供应和产品出口的海关通关手续。疫情之下，一方面

要保持产业链畅通，保证订单及时交货，保证合同及时履约，全力稳住外贸的基本盘；另一方

面我们要不断地占领新市场，增加新订单，打造新链条，结交新伙伴。这次疫情也让世界看到了，

世界实际是离不开中国的。

第三，要畅通外贸循环，打造“稳外贸”的生态系统。外贸不光是个外贸问题，涉及到供应链、

产业链、流通、海关、政府管理、金融等等各个方面，要多点发力、点面结合，合力打造外贸

的生态系统。宏观政策方面要减负，减负包括减轻外资企业的负担和内资企业的负担，要给予

国民待遇，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及时为企业出具不可抗力证明。

在企业通关方面要开辟通关专用窗口和物流绿色通道，保证物资通关零延时。政府服务方面，

要积极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疫情下面我们要齐心协力来打赢稳

外贸和稳外资的“基本盘保卫战”。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这也是战略问题。

在疫情当头，形势严峻的时候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短期我们要合力打造全球人民共同

团结抗击疫情的氛围，长期还是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扩大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更

加要重视“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的合作，扎实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这次“一

带一路”，我们的外贸 1-2 月份还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几，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我们也初见

成效，市场多元化，我们要全方位、高水平地开放。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要以更大程度的

开放来应对当前的短期危机，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谋求长远的发展。”

疫情之下的中国市场应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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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划纲要》看对长三角的新要求
陈  柳①

日前，中央媒体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下称《规划纲要》），这是指导长三角地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体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体现了中央对长三角地区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新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长三角地区的发展，

近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层面指导长三角发展的文件规划主要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

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08〕30 号）、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

规划（2016 － 2020）、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0 － 2015）等，此次《规划纲要》在过

去十多年探索的基础上，对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和一体化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第一，长三角的战略定位看，从“发展水平”目标到更加体现为“示范引领”目标。与以

往相比，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长三角一体化规划在发展定位上更加高屋建瓴，过去对长三角的战

略定位更多的是对长三角在创新、产业、绿色发展等方面发展目标的要求，此次《规划纲要》

提出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

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除了长三角自身的发展要求外，

更加定位于长三角在全国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第二，长三角的发展目标看，从“增长极”建设到更加突出为“共同体”建设。在共建、

共进、共保、共赢、共享的原则下，长三角的发展目标不仅仅是人均 GDP、城镇化率、服务业

比重等增长极指标，而是更注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心区人均 GDP 与全域人均 GDP 差距等

城乡协调发展指标。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绿色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更加依靠融合发展、

共保联治、便利共享的路径。

 第三，长三角创新路径看，从构建“创新网络”到更加依靠“分工合作”。实施科技创新

战略，不仅需要科教资源丰富的重点城市作为创新的节点，更要通过分工和协作充分利用长三

角的创新要素。《规划纲要》把“创新共建”放在规划原则的首要位置，提出联合开展“卡脖子”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就是要以长三角为整体参与国际竞争，体现国际竞争力；通过协同共享

提高长三角的创新效率，同时通过市场机制主导和产业政策引导相结合，减少重复建设和不合

理的竞争。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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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规划纲要 >看对长三角的新要求

 第四，长三角内部区域协同上，从“发展带”思路到更加注重“跨界融合”。发展带和都

市圈的发展思路的前提是要有打破区域行政区划界限的微观机制，过去江苏的昆山等地由于产

业发展的自然规律，成为上海都市圈的主要组成部分，安徽的马鞍山、滁州等地较早成为南京

都市圈成员，在省市交界地区的跨省都市圈建设中走在一体化的前列。《规划纲要》对于打破

进行界限的跨界融合发展提供了现实抓手：省际毗邻区域协同发展、省际产业合作园区、推动

跨界生态文化旅游发展，将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带”和“都市圈”建设提供新的活力。

 第五，长三角发展体制机制看，从“点面结合”的共同市场构建到更加规则统一的“制度

体系”建设。统一的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体系建设，关键是各地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坚

持比较优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规划纲要》提出通过制度设计“啃硬骨头”，指出要在土地、

环境、财税分享等建设协同方案，建立统一规则，规范招商引资和人才招引政策。这有利于减

少政府预算的软约束，减少地方政府之间不合理的过度竞争，也将有利于分工合作、错位发展。

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

 第六，长三角对外开放看，从提升吸引 FDI 的“资本高地”到更加全面的双向“开放高地”。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与共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加强国际合作园区建设等高水平“走出

去”的开放平台是有机统一体。通过高标准建设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将其构建成为双向开放的

重要门户，从而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长三角共同推动重点领域开放、共同提升对外

投资合作水平、深化国际人文合作。

 第七，长三角在国家战略的布局看，从具有活力的“发展高地”到更加体现国家战略布局

的“有机组成”。长三角地区不仅是中国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规划纲要》指出，长

三角一体化战略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相互配合为例，都承担着体

现国际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力争在重大技术和领域实现突破的重任。对此，一是共同加强

科技创新，进行卡脖子技术攻关，参与国际创新；二是借鉴港澳自由港自贸区经验建设好上海

自贸区新片区；三是在互联互通、组团出海方面共同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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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要做老实人
吴跃农①

打赢防疫阻击战，每个人都应是战士，其基本战斗要求就是按照“阻断”病毒传播的办法 ,

做个守规守矩的“老实人”，不做病毒的传染扩散“中介”。然而，部分地区、行业人员却或

多或少存在“不老实”现象。一些地方出现局部疫情爆发，其原因就在于一些人不说老实话，

不干老实事，刻意隐瞒个人来往接触情况，成为传染扩散“中介”，使得一个单位、一个区域

严密的“阻断”功亏一篑。

当前，从中央到各地出台防疫举措、办法，划分风险等级，抓复工、稳阻击，以社区、机

关及企事业为单元狠抓落实、严防死守，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这需要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

每个人都必须提高防疫责任心，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好防疫措施。个人接触情况要报告

清楚，不能隐瞒，有情况必须主动、坚决隔离，不能有侥幸心理；个人必须认真做好基本防疫

措施，特别是在当前防疫依然“吃劲”阶段，始终不放松警惕，戴口罩，勤洗手和消毒，讲卫生、

不扎堆。只要每个人做到这些，就能为打赢防疫阻击战作出贡献。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为人处事不老实忠诚，“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党和

人民的信任就无从谈起，也必然会犯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每一个置身

抗疫中的人都必须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特别是党员干部，必须率先垂范，这是党员干部的基

本品质。当年，邓小平同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并主政大西南，他对解放西南的解

放军将士和参加接管大西南的西南服务团全体同志鲜明提出，必须“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

老实事”。他说，“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

因为，老实忠诚是取得党和人民信任的重要条件，是革命者的优秀品格。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一

辈子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老实。我们党历来要求共产党员要老老实实做人，“做

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的可贵品质是党的优良作风，是取得防疫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

疫情是大考，考验每个人的基本素质和做人品格。面对防疫阻击战中出现的一些不谐现象，

我们更要做老实人。病毒是无情的，不做老实人，不说老实话，不干老实事，终会害人害己，

必将付出代价。

① 吴跃农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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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民营经济参与农村创业更大活力

释放民营经济参与农村创业更大活力
吴跃农①

土地权的下放，有利于对红线之外土地的高效利用，提高镇城化率、减少农村人口与农村

建设用地的可扩张性正相关。

土地权的下放，不只是意味着外来民间资本的更多投入可能，更意味着土生土长的农民会

获得更多创业助推力，激发创业活力，会有新一批民营经济人士应运而生。

下放土地权，有利于地方政府充实扩张土地资源，并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构性、制

度优越性的力量推进之中，使民营经济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的要素投入中，有更为灵活和充

裕的有利性投入。

3 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其核心就是通过扩大省级政府建设用地审批权限，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保持中国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这对民

营经济下一步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中的作为有重要影响，对发挥民营

经济在城镇化进程中作用是重大政策机遇。

第一，发挥民营经济进入农村、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更大作用。《决定》坚持环境与农业的

重要性和可持续发展，保留农业的自主性，增强主体功能区的特殊保障功能，以最严格的制度

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而土地权下放，有利于对红线之外土地的高效利用，提高镇

城化率、减少农村人口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可扩张性正相关。民营经济是高效组织和利用土地资

源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土生土长在农村的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人士具有“带头致富、带

领致富”的“双带”现象和投身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光荣历史和巨大贡献，外来民间

资本更是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面向未来，具体到农村贫困地区的彻底减贫、小

康建设和增强内生动力、提高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更要充分发挥好民营经济充分

组织和利用土地资源进行深度开发、集约化生产的优势。

第二，释放民营经济参与农村创业的更大活力。土地与人、土地与创造性有着极为深刻的

哲学关系，这也意味着农村集体非粮土地更多转化为工业化用地的可能性。农民转换身份，成

为工业“地主”，或以土地入股，民营经济有了更多的参与方、合伙人。农民变身打工者，成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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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社会变革内容和经济成长性力量。土地权的下放，不只

是意味着外来民间资本的更多投入可能，更意味着土生土长的农民会获得更多创业助推力，激

发创业活力，会有更多的洗脚上岸机会，会有新一批民营经济人士应运而生，得之土地，哺之

土地，成为城镇化建设源源不断的成长性力量。

第三，提高地方政府和民营经济拓展自然生长土地的积极性。例如，江苏是海洋大省，又

是苏北农村沿海滩涂旺盛的生长大省，地方政府在化滩涂为农村建设用地上有充分“授权”，

民营经济就有充分施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充分空间，下放土地权，有利于地方政府运用好此

类自然土地馈赠，充实扩张土地资源，并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构性、制度优越性的力量

推进之中，使民营经济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的要素投入中，有更为灵活和充裕的有利性投入。

第四，提升民营经济在特大城市群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的能力。中国的发展必定是一个缩

小农村空间、扩张城市群建设和增强城镇空间的历程，土地使用的转换根本在于政府按照城镇

化步骤推进，收缩农村外延，扩张城市格局，增强城市布局。国际竞争的重要基本单位是中心

城市和特大城市群，我国首批试点地区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

中央的部署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是紧密联系的。在中国工

业化主导的地区，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需要进一

步强化中心城市为骨干的特大城市群建设，形成技术创新力量的蓬勃生长，增强全球产业链的

主体性控制、总部经济的成长和植入。这个放权，其重大意义即在于此。否则各省市及基层政

府手中无米，是煮不出特大城市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饕餮大餐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种粮方式

改革开始，今天，还要从农村用地的放权，来协调区域之间特大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主动性和

城镇化建设的内生性关系，并支撑中国经济新的腾跃，而民营经济是这种关系中的重要建设力

量，是特大城市群和城镇化的广泛建造行为者。

第五，发挥民营经济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性作用。省及地方、基层政府手中握有土地资源权，

一方面获取管理资本，一方面在提高特大城市群建设水平及城镇化率中能更有作为，而与民营

经济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性作用紧密结合，充分调动创业主体积极性，打破阻碍劳动力在城乡、

区域间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跨区域转移和优化配置，真正形成区域一体化的正相

关系，就会凝聚推动下一阶段中国非农化大转型的充分力量，民营经济献力于此，也必然得力

于此，在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空间将获得进一步的扩张发展，并在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为

主力阵容的中国经济突围战中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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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问题要长远看
刘志彪①

习近平总书记说：“加强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松，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抓紧。”近段

时间，各地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风物长宜放眼

量，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产业经济运行态势、产业组织方式和产业结构都带来一定的影响，此

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影响我国产业和经济运行的某些实际问题，还应当做些长远的思考。

以此次疫情防控为起点，以人民幸福为中心，大力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业尤其是卫生医疗服

务业，着手规划建设重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安全生产、自然灾

害等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应急救援基地，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储备基地供给短缺。应以

此次疫情为起点，着手规划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基地，一旦出

现类似事件，便于使所有的病人能得到最快的隔离治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生活能得到较好

的保障，舆情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

调整新型基建、大项目建设的结构和方向，以稳增长、调结构为指向，重点推动整个社会

的信息化系统的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线上交易和机器换人产业。SARS 之后，中国互联网企

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和阶段。在当前的 5G 阶段，新冠肺炎危机也是新的机会。此次疫情

客观上可能大大地加快了经济从物理世界转向数字世界的进程，使数字办公、数字医疗、数字

教学、数字娱乐、机器换人、无人机应用等产业活动突飞猛进，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互联网化、

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新一轮发展，从而出现新型的产业门类、服务模式和新经济增长点。在此过

程中，凡是加速向数字世界迁徙的个体、企业、单位、机构等都将走上全新的发展台阶。对此

建议政府对 5G、机器人等产业的相关投资可以加快和提前，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为信息化、

自动化创造基础设施条件；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

供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效率。

进一步解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建设中地方经济碎片化的问题。随着以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

势的逐步消失，超大规模市场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超大规模

市场是吸引全球先进要素的磁场，是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内在力量。毫无疑问的是，形成超

大规模市场的前提是市场的统一、竞争、开放和有序。这次疫情防控是对倡导的一体化高质量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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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一个压力测试。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地方基层部门各自为政、擅自封锁交通道路、

阻断物流人流等一系列令行禁不止、反市场一体化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全国的物流通畅性，

以及后续的复工复产进程和经济复苏。少数地方政府机构缺少应有的担当和作为，为企业复工

复产设置了许多互为矛盾的、繁琐复杂的前置性审批条件，甚至有些趁着疫情防控扩张手中的

权力，大小事一概要求企业审批盖章。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原先健康的政企关系。疫情

过后，要以建设和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题，深刻反思和改进地方政府职能和行为。

要预防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再次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这次

疫情的全球化扩散，充分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中国应该以构

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为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援助，以加

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的密切联系。从长远看，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负责任态度、

取得的防控经验，以及现今在 5G 和医疗健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新的技术与应用，将使“一

带一路”建设形成新的投资机会、新的合作领域和新的商业模式。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尽

早签署，也是一个有效的对冲逆全球化的措施。此外，进一步加强我国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

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以超大规模市场中的国内经济循环和联系适度替代全球价值

链的作用，也是防止全球经济风险传递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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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中寻机加速培育和形成经济
发展新动能

刘志彪①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总体来看，虽然这

种冲击和影响是短期的、阶段性的、外生性的，并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总态势，但是对我国

经济结构的冲击和影响却各不相同。例如，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高、产业链长、

内涵密集的知识和技术资本以及需求弹性大，因此疫情对它的影响要大于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

响；同样，由于很多服务业行业可以从线下转为线上，以及其消费相对刚需等特点，使疫情对

中国制造的影响也要大于对中国服务的影响，不过前者的损失可以在疫情后通过加班加点迅速

抢回来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韧性和选择的

回旋余地，在转型升级中存在巨大的空间。在这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

主动地以危中寻机的积极意识，寻找疫情中出现的新的发展机遇，补齐各种短板，锚定转型升

级不松懈，推动经济发展新动能加速培育和形成。这种危中寻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紧紧抓住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高度关注医疗卫生短板的发展机遇，从过去重点建

设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应急救援基地，转向重点建设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储备基地。目前，我国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应急救

援基地，但这次疫情显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储备基地供给短缺。应以此次疫情

为起点，立即着手规划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基地，让在可能的

下一次类似事件中，使所有的病人能得到最快的隔离治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生活能得到较

好的保障，舆情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建设超大规模卫生储备基地也体现我们举国体制

的巨大体制机制优势和特色。

抓住医疗卫生补短板的发展机遇，还表现为要把那些属于营利性、竞争性的医疗卫生企业，

从过去的非营利性事业建设的思路全面转向发展医疗卫生产业链。重点是用市场取向改革的思

路建设四条产业链：一是医疗器械产业链；二是防疫抗疫产业链；三是新药研发和药品制造产

业链；四是生命健康关怀产业链。随着我国居民收入人口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阶段来临，人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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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对健康和医药问题愈来愈关注。要以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核心企业为主体，培育医药

卫生人才，加大研发投入，寻求资本市场支持，迅速做强做大这些板块，增强其世界竞争力。

2、紧紧抓住疫情中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如数字医疗、数字教学、数字娱乐、线上购物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办公、服务外包、远程视

频会议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诸如机器换人、无人机应用等实体经济活动，都可以得到催化和

加快发展。重点要做好三个方面的文章：一是注重用数字化去改造传统产业。产业没有好坏或

夕阳朝阳之分，只有有无运用现代技术改造与否的区别。那些经过现代信息技术改造过的传统

产业，就是可以创造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我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一大批电子机械化

工产业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这既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证安全生产，又可以为

信息化提供巨大的需求支持。二是加速机器换人促进产业升级。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代，抗击疫

情蔓延使机器劳动代替人类劳动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拐点。机器换人可以减少服务业人员密切

接触的频率，减轻各企业单位劳动用工的压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推动结构性

改革所需要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反过来又会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技术进步和

规模化发展。三是鼓励培育和引进各种数字服务提供商，通过其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拉动或推动，

争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及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链和生态环境。我国各种巨无霸型的数字服务提供商如阿里系、腾讯系、用友系等，都

可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纵向通过 IoT 技术，通过人、工厂、设备的互联，建成全程智慧化

的工厂，横向与产业链伙伴无缝连接实现信息共享，从而进一步实现客户需求驱动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这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主线。

3、紧紧抓住解决疫情控防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的机遇，想方设法补齐短板，锚定数字

中国建设不松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数字化提升来建设数字政府，

打造掌上办事之市、之省、之区域，如“掌上办事长三角”，加强与区域间乃至全国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的衔接贯通。这次全国各地开市、复工复产中的各种不协同、不一致等现象告诉我

们，要彻底反思疫情防控中的各地设卡封路、各自为政的非一体化做法的危害，深刻探究统一

经济体系碎片化的内在原因和机制，要推广沿海地区一些省份按产业链推进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在现有体制下，突破经济体系“碎片化”的关键，还是要在中央政府统一

指挥下实现地方政府间的有效协调，其技术基础在于建设好一体化的政务数字平台。二是以数

字化提升来优化营商环境。疫情如果持续太长周期，必将大幅度提高企业营商成本，恶化优化

了多年的营商环境，降低在中国经营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推进减税降费、继续“放管服”

改革，都是可以努力应对疫情、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措施，但是这些对于疫情后需要大力发展

新产业和新动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无论是继续吸引国外先进企业来投资，还是我们自

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需要有为政府和“放管服”形成的商业生态，更需要有专业化、

数字化配套的营商环境，甚至是硬核的科技环境，如 5G、WiFi 6 甚至更高标准的信息网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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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 IDG 数据中心，高水平的医学研究开发中心等等。这些不仅需要实打实的、长期的、

巨额的新基建投入，也需要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作为支撑。三是以数字化提升来拓展城市服

务系统，在全国推进“城市智慧大脑”体系建设，更精准、更直接地为企业、市民主动提供服务，

其实这也是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紧紧抓住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各项刺激经济恢复和振兴的政策的机遇，甄别行业

和企业，结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分企施策，化危为机。一是要保持和壮大全球产业链中重要

龙头和核心企业，特别是对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企业的竞争力，并给予优先支持，包括给予区

域市场和海外市场开拓的支持，鼓励其在疫情全球化过程中抢占经济复苏的先机，提升企业的

行业地位。二是培育和壮大全球产业链中关键配套企业和潜在创新企业，配以劳动用工、抗疫情、

财政金融等方面的全面支持，鼓励其率先全面复工复产、达产达标，在经济走势的低位扩大投

资规模，替代处于不利地位的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稳固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三是要支

持大批中小微企业坚持营业，不关门倒闭，给它们以免息、免税、减免房租、社保暂缓、特殊

的用工政策以及以信用而非抵押贷款等一系列优惠支持政策，协助其扩展线上和本区域市场业

务机会。简单地说，因为关系到大批劳动者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因此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

让它们活着，留下来，等待经济复苏的机会。四是对大量的城市中小服务业企业，政府应该鼓

励和房东、银行和员工一起形成企业命运共同体，为它们提供低房租，政府减免税费，银行免

息延贷，提倡劳资成本共担等，让企业熬过疫情期无法避免的停业、开工延期、复产不足等困难。

5、紧紧抓住当前经济全球化态势逆转可能给中国全球价值链重塑带来的重大挑战和可能

的机遇，把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转变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这次疫情的全球化扩

散，充分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可以预判，随着各国投入巨资

和精力全面防堵疫情扩散，某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会以另外一种角度反思过去的全球化

的副作用，会想办法在靠近自己国境线的周边国家建设新的供应链，或者自己去重建原本因缺

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如最近日本政府要求它在海外的制造企业回迁本国；美

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试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三国制造的汽车零部件比例提高到

75%。这些状况不能就说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但是至少也反映了过去产品内国际分工

格局的逆转，以及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某些进程。这一趋势将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产

生巨大的冲击，并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个时候凸显发展战略如何充分地利用国

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性。基于国内庞大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

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向和选择。这时，“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

和重要的合作机遇。中国应该以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为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经验、

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援助，以加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的密切联系。这是一个化

解逆全球化趋势的好办法。从长远看，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负责任态度、取得的防控经验，

以及现今在 5G 和医疗健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新的技术与应用，将使“一带一路”建设形

危中寻机加速培育和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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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的投资机会、新的合作领域和新的商业模式。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也是

一个有效的对冲逆全球化的措施。此外，进一步加强我国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

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以超大规模市场中的国内经济循环和联系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的作用，

也是防止全球经济风险传递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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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key to unlock rural economy

Internet key to unlock rural economy
Xu Ming ①

Rise of the online economy is a turning point for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been on a campaign of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reduction. On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method has been the online economy in rural areas. By combining innovative 

rural e-commerce and traditional practices such as encouraging each village to focus on one product, 

digital commerce has become a new engin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who live below the poverty line in China are found in rural 

areas, where it is difficult to modernize the economy due to inadequat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limi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e rise of the online economy, however, has represented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rural economy. In February 2015,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sued a document on boosting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hich called for developing e-commerce in rural villages. 

In late 2015, in Decisions on Winning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clear 

call for a campaign of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e-commerce. Plans in suppo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have since been unveiled to turn the goal into reality.

The first step in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e-commerce is to enhance the rur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This includes building "broadband villages" as part of the "broadband China" strategy. 

Specifically, it means to reduce the urban-rural digital gap through the deployment of fiber optics 

in rural area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facilitat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ver 98 percent of villages had access to 4G by 2019; as a result, internet speed in rural 

areas is roughly on a par with urban areas. However,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train e-commerce talent in 

rural areas. Governments have been conducting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 support of a nationwide plan 

to train 1 million people in rural e-commerce skills. For example, in Jiangsu province, families living 

below the poverty line can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programs for free, and acquire the skillset needed to 

run online stores to increase income and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① Xu Ming,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Yangtze Industrial Economic Institute at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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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mpaign also calls on large enterprises to create comprehensive e-commerce platforms, 

which are vehicles for boosting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growth. Various type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provided a variety of tools and assistance to farmers in impoverished areas when they 

start their online businesses. For example,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coined the term Taobao Village, 

which refers to a village with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the households with active online stores on its 

C2C e-commerce platform Taobao.com and gross yearly income exceeding 10 million yuan ($1.4 

million) in transactions. Three villages earned the title in 2009. Ten years later, there are 4,310 Taobao 

Villages, which shows the rapid growth of rural e-commerce.

Rural e-commerce is ultimately about an internet-based sales platform, whose succes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marketing skills of the vendor but also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sold. There have 

been local efforts to combine innovative rural e-commerce with traditional models, such as having one 

village focus on one product to develop industry clusters based on market demand and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 foster industries with unique local advantages and the bran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ll with e-commerce as a catalyst. Suqian, a city in the less developed northern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for example, under the paradigm known as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one store "has benefited 

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The success of Suqian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distilled into a business model. Local special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such as the salted duck of 

Nanjing, the hairy crabs of Yangcheng Lake in Suzhou, the honey peaches of Yangshan in the city of 

Wuxi, the crayfishes of Xuyi and the flower seedlings and saplings of Shuyang, are now sold online 

and availab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n turn, 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At its heart, the online economy uses the internet and data to integrat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ales in innovative ways to help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dd value. The rise of rural e-commerce 

has created new growth drivers for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the past, farmers engaged in subsistence 

agriculture, relying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or intuition in their decision-making. Nowadays,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e-commerce training and putting their learning into practice, farmers are following 

market rules and trends when running their businesses. Many villagers who go through e-commerce 

training tend to have three key takeaways. First, they care about branding. Farmers usually register 

a trademark for their special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ut considerable thought into choosing a 

name. They also put efforts into getting the word out about their brand, protecting their brand from 

copycats, getting customers to remember their brand and increasing their brand value. Second, they 

get better at marketing. They develop a more customer-oriented approach as they identify their target 

market and optimize the processes of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and sometimes even the packag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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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suit market demand. Third, they learn to compete. Rural e-commerce tends to grow in clusters, 

as online business owners in one village tend to produce similar products, which leads to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s farmers compare notes in their online ventures, they learn to work and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leverage their competitive edge and compete on differentiation, technology or quality, 

which in turn enhanc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cluster as a whole.

The online economy is like a university, helping its participants learn and grow.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of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reduction is to help farmers acquire skills, master 

technologies and get better at what they do. This has been the key takeaway of the rural e-commerce 

story in China.

Internet key to unlock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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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贷资源优化配置支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范从来①

要素自由流动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现代经济中，金融发挥着资源配置的

媒介作用，如果区域金融资源不能进行整体优化配置，势必使产品、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流动

受到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就无法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也就难以

高质量推进。因此，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是银行信贷资源在区域内优化配置。

在信贷资源自由流动情景下，消除地区经济规模影响，区域内经济信贷比（银行信贷 /

GDP）应该是收敛的，因为在短期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研究发现，十几年来，

长三角三省一市经济信贷比的离散程度持续减弱，表明区域内信贷密度有聚合的趋势，地区信

贷具备了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全国性银行通过资金上存下借方式，也将上海的

富余资金向江浙皖辐射。这些金融现象说明了上海与江浙皖腹地构成了中心—周围经济圈基础，

上海金融资源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需要江浙皖，江浙皖通过金融撬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

需要上海。这种状况是长三角信贷一体化的现实基础。

长三角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同时现实金融运行也体现了

一定的区域化特征，进一步推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跨区设立与重组机构，搭建信贷一体化的有效载体。信贷资源流动必须先有机构后有

业务，否则就会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有业务基础的区域设立分

支机构——不再远离现场，也拥有“家乡信息优势”。商业银行《市场准入工作实施细则》明确，

“法人注册地为直辖市的城市商业银行每年可在已设立异地分行省（区）选择金融服务相对薄

弱的地区下设 1-2 家二级分行”“支持资产规模较大、资本实力较强、具备并表管理能力的农

村商业银行重点在省内、临近和中西部省份集约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些规定在关闭了银

行跨区域经营“一扇门”的同时，还留下了差异化的“一扇窗”。因此，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

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金融管理政策要进一步优化调整，根据不同银行机构的资本实

力、风险管理水平等条件，适当放开长三角区域内机构跨区域设立准入，从而搭建区域内信贷

① 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方向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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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自由流动的有效物理载体。比如，鼓励银行机构在经济发展潜力大而目前金融服务资源相

对不足的区县（县级市）设立网点，延伸服务触角，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此外，除了允许部分

实力较强的银行机构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专营机构外，针对一些地区法人银行机构风险突出、

资本实力较弱等问题，推动区域内机构战略重组。如放松“两参一控”限制，允许长三角资本

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机构参股、并购长三角区域内一些资质差、资本小的地方性中小机构，

构建稳健的长三角金融机构体系。

二是业务跨区域联动，创新和延伸信贷一体化的多维产品链。尽管商业银行可以探索通过

互设机构的形式实现金融资源的区域内流动，但现有监管框架以及当前宏观金融形势下，机构

跨区域经营仍然面临较大约束。因此，鼓励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联动与产品创新的方

式实现跨区域合作，成为推进金融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如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引领作用，

围绕区域交通、能源、生态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重大事项、重点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和综合金

融服务解决方案。设立长三角投资基金，通过投贷联动方式，加大对区域内科创企业的信贷支

持；组建长三角联合信用担保公司，建立科创企业贷款增信平台。加大银行联合授信、银团贷

款等金融模式探索应用，扩大对“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中长期项目的“组团”服务。

加大科技金融创新试点，如无锡地区银行业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借助物联网技术实现动产万物

互联，帮助银行突破地域限制发展动产担保融资业务。在长三角区域内大力复制推广浙江地区

普惠金融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和产品模式，在消除地区贫富差距、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上探索形成

长三角特色的普惠金融服务。

三是整合社会公共信息，打造信用长三角优势品牌。在充分认识信贷一体化带来收益的同

时，也要认清其潜在风险。事实证明，“远离现场”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使异地贷款风险高于本

地贷款，金融监管限制信贷跨区域流动正是出于对此类风险的担忧。若不能有效缓解“异地”

间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的跨地区经营将变得没有效率。过去一段时期，长三角地区先后爆

发过钢贸市场融资风险、担保圈链融资风险、民营企业跨区域经营大额授信风险等问题，让银

行跨区域经营更加谨慎。管理部门对银行机构跨区域经营也逐步加强监管，对业务跨区域经营

设置了更严格的监管红线。同时，由于存在区域信贷市场的分割，区域外银行受地理环境等因

素制约，不能获取区域内的完全信息，监督区域内信贷资金的使用也很困难，监督成本过高，

在市场竞争力上自然无法与占据地理优势的本地银行匹敌。这样，区域间的资金流动就会减少。

可见，区域公共信息平台的缺失限制了银行对区域外企业信用情况的了解，提高了区域外贷款

的风险管理难度，不利于银行信贷跨区域流动。打破区域金融资源流动壁垒，要率先打造信用

长三角，积极深化国家首个信用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打响“信用长三角”品牌，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营造健康环境。在这个方面，可以将苏州、台州社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经验总结推广，

在长三角范围内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大平台，整合三省一市的工商、海关、通信、税务、社保等

公共信用信息，为实现银行信用评级一体化建立信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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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打破行政区划监管，建立起跨区域功能性协同监管新机制。金融业务的开展，离不开

有效的金融监管。传统的金融行政区划监管，适应不了长三角信贷业务一体化。举例来说，为

了推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理应鼓励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通过业务联动与产品创新的方式实现

跨区域合作，推动银行联合授信、银团贷款等“组团”服务为区域内重大战略项目建设提供金

融支持。但传统的按行政区划进行机构监管的模式无法适应上述跨区域业务的发展需要。因此，

应当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总体框架内，嵌入长三角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畅通信息共享渠道，

推动监管标准一体化，减少监管摩擦，防止监管竞次和地方保护。比如，可以设立长三角金融

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日常议事机制，为机构跨区域互设、业务跨区域经营等搭建政策协

同平台；可以继续推动 2004 年发起的《共建信用长三角宣言》落地实施，推动建立和完善信

用区域性法规，形成统一的区域化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加强功能性监管，弱化传统金融行政区

划监管，由管机构为主转向管机构 + 业务并重，强化非现场、现场联动监管；可以建立区域性

金融业联合惩戒逃废债协同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惩戒力度，维护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可以探索设立区域信用风险互保互助基金，对涉及跨省市的大型企业债务风险共同组建债委会；

还可以研究建立长三角区域性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机制，金融风险监测、金融知识安全宣传平台

共建共享，提升区域性金融风险防控处置能力。通过以上监管合作，为长三角区域信贷资源配

置一体化提供有效的监管环境，营造区域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安全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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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民营经济参与农村创业更大活力
吴跃农①

土地权的下放，有利于对红线之外土地的高效利用，提高镇城化率、减少农村人口与农村

建设用地的可扩张性正相关。

土地权的下放，不只是意味着外来民间资本的更多投入可能，更意味着土生土长的农民会

获得更多创业助推力，激发创业活力，会有新一批民营经济人士应运而生。

下放土地权，有利于地方政府充实扩张土地资源，并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构性、制

度优越性的力量推进之中，使民营经济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的要素投入中，有更为灵活和充

裕的有利性投入。

3 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其核心就是通过扩大省级政府建设用地审批权限，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保持中国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这对民

营经济下一步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中的作为有重要影响，对发挥民营

经济在城镇化进程中作用是重大政策机遇。

第一，发挥民营经济进入农村、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更大作用。《决定》坚持环境与农业的

重要性和可持续发展，保留农业的自主性，增强主体功能区的特殊保障功能，以最严格的制度

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而土地权下放，有利于对红线之外土地的高效利用，提高镇

城化率、减少农村人口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可扩张性正相关。民营经济是高效组织和利用土地资

源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土生土长在农村的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人士具有“带头致富、带

领致富”的“双带”现象和投身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光荣历史和巨大贡献，外来民间

资本更是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面向未来，具体到农村贫困地区的彻底减贫、小

康建设和增强内生动力、提高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更要充分发挥好民营经济充分

组织和利用土地资源进行深度开发、集约化生产的优势。

第二，释放民营经济参与农村创业的更大活力。土地与人、土地与创造性有着极为深刻的

哲学关系，这也意味着农村集体非粮土地更多转化为工业化用地的可能性。农民转换身份，成

为工业“地主”，或以土地入股，民营经济有了更多的参与方、合伙人。农民变身打工者、成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国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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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社会变革内容和经济成长性力量。土地权的下放，不只

是意味着外来民间资本的更多投入可能，更意味着土生土长的农民会获得更多创业助推力，激

发创业活力，会有更多的洗脚上岸机会，会有新一批民营经济人士应运而生，得之土地，哺之

土地，成为城镇化建设源源不断的成长性力量。

第三，提高地方政府和民营经济拓展自然生长土地的积极性。例如，江苏是海洋大省，又

是苏北农村沿海滩涂旺盛的生长大省，地方政府在化滩涂为农村建设用地上有充分“授权”，

民营经济就有充分施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充分空间，下放土地权，有利于地方政府运用好此

类自然土地馈赠，充实扩张土地资源，并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构性、制度优越性的力量

推进之中，使民营经济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的要素投入中，有更为灵活和充裕的有利性投入。

第四，提升民营经济在特大城市群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的能力。中国的发展必定是一个缩

小农村空间、扩张城市群建设和增强城镇空间的历程，土地使用的转换根本在于政府按照城镇

化步骤推进，收缩农村外延，扩张城市格局，增强城市布局。国际竞争的重要基本单位是中心

城市和特大城市群，我国首批试点地区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

中央的部署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是紧密联系的。在中国工

业化主导的地区，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需要进一

步强化中心城市为骨干的特大城市群建设，形成技术创新力量的蓬勃生长，增强全球产业链的

主体性控制、总部经济的成长和植入。这个放权，其重大意义即在于此。否则各省市及基层政

府手中无米，是煮不出特大城市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饕餮大餐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种粮方式

改革开始，今天，还要从农村用地的放权，来协调区域之间特大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主动性和

城镇化建设的内生性关系，并支撑中国经济新的腾跃，而民营经济是这种关系中的重要建设力

量，是特大城市群和城镇化的广泛建造行为者。

第五，发挥民营经济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性作用。省及地方、基层政府手中握有土地资源权，

一方面获取管理资本，一方面在提高特大城市群建设水平及城镇化率中能更有作为，而与民营

经济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性作用紧密结合，充分调动创业主体积极性，打破阻碍劳动力在城乡、

区域间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跨区域转移和优化配置，真正形成区域一体化的正相

关系，就会凝聚推动下一阶段中国非农化大转型的充分力量，民营经济献力于此，也必然得力

于此，在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空间将获得进一步的扩张发展，并在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为

主力阵容的中国经济突围战中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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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西崩，洛钟东应
——油价暴跌的再思考

施训鹏   姬  强   张大永①

如果油价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将不利于新能源技术创新和投资的长期布局。

2020 年 3 月 6 日，OPEC 与俄罗斯有关原油限产的谈判破裂后，沙特随后单方面打响原油

价格战。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原油价格突破 25 美元每桶的心理关口。与此同时，新冠疫情

继续全球肆虐，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危机四伏。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国际原油市场的发展将

会有如下特征：

一、沙特、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博弈将持续扰动世界原油市场格局。作为世界主要的产油国，

沙特、俄罗斯、美国的产量几乎占到世界石油总产量的一半。传统上，沙特依托 OPEC 对全球

原油市场进行调节，而近年来随着 OPEC 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其对市场和价格的调控能力逐

渐弱化。俄罗斯作为最大的非 OPEC 原油出口国，与 OPEC 的合作一度成为稳定国际油价的重

要因素。近期油价暴跌的导火索即是俄罗斯没有支持 OPEC 的进一步减产决定，从而导致沙特

的报复性政策。

作为市场中的新生势力，美国页岩油技术在走向成熟后大量生产，彻底改变了国际原油市

场的格局。自 2013 年起，美国即超越了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页岩油不断

侵蚀传统石油输出国的利益，对以沙特为代表的传统势力提出挑战。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沙特

对俄罗斯发起的价格战，也同样直指美国页岩油生产商。

在美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石油价格战可以进一步降低美国在页岩油领域的企业利润。

除了相对较高的成本之外，页岩油生产商的债务负担和违约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进一步持续低

迷的油价可以实现对其的挤出效应。然而，如果一些页岩油不能永久退出石油市场，这个因素

还将持续发挥作用。

从目前看来，俄罗斯具备一定的应对较低油价的能力。由于 2014 年以来的长期油价低迷

和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一直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削减支出以应对更大幅度的价格冲击。

因此，俄罗斯抵抗低油价的能力得到加强。在沙特宣布增产后，俄罗斯也表示有能力将日产量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姬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大永，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于 21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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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50 万桶 / 日，这将使该国的原油日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1180 万桶 / 日。

以沙特为代表的 OPEC 内部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成员普遍对油价收入依赖性强，油价暴

跌可能导致如伊拉克、阿联酋等产油国纷纷增产，以应对价格下降造成的收入锐减。这样会进

一步加剧全球供给过剩的局面，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此次价格战对国际原油市场影响的持续

时间可能要长于预期。

二、原油价格战升级为资本市场的多米诺骨牌。如果说新冠疫情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是

金融市场低迷的原因，那么原油价格战则是全球资本市场连锁反应的导火索。原油不仅是一种

能源品种，还是最重要的投资商品之一。自油价开始暴跌以来，全球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剧

烈波动。美国标普 500 指数两周时间内，触发了四次熔断。除此之外，科威特、加拿大、巴西、

墨西哥、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韩国等多个国家股指触发熔断，多国股

票市场进入技术性熊市，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孕育中。

一向作为避险投资偏好的黄金在3月9日油价暴跌的同时，一度突破1700美元/盎司的关口，

令金 - 油价比突破了 50 的历史最高位。然而，在本轮全球资本恐慌情绪的蔓延下，黄金的避

险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伦敦黄金价格也在两周的时间内从 1700 美元 / 盎司跌至 1500 美

元 / 盎司附近。即便如此，金 - 油价比也一直保持在 50 以上的高位，而历史上每次金 - 油价

比的突然上升往往预示着金融危机的爆发。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作为有黄金属性的数字货币，并没有表现出风险对冲效应，近

两周各种币种集体跳水，比特币单日暴跌 40%。从目前来看，将数字货币作为避险资产的投资

策略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考量，数字货币的价格更容易受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一旦恐慌蔓延，很

难幸免于难。

三、低油价可能延缓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步伐。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前，由于全球经济繁

荣以及高油价的制约，各国均有意愿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其前景非常乐观。部分乃

至全面取代传统化石能源的计划也提到日程之上。

然而，金融危机后，经济低迷以及油价下跌带动全球主要能源产品和电力价格的普遍下降，

新能源的竞争优势被削弱。此次油价的暴跌则进一步威胁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一方面，将导

致一些国家修订在高化石能源价格情景下制定的新能源政策。另一方面，低油价将直接降低耗

油量大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等多个相关产业的成本，进一步增加石油需求国对石油进

口的增长，从而抑制新能源的替代效应。如果油价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将不利

于新能源技术创新和投资的长期布局。这种外部条件给给绿色发展的道路带来诸多的未知性和

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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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如何更好地
支持中小微企业

熊  宇①

经过全国上下齐心努力，疫情已入尾声。如何稳增长、保就业，并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是接下来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我们注意到，为了缓冲疫情的负向冲击，三个月来货币

政策接连出台，包括商业银行贷款参考 LPR 定价，资本市场的再融资新政，公司债降低门槛和

定向降准等等。一方面，“开闸”是重要的，实现了阶段性稳增长目标；另一方面，“流向”

更为关键，如果充裕的流动性沿老路流入地方政府平台，或者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不但稳增

长不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更是无从谈起。要想办法通过商业银行把宝贵的流动性注入到中小微

企业，支持他们成长发展，才是稳就业、保民生和促增长的长远之举和治本之策。

而如何引导商业银行更好地支持中小微企业，是一直没有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一方面，

如果完全市场化，会出现商业银行惜贷，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

以行政命令方式，给商业银行下达中小微企业信贷指标，就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

这两难困境背后的本质是，商业银行现有信贷体系与小微企业特征不匹配。银行传统信贷

风险管控，多是基于企业过往经营情况，多以资产抵押和担保来缓释风险；而小微企业多处成

长初期，对它们的风险管控则要依赖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这一从“押上过去”到“判断未来”

的变化，会使商业银行的传统经营模式面临挑战。

一、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贷给谁”、“不敢贷”

据笔者商业银行基层工作经历来看，江苏尤其是苏南发达地区，并不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优

质中小微企业，但它们在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顺位上，仍列地方平台和国有企业之后。究其原

因主要有两点：

1. 信息不对称，不知“贷给谁”

各大商业银行分支，受制于地方文化、语言、传统、习俗、圈子等，往往难以深度融入当地，

一般只能从报表看企业，仅可了解到企业想让银行看到的，不能够掌握真实经营情况。在这种

信息失真背景下，银行出于自身风险考虑，防止出现逆向选择，干脆一刀切，不再通过财务信

① 熊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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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判断企业好坏，直接选择政府平台、地方国企。这一现象可总结为：由信息不对称引起“贷

给谁”的问题。

2. 资信不充足，银行“不敢贷”

也有部分中小微企业财务规范、口碑优良，产品具有竞争力，现金流也较为充裕，可仍然

难以得到足够的信贷支持。为什么呢？

中小微企业都处于企业生命曲线的发展初期，其特征多是轻资产、高负债，这与商业银行

传统通过资产抵质押来缓释风险的方式相背离。即使商业银行看好某小微企业发展前景，如果

该企业没有重资产做抵质押，在纯信用情况下，其能得到信贷支持也很有限。这是商业银行业

务本身性质决定的，也是它与 PE、CV 等金融机构区别所在。而我国恰恰是间接融资为主，直

接融资为辅。如何在这种金融体系下，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用支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一现象可总结为：由资信不足引起的“不敢贷”问题。

二、选择“蚂蚁雄兵”解决“贷给谁”

支持中小微不代表要平均用力。需要进一步重点明晰的是：什么样的中小微企业才是我们

重点支持对象。不能仅仅因为“中小微”就支持，而应该支持现在“中小微”，明日“高大上”

的企业。支持那些是拥有一定实力和良好发展前景，但由于不符合银行现有信贷要求，暂无法

获取金融资源的中小微企业。

于是我们应该找到这样一类企业：在某个产品价值链上，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

材料，专注于某一生产环节，既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却又少为人知的企业。不妨称它们为“蚂

蚁雄兵”。之所以称其“蚂蚁”，是因为它们通常不与终端消费者发生来往，只专注于价值链

上某一环节的中间产品，并非那种家喻户晓的大型企业。之所以称其“雄兵”，是指它们拥有

该生产环节的关键技术和知识，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甚至能决定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走向和

存亡，享有较大话语权和定价权，产生较高附加值。

因此，寻找到各条价值链上表面看不起眼，但具有一定话语权的“蚂蚁雄兵”，对它们提

供融资支持，帮助它们逐步成为能决定产品价值链走向的企业，既是商业银行的努力方向，也

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三、以“银政合作”解决“不敢贷”

1. 地方政府有意愿，打破合作坚冰

在中央严控地方政府平台野蛮生长，要求国企回归主业，严肃财政预算管理的大背景下，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寻找新税源。这就倒逼地方政府要服务支持辖内企业，

做强实体经济，提升财政收入。而金融对企业的支持，无疑是地方政府需要的。

2. 地方政府有信息，打破信息不对称

地方政府拥有公、检、法、财政、税务、工商等多个职能部门，信息掌握更加全面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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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商业银行单一渠道，地方政府可以说是在任何方面都要更加了解当地企业。不仅了解“表

内”，还了解“表外”，更掌握“家底”，对企业的质地心知肚明；对企业的表面文章，更是

洞若观火。如果将地方政府掌握的企业信息，引入商业银行审批机制中，就能大大提升商业银

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辨识能力，精准地挑选出应重点信贷支持的“蚂蚁雄兵”。

3. 地方政府有信用，打破资信不足

地方政府信用一向是商业银行追逐的对象。如果能将地方政府的信用部分引入商业银行信

贷支持机制中，为中小微企业融资作背书，则将大大降低商业银行对风险的评估，提升信贷支

持力度，解决“不敢贷”的问题。

四、建议合作方式：共同出资建立“风险补偿基金”

合作方式有很多，本文提出建立由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的“风险补偿基金”，将

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绑定，形成利益同向的共生关系。一是将地方政府对企业信息的掌握纳入

商业银行审批流程，解决信息不对称；二是将地方政府信用纳入商业银行信贷机制，创新融资

模式，解决资信不足。

假设某地方政府与某商业银行各出资 5000 万成立 1 亿元“风险补偿资金”，同时该商业银

行中小微企业的平均不良率为 5%。

第一，由于地方政府参与基金管理，必然要求在信贷支持对象的选择上拥有发言权。此时，

商业银行可以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判断和意见，作为审批的重要参考条件，发挥出地方政府掌

握企业信息的优势，再加上商业银行的专业知识，更加精准地挑选出真正有发展前景的中小微

企业。这就极大缓解了商业银行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了不良率，调动了商业银行积极性。

第二，即使除去商业银行自身出资部分，单看由地方政府出资的 5000 万元风险补偿，商业

银行信用就可以放大 20 倍，撬动了商业银行 10 亿元信贷规模。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信用的存在，

商业银行便敢于不再单纯依靠重资产抵押，而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特质，开发出基于对其未来

发展前景的判断，给予融资支持的新模式。例如，根据银行流水、税务工商、用电用水等数据，

通过大数据模型测算，适度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准入门槛；还可以考虑接受中小微企业“软资产”

作为抵押，例如知识产权、专利等；又或者通过小微企业在供应链上的位置，以及与核心企业

关联紧密程度，给予不同的信贷支持；还能够联合信托、基金等非银股权投资机构，同开发“股

加债”、“投贷联”综合融资产品。

概而言之，中小微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万万不能失去。后疫情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中小微企业高水平成长；中小微企业高水平成长，又离不开商业银行的高效率支持。通过地

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合作，共同出资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的模式，可以较好地解决过往中小微

企业融资中存在的“贷给谁”和“不敢贷”的问题。既支持了优质中小微企业发展，又降低了

商业银行不良率，还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不仅是政银企三方共赢之举，更是稳就业、保民生

和促增长的有效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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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近在咫尺的全球性大危机 
也是必须直面的至暗时刻

陈志龙①

金融市场，永远是在狂热和欢呼声中，表现出它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当狂热和欢呼响彻

云霄时，一根针就能捅破天。

金融危机的特点各有不同，但演化的逻辑步骤完美地相似，首先是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家

庭财富水涨船高，杠杆率倍速放大，消费支出随之增加，社会处在极端亢奋乐观的情绪中。而

资产价格的下跌具有“突变性”，从狂热转向恐慌也只是回头看的一瞬间，随之是财富缩水、

杠杆脆断、消费收缩、投资停止。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反省 2008 年次贷危机时，经常引用一个著名的“杰塞尔悖论”：

市场在高度泡沫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买方对卖方的大量过剩，导致已经涨得离谱的资产价格

继续攀升，以至价格水平达到“沸点”。当泡沫沸腾推向高潮，并且大多数人并对此深信不疑时，

危机会不请自来，因为总有一个意外事件就能让价格上涨突然停止，并且转向瀑布式的狂泻。

每一次危机都在丰富和完善这个悖论。这一次，一个无形无声无影无踪的病毒重创了从华

尔街到伦敦再到东京的全球金融市场。2017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职当天，道琼斯指数收于

19827.25 点，而 3 月 19 日，经过近三周的“末日狂泻”，道指从近 30000 点跌至 18917.46 点，

特朗普引以为骄傲的上任以来万点股市涨幅，仅一个月时间就归零了。连年近九旬的巴菲特老

人感慨“活久见”，并且在 3 月以来 10 个交易日内见证了四次熔断，史诗般的暴跌惊心动魄。

“过去我们不算恐惧，但是贪婪，而今我们不算贪婪，但是太恐惧了”

邪恶无形的病毒以光速在狂奔，吸血鬼般从亚洲横扫欧美大陆，夺走近万的生命，沦陷在

血泊中的意大利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中国。病毒开启了黑暗的“撒旦磨坊”，病毒造成的恐慌引

爆了资本主义的心脏华尔街。交易和正常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千百年来，任何一个市场经济

体，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GDP 的创造意味着每天发生了千百万次的人际交互作用。过去 100

多年来，华尔街所在的第五大道除了“9·11”期间出现过临时性的关闭，它几乎是个不夜城。

而随着纽约、加州的封城，喧嚣的华尔街和车水马龙的第五大道已成幽灵般的“鬼城”，这是

①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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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没有过的危机。

本周五，澳州宣布全境关闭，响应美国把全球旅行警告升至最高级别。更多的“鬼城”将

在全球各地出现，这是一场不断深化不断恶化的大危机。多个国际权威机构发表报告，疫情将

使全球进入史无前例的大衰退。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二也承认：“疫情可能使美国经济陷入衰

退。”他看着万点股灾无奈发推特祈祷“愿上帝保佑美国”。

病毒只是触发了引信。危机前的华尔街已具有经典的狂热泡沫的所有特征。传统的金融危

机理论告诉我们，危机总是伴随着收益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这种下跌通常是由于市场参与者

从狂热转向恐惧，对预期收益的折现率大幅提高引起的。这次出现的，是所有的市场决策者和

参与者都没有预料到的残酷崩溃。

到处是血雨腥风和血泊中的多头，一个月时间，油价从 50 美元跌到 23 美元，离高盛警告

的 20 美元只差一步。本周一，连黄金价格都转向，投资者加入恐慌性抛售，市场不顾一切地

对一切资产都在抛售，VIX 恐慌指数创历史新高。

所有的金融市场处在极度的混乱和失灵状态。当价格急速下跌时，卖方越来越多，市场上

所有的交易对手都瞬间消失，初始价格将远远超过最终的实际成交价，这种极端的完全失去流

动性的市场，触发流动性黑洞机制。其后果是每一次交易都瞬间涌入更多的不顾一切的卖盘，

从而导致价格进一步降低和不计成本的卖出，最终造成一种极端的、连续的螺旋式价格崩溃和

市场崩溃，理论上价格可以无限接近于 0。

这一幕，用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在 2009 年反思次贷危机时的话说：“过去

我们不算恐惧，但是太贪婪了。而今我们不算贪婪，但是太恐惧了。”连续的熔断也说明市场

确实反应过度了。

“这是一场近在咫尺的全球性大危机，也是必须直面的至暗时刻”

2008 年的次贷危机期间，全球资本市场的市值从 60 多万亿美元降到 20 万亿美元，用了一

年时间，蒸发了 40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华尔街损失惨重，花旗

市值从 2550 亿美元降到 190 亿美元，高盛从 1000 亿美元降到 350 亿美元，摩根从 1650 亿美元

降到 500 亿美元。在那场危机中，美国银行股价损失了将近一万亿美元，欧洲损失 6000 亿美元，

英国损失了 4500 亿美元。而全球金融市场在过去一个月“断头铡式”的自由落体中，损失的

市值已远超过 2008 年次贷危机和此后欧债危机的损失。

史无前例的万点股灾随时会触发大危机和大萧条。历史的经验证明，每次金融危机之后，

严重的经济衰退将随之而来。现在，全球新增病例每天还在激增，生与死的选择、死亡的恐惧

直抵人的内心。消费急速下降，繁荣时期不断叠加杠杆的金融体系十分脆弱，促发各大经济体

陷入普遍性的休克式衰退，并极易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负反馈机制导致更大的恐惧、交易停止、

投资停滞和消费萎缩，触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坍塌、银行破产以及经济崩溃。这种恶性循环一旦

形成闭环，想再打破重回旧轨道，不能说无力回天，也将会极其困难。同其他强力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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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一样，这场危机到目前为止，其疫源、传播机制、药品、疫苗都没有

足够的认知和突破，这个强大的无形的敌人直接威胁着人的生命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这是一场

近在咫尺的全球性大危机，也是必须直面的至暗时刻。

目前，中国国内疫情虽然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但是会否再起第二波，我们无法判断。面

对不确定的外部世界和认识不充分的疫情规律，谁都不能用乐观的措辞兴高采烈地描绘短期来

之不易的好形势，因为形势一日数变，我们未知的太多。当下，我们要做的是，动用一切政策

资源和经济手段阻止这种黑暗的“撒旦磨坊”引发的末日崩溃。

与疫魔赛跑，需要整合全球资源、智慧、技术和协作方案。为了全球福祉，在这个重要的

历史关头，政治领导人要象当年的邱吉尔发表广播讲话和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一样，勇敢地打

破修昔底德陷阱，抿弃恩怨成见，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基于对生命

尊严的维护，在生存与死亡面前，以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以开阔的胸襟，坦诚拥抱对方，紧密

团结在一起，集体以坚决果断的行动，拯救苍生于水火，给人民以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带

领世界走出至暗时刻，则功泽千秋万代，永为世人铭记。

危机时刻，应抛出巨石加码压舱石。

过去三年多时间里，道琼斯指数每上一个千点台阶，特朗普都发推特祝，万点大涨是他最

引以自豪的经济成就。结果疫情风卷残云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万点奇迹奇迹般地清零。

不用特朗普再说什么，3 月 3 日，那个恐慌如海啸般袭来的周一，美联储盘中启动紧急降

息并宣布，一次降息不解决问题，G7 和 G20 会有进一步的联合行动。本周一，全球金融市场

已浸泡在一片汪洋血泊之中。美联储再次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 1 个百分点，使之

降至 0％至 0.25％的范围，并启动总额高达 7000 亿美元的量化宽松（QE）计划。面对高度混

乱的金融市场，美联储还将银行的紧急贷款贴现率下调了 125 个基点，至 0.25％，并将贷款期

限延长至 90 天。这是美联储周连续两周在周一紧急干预市场，8 天内，两轮降息直接把基准利

率降到零，如泄洪般释放出万亿级的救命钱。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中央银行制度本身就是金融恐慌的产物，它诞生的一百多年间，有力地

应对过多次金融恐慌，但今天这场危机比 2008 年更加“百年不遇”，它来得猝不及防，并且“断

头铡式”一枪毙命的崩溃让任何一次反向错误都没有纠错时机。

零利率是“王炸”，是美联储历次反危机中的“必杀技”，也是系统性反危机方略的第一

攻击波，它给出的是明确的政策信号和坚决果断的国家意志。2008 年的那场危机中，美联储打

响全面降低利率的第一枪后，西方七国火力全开全面加入。美联储通过连续下调利率，把联邦

基准利率从 5.25％下调到 0-0.25％区间，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而 1990 年，日本为应对泡

沫经济破灭，如出一辙的做法持续了十年才实现了零利率这个目标。

危机时刻，抛出巨石加码压舱石，体现的是压倒性的力量，而丢沙包抛石子，丢一个被冲

走一个，消耗很大，难以发挥作用。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心脏中成熟金融体制压倒性的制度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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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所在。那场危机中，美联储通过它的信贷系统累计释放的信贷洪峰接近 30 万亿美元。

这次，为避免危机恶化，避免短期内可能出现的更大灾难性崩溃和长期的经济萧条。在利

率 8 天内“两步走”到零后，3 月 16 日，美联储再度祭出“大杀器”，次日起恢复商业票据融

资机制，而上一次使用该工具还要追溯到 2008 年金融危机时。

美联储在声明中称，受疫情影响，商业票据市场近日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商业票据融

资机制应能消除市场风险，提高企业在疫情暴发期间维持就业和投资的能力，财政部将向美联

储提供 100 亿美元的信贷保护，这些资金将来自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持

续时间为一年，到 2021 年 3 月 17 日止。美国财长努姆钦解释说，商业票据基金将提供短期信贷，

帮助美国企业在疫情暴发期间管理财务，美联储的商业票据工具将支持 1 万亿美元的信贷市场。

“王炸”打出后，有人说最近美联储的连续降息把手上的牌都打光了。错了。在研究美国

过去 20 年三次 0 利率反危机机制中发现，无限量保证市场流动性需要的商业票据融资是在恐

慌时刻流动性枯竭时稳信用和信心的“止血绷带”。在恐慌性踩踏导致的崩溃面前，零利率的“王

炸”和商业票据融资机制如左手和右手，分别提供了两个一万亿美元的信贷增量，非常时期用

非常手段把金融市场的信用和商业消费的信心稳住了，经济的血脉就业会畅通，流动性就能得

到源源不断的保障，市场的失灵和超调就能被逐步纠正。

2008 年那场危机，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零利率措施的同时，联邦政府还实施了大规模的减

税，汽车制造商给消费者提供零利率汽车贷款，过去的房贷和抵押贷款可以延期，近乎“免费

午餐”的低利率和融资的便捷性很快稳定了下滑的经济，给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双重

动力，这样更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投资和消费，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如果没有这种快速的反应，

后果将不堪设想，首先消费者没有那么多的可支配资金，社会消费能力下降直接致投资和生产

的萎缩萧条，最终造成难以预料的、严重的经济衰退。

2001 年，由于科技股泡沫破灭叠加“9·11”事件冲击，美国人对未来前景黯淡和渺茫，

就业机会日渐枯竭，如果国民经济持续衰退，如果靠信用卡消费的消费者忽然发现自己没有能

力承担沉重的债务负担，对经济恢复的信心将会被彻底动摇。消费者将经历一场剧烈的心理震

荡，恐惧将会代替信心，收入水平将会大大下降。

于是，联邦政府继续通过零利率和实施大规模减税以恢复经济，当时的口号很简洁，四个

字“立即，马上”。格林斯潘说，“如果需要，我可以用直升机撒钱。”因为如果不立即采取

止血措施，所有市场失血，错过了最好的时间窗口，将来的直升机撒钱、减税、输血、财政发

支票也就失去了意义。

面对无限的未知，要心存敬畏未雨绸缪。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从华盛顿到华尔街，金融的主线贯穿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心脏，他

们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积累了丰富的反危机经验。

在严重的市场崩溃面前，美联储的工具箱和百宝箱里琳琅满目，各种大家伙都有。最大口

这是一场近在咫尺的全球性大危机 也是必须直面的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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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火箭筒和巨斧型核威慑的金融核武器，在危机时刻可无限量提供保证市场流动性需要的数

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商业票据融资是在恐慌时刻流动性枯竭时稳信用和信心的“止血绷带”。

在恐慌性踩踏导致的崩溃面前，所有的工具都是用非常手段稳住信用和信心。只有这两个支柱

稳住了，流动性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市场的失灵和超调才能被逐步纠正。

当前，危机还在持续，全球的新一轮货币放水的行洪闸门已经打开，大水漫灌已经不可回避。

我们既要抗疫抓发展，也要防止新的次生灾害，金融风险可能就是下面即将来临的次生灾害。

上一轮金融危机中，美国通过 QE 计划，实施了三轮高强度大排量的货币放水。一场货币

洪峰过后，所有债权人的资产都在这场“注水游戏”中无痛缩水瘦身，“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却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格林斯潘的警告，多年过去了，言犹在耳。

每轮货币洪峰都大幅贬值消融债权国的债务，这是美联储消融债务的拿手绝活。这一回，

我们怎么办，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自身的金融脆弱性在哪里，能否经得起新一轮金融危机

的外部冲击，我们有没有足够应对复杂局面的健全的金融体系、灵活的金融政策工具和市场工

具，应对重大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有没有系统性的防御和应对方案。我们按总书记要求的那样，

要心怀敬畏，要有如履薄冰的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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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困境与对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困境与对策
彭本红   李  玥①

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重点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关键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运营，保障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在近几年江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仍然

存在成员资格确认纠纷、组织行政与经济职能不分、组织管理与运营能力不足、组织内机会主

义行为风险等治理困境。为此建议：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量化到人确权到户；稳妥推进“村

社分开”，明确市场主体身份；提升组织管理能力，因地制宜运营资产；发挥组织监督作用，

拓宽信息公布渠道。切实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重要带头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进行乡村振兴、实现农民根本利益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对于扶贫攻

坚战具有重要意义。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民主协商的基础

上，做好成员身份确认”、“强化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发挥在管理集体资产、合理开发集

体资源、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作用”等。同年，江苏省财政下达 3 亿元资金扶持村集体经济

发展，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更好规划和支撑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契机。但另一方面，现今我省大

部分村集体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政经不分、缺乏管理运营规范等治理困境，阻碍了村集

体经济组织对于乡村振兴作用的发挥，影响着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的主要困境

1. 成员资格认定易产生纠纷

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与者是乡村振兴的排头兵，也是集体组织经营成果的分享者，成员资格

认定不仅对组织集体行动产生影响，还会作用于组织的利益分配，从而影响到乡村振兴中“产

业兴旺”、“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目前江苏已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300 万人，但仍

有 40% 的村民尚未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各地在成员认定中所采用的标准不同，中国裁判文

书网检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案截至 2019 年共计 23919 个，其中判决书 19234 份，

裁定书 4674 份，所有年份中，2019 年纠纷案最多，共计 5147 份文书，占总案数 21.5%。所有

引发纠纷的原因中，因长期外出经商或务工而引发的认定纠纷占比最高。

2. 组织行政与经济职能不分

受历史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与村委会的行政职能长期处于重合状态。一是

①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玥，江苏大学。



长江产经视点·2020

182

组织功能定位不清。许多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本应该属于公共财政职能的社会事业、社区建

设，组织负担过重。且大多数财务由村委会、街道掌管，组织本身仅执行收益分配这一经济功能，

难以发挥好振兴产业的作用。二是村委会的开放性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封闭性相矛盾。如江苏的

常熟市蒋巷镇村，发达的纺织工业与电子商务吸引外来人口超过 6000 人。由于外来人口众多，

村庄集体土地租赁 28209 平方，厂房租赁 7051.84 平方，集体土地租赁为村庄带来了可观收入。

一方面，外来人口作为常住人口希望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的利

益分配具有严格的封闭性。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权力的重叠，导致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很

难达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的要求。

3. 组织管理与运营能力不足

由于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大多地区尚未推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与运营成为突出问

题。一是资产管理方式与手段不专业。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管理对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由于土地整理不到位、村集体建设用地、坡地荒地等重要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二是大多组

织管理者盈利能力与盈利意识不足，以淮安市为例，2018 年 1514 个村集体村均稳定性收入 50

万元，总资产 73.6 亿元。对比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州市，2018 年全市 1272 个村集体村均稳定性

收入 850 万元，总资产 812 亿元，盈利能力与意识不足影响了乡村振兴水平。三是村两委对集

体经济组织发展意识不足。领导班子老龄化、文化程度偏低、行政任务重、对集体经济的固有

印象等都是影响其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4. 组织内机会主义行为风险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机会主义频发，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困境之一。一是管理者的道德风

险问题，现今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才任用依旧采用层级上报的形式，村委会的“老人”对于组

织管理者的任用拥有较大的决定权，因而在人才梯队搭建方面存在道德风险；二是组织成员的

搭便车行为。组织成员往往因对组织事务决策与管理的参与感较低，或缺乏应有的参与权而挫

伤积极性，从而激励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影响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目标的实现。

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能力的建议

1. 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量化到人确权到户

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着重于清算集体资产与成员身份确认等工作。第一，全面清产

核资，明确集体产权。各有关部门应协同配合集体经济组织，坚持清产核资“5432”工作法盘

点集体资产，仔细核对账簿，对于产权有争议的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列为待界定资产。

第二，继续推进成员资格确认工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的纠纷主要在于离村人口的成员资

格确认，以及家庭人口增减相关的股权增减问题。对于尚未完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工作的

地区，应当从本地实际出发，探索制定成员身份确认的集体程序、标准和管理办法，做到标准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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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稳妥推进“村社分开”，明确市场主体身份

应尽快推进“村社分开”，村委会负责公共事务、公益事业，财政保障由行政单位与村集

体经济组织合理分担，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经营中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独立核算，使组织

在乡村振兴规划与建设工作中更具活力。对于江苏省来说，在本村外来居民数量多、集体经济

管理事务复杂的村庄，应单独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机构，专门从事集体经济的管理与运营。

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对社区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承担范围，使得村社分开在保证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为市场主体的前提下，不产生弱化村民自治的后果。

3. 提升组织管理能力，因地制宜运营资产

集体资产运营绩效受资源禀赋与组织管理者才能影响较大。首先，加强对现有领导班子的

培训工作，通过考察观摩先进示范点、开展动员大会等方式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其次，村集体

经济组织即可提升自我“造血”能力也可引入“新鲜血液”。一方面，通过开放股权、市场外

聘等方式引入职业经理人进行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等工作；另一方面，建立职业经理人的

激励考核机制，将稳定性增收项目、集体经济存续及效益等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并允许适当比

例的村集体经营资产收益用于发放管理者的绩效工资或奖励性补贴。最后，综合考虑各村庄的

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产业特点及交通条件等禀赋，因地制宜规划集体经济发展方向。建立集

体资产交易平台，以提高集体闲置资产的运营效率，为乡村振兴筑建坚实的物质基础。

4. 发挥组织监督作用，拓宽信息公布渠道

一是上级党委适当介入组织人事工作。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

意义，必须使县乡政府在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才梯队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以抑制村委会成员在

人才任用决定方面的道德风险。二是寻找合适的信息公布主体。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前提是

信息的“可置信”，如果信息公布主体由组织管理者担任，则难免会有信息不实的嫌疑，因此

需要有独立的第三方对信息进行审核与公布。三是实现信息公布载体多样化。组织信息的公布

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固定网站等多样化载体进行，从而扩大组织成员对组织事务

及决策的了解，激发组织成员的参与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困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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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育促进经济复苏的新动能
刘志彪①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总体来看，虽然这

种冲击和影响是外生性的、阶段性的，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轨迹和总体态

势，但是如果不能危中寻机及时地随着疫情控制态势的转变，把这种冲击和影响逆转为促进经

济复苏的新动能，不能充分地利用好中国经济发展中内含的巨大韧性和回旋余地宽广的超大规

模优势，不能紧紧抓住在发展现阶段出现的转型升级的空间和重大机遇，那么这种冲击和影响

就有可能沿着负向的作用机制，形成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化、长期化和趋势化的因素。

因此，我们要主动地以危中寻机的积极意识，寻找疫情中出现的新的发展机遇，补齐各种短板，

锚定转型升级不松懈，推动经济复苏新动能加速培育和形成。

重点建设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储备基地

现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高度关注医疗卫生短板，我们要从过去重点建设应对突发

事件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应急救援基地，转向重点建设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储备基地。

因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应急

救援基地，但这次疫情显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储备基地供给短缺。这次全国支

援武汉抗击疫情的实践证明，像类似于方舱、雷神山医院等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储备

基地和医用物资的供给，是保证打赢突发疫情阻击战的关键和基础。因此应以此次疫情为起点，

立即着手规划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基地，在可能的下一次类似

事件中，使所有的病人能得到最快的隔离治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生活能得到较好的保障，

舆情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建设超大规模卫生储备基地也能体现我们举国体制的巨大体

制机制优势和特色。

抓住医疗卫生补短板的发展机遇，还表现为要把那些属于营利性、竞争性的医疗卫生企业，

从过去的非营利性事业建设的思路全面转向发展现代化的医疗卫生产业链。重点是用市场取向

改革的思路建设四条产业链：一是医疗器械产业链；二是防疫抗疫产业链；三是新药研发和药

品制造产业链；四是生命健康关怀产业链。随着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阶段来临，

人民群众对健康和医药问题愈来愈关注，因此这些产业链也将会成为我国进入老龄化之后经济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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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增长点。为此要以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核心企业为主体，培育医药卫生人才，加大研

发投入，寻求资本市场支持，迅速做强做大这些板块，增强其世界竞争力。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抓住疫情中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如数字医

疗、数字教学、数字娱乐、线上购物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办公、服务外包、远程视频会议等

生产性服务业，以及诸如机器换人、无人机应用等实体经济活动，都可以得到催化和加快发展。

重点要做好三个方面的文章：一是注重用数字化去改造传统产业。产业没有好坏或夕阳朝

阳之分，只有有无运用现代技术改造的区别。那些经过现代信息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就是

可以创造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我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一大批电子机械化工产业需要

进行信息化改造，这既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证安全生产，又可以为信息化提供

巨大的需求支持。二是加速机器换人促进产业升级。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代，抗击疫情为机器劳

动代替人类劳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拐点。机器换人可以减少服务业人员密切接触的频率，

减轻各企业单位劳动用工的压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推动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反过来又会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

三是鼓励培育和引进各种数字服务提供商，通过其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拉动或推动，争取在人工

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及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

生态环境。我国各种巨无霸型的数字服务提供商如阿里系、腾讯系、用友系等，都可以推动企

业数字化转型，纵向通过物联网技术，通过人、工厂、设备的互联，建成全程智慧化的工厂，

横向与产业链伙伴无缝连接实现信息共享，从而进一步实现客户需求驱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这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主线。

锚定数字中国建设不松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抓住解决疫情控防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的机遇，想方设法补齐短板，锚定数字中国建设

不松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以数字化提升来建设数字政府，打造掌上办事之市、之省、之区域，如“掌上办事长

三角”，加强区域间乃至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衔接贯通。这次全国各地开市、复工复产

中的各种不协同、不一致等现象告诉我们，要彻底反思疫情防控中的各地设卡封路、各自为政

的非一体化做法的危害，深刻探究统一经济体系碎片化的内在原因和机制，要推广沿海地区一

些省份按产业链推进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在现有体制下，突破经济体系“碎

片化”的关键，还是要在中央政府统一指挥下实现地方政府间的有效协调，其技术基础在于建

设好一体化的政务数字平台。

二是以数字化提升来优化营商环境。疫情如果持续太长时间，必将大幅度提高企业营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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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恶化优化了多年的营商环境，降低在中国经营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推进减税降费、

继续“放管服”改革，都是可以努力应对疫情、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措施，但是这些对于疫情

后需要大力发展新产业和形成新动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无论是继续吸引国外先进企业

来投资，还是我们自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需要有为政府和“放管服”形成的商业生态，

更需要有专业化、数字化配套的营商环境，甚至是硬核的科技环境，如 5G 甚至更高标准的信

息网络条件、大规模的 IDG 数据中心、高水平的医学研究开发中心等。这些不仅需要实打实的、

长期的、巨额的新基建投入，也需要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作为支撑。

三是以数字化提升来拓展城市服务系统，在全国推进“城市智慧大脑”体系建设，更精准、

更直接地为企业、市民主动提供服务，这也是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甄别行业和企业，结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分企施策，化危为机

抓住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各项刺激经济恢复和振兴政策的机遇，甄别行业和企业，结

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分企施策，化危为机。

一是要保持和壮大全球产业链中重要龙头和核心企业，特别是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企业的

竞争力，并给予优先支持，包括给予区域市场和海外市场开拓的支持，鼓励其抢占经济复苏的

先机，提升企业的行业地位。

二是培育和壮大全球产业链中关键配套企业和潜在创新企业，配以劳动用工、抗疫情、财

政金融等方面的全面支持，鼓励其率先全面复工复产、达产达标，在经济走势的低位扩大投资

规模，替代处于不利地位的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稳固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三是要支持大批中小微企业坚持营业，不关门倒闭，给它们以免息、免税、减免房租、社

保暂缓、特殊的用工政策以及以信用而非抵押贷款等一系列优惠支持政策，协助其扩展线上和

本区域市场业务机会。简单地说，因为关系到大批劳动者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因此政府的首要

目标，就是要让它们活着，留下来，等待经济复苏的机会。

四是对大量的城市中小服务业企业，政府应该鼓励和房东、银行和员工一起形成企业命运

共同体，为它们提供低房租，政府减免税费，银行免息延贷，提倡劳资成本共担等，帮企业克

服疫情期无法避免的停业、开工延期、复产不足等困难。

把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转变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抓住当前经济全球化态势逆转可能给中国全球价值链重塑带来的重大挑战和可能机遇，把

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转变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这次疫情充分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可以预判，随着各国

投入巨资和精力全面防堵疫情扩散，某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会以另外一种角度反思过去

的全球化的副作用，即出于产业安全和自主可控的思路，想办法在靠近自己国境线的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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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的供应链，或者自己去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如最近日本

政府要求它在海外的一些制造企业回迁本国；美加墨新贸易协定试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

三国制造的汽车零部件比例提高到 75%。这些状况不能就说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但是

至少也反映了过去产品国际分工格局的逆转，以及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某些进程。这一趋势将

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产生巨大的冲击，并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个时候

凸显发展战略如何充分地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性。基于国内庞大内需虹吸全球先

进生产要素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向和选择。这时，“一

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的合作机遇。中国应该以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

为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援助，以加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

体的密切联系。这是一个化解逆全球化趋势的好办法。

从长远看，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负责任态度、取得的防控经验，以及现今在 5G 和医

疗健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新的技术与应用，将使“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新的投资机会、新

的合作领域和新的商业模式。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也是一个有效对冲逆全球

化的措施。此外，进一步加强我国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

以超大规模市场中的国内经济循环和联系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是防止全球经济风险

传递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积极培育促进经济复苏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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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机 稳住外贸基本盘
张二震   倪海清   戴  翔①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外贸带来的冲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主要是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影

响主要表现在供给端。正在汹涌而来的海外疫情是第二次冲击，这轮冲击主要体现在需求端。

企业虽然复工复产了，但是一些海外订单被取消，没有市场，复工复产也难以持续。江苏一些

外贸企业反映，订单被取消，或者推迟交货。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货物出不去。我省传统出

口市场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受到疫情影响，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导致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为防控疫情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封城”“封

国”措施，也导致了进口贸易无法正常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 2 月 23 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

议上，进一步就“稳住外贸基本盘”作出重要战略部署，强调要“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

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江苏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大省，外贸总额连续十几年位居全国第二，

我们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部署，稳住外贸基本盘，做到“国际市场份额不下降、全球供

应链不间断、进口支撑作用不减弱、外贸高质量发展不停步”。

稳住外贸基本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外贸发展的传统出口市场“基本盘”不能丢。诸

如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一直是我省出口的重要国际市场，如果这些传统市场缺失或份额

减少，不仅在短期内会对我省外贸产生严重冲击，而且市场一旦丢失再想捡回来就变得更加困

难。二是外贸发展的产业链“基本盘”不能丢。贸易是流，产业是源，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分

工体系下，外贸发展的实质建立在本土承接和构建的产业链基础之上。稳住产业链地位不动摇，

产业链重点企业、关键环节不转移，才能够稳住外贸基本盘。三是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进口功

能“基本盘”不能丢。目前，我省经济已经发展到进出口并重的阶段，要进一步发挥好主动扩

大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这不仅是确保价值

链分工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需要，也是更好满足消费需求的需要。四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不能停。在传统优势逐步弱化条件下，推动外贸转型升级，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既是增创新优

势的需要，也是提高开放发展层次和开放发展效益的需要。当然，也是为了能够更好抵御外生

冲击的需要。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倪海清，江苏省商务厅综合处处长；
戴翔，南京审计大学教授。



189

化危为机 稳住外贸基本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对我省外贸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至

少短期来看，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但是“危”中有“机”，稳住外贸基本盘同样也面临一定

的机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疫情对服务业冲击程度更高，而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制

造业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从比较角度看，受到的冲击程度要小一些。这无疑有助于稳定国际市

场份额。二是本次新冠疫情暴发的国内外时间错位。由于我国率先取得了“战疫”的初步进展

以及生产的逐步恢复，而中国以外国家还处于疫情暴发升级期，从疫情影响尤其是对市场环境

等影响看，不仅不会导致大部分人所担心的产业链外迁，处置得当还会成为外资的“避风港”，

带来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的冲击，尽可能稳住外贸基本盘，采取有效的对策举措，迎

接挑战，抓住机遇，化危为机。具体而言，需要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寻求发力点。

更加聚焦重点市场。从稳住外贸基本盘的市场角度看，在大力拓展和实现外部市场多元化

的同时，更加聚焦和巩固我省传统出口市场。尤其要发挥我省已经恢复产能和制造业方面的基

本优势，一方面要根据传统市场在疫情防控期间需求点的变化，比如对防疫物资需求的增长，

做好出口安排。另一方面，要在出口便利化以及给予出口合理合规的支持方面做好工作。比如

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扩大出口信贷投放、适度放宽承保和理赔条件等合规的外

贸政策工具，通过简化通关手续，降低港口、检验检疫等环节收费，为出口企业降低成本。

更加聚焦重点产业。稳住外贸发展的产业链“基本盘”不能丢，不仅仅是指要留住供应链

的关键环节和阶段，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放弃价值链的中低端，从而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实际上，产业发展有其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国制造业目前虽然未能登上全球产业链高端，但在

全球市场上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产业配套体系齐全。这也

是“产业链”的根本意义所在。越是具有相对完备的产业链条，越是具有竞争力。因此，稳住

外贸发展的产业链“基本盘”不能丢，在聚焦重点产业上，不仅要继续在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

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产业领域，增创新的竞争优势，也要进一步

巩固好我们的传统出口行业如钢铁、纺织、家电、工程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的优势，不仅要努

力迈向产业高端，也要尽可能延缓中低端环节的外迁。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要继续优化营商

环境，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作，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实现促增量和稳存量并举，

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进一步借助引进外资引进产业链，打造更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夯实

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

更加聚焦扩大进口。在全球疫情防控期间，主动扩大进口不仅能够展示江苏以更大开放应

对疫情的决心，而且也有助于拉动出口国（地区）经济恢复，从而强化与外部的经济关系；不

仅有助于更好满足本土市场消费需求，也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聚焦扩大进口方面，

一方面要扩大关系民生的消费品进口，另一方面要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特别

是要结合我省产业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提升我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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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含量和装备水平。

更加聚焦技术创新。外贸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无论是我省传统出口行业优势的进

一步巩固，还是战略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创新的引领。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

传统行业遭受的冲击程度最大，需要通过进口先进技术实现转型升级。而诸如智能制造、无人

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则在疫情冲击期间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扩大先

进技术设备进口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

的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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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全球加速蔓延，外贸严冬里如何“稳外贸”？

新冠疫情全球加速蔓延，外贸严冬里
如何“稳外贸”？

张远鹏①

新冠疫情的全球加速蔓延，已经通过直接需求渠道、间接供应链效应、旅游与旅行渠道、

金融与情绪通道四个主要方面对国内外贸易产生重大冲击。我们应该根据新冠疫情及国内外形

势的发展变化积极采取措施。鼓励扩大医疗防疫产品出口，维护现有的产业链分布格局；鼓励

企业转产、转内销及改行；鼓励适当扩大进口特别是自美进口；协助企业解决国际物流问题；

加大扶持力度，目前最重要的是做好后面两个月外贸企业零订单的最坏打算，建议省市政府加

大复工稳岗补贴力度，补贴发放因订单缺失下岗的中小企业员工的部分工资，并先做为期两个

月的计划。对外贸量是无法稳的，先要设法稳住外贸的生产运营能力，应让外贸外资大省立即

成立“抗击新冠疫情专项基金”，支持稳外贸。

2020 年 3 月中旬中国初步控制住新冠疫情而欧美成为疫情“震中”，截至 3 月 31 日，全

球新冠病毒症确诊人数超过 77 万，并波及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场“大流行”疾病在

全球加速扩散蔓延。多数经济学家就全球经济将面临比 2008 年还要严重的衰退达成共识，有

的甚至认为堪比 1929 年的大萧条。疫情怎样对中国外贸产生影响，如何应对？

疫情已经对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外贸产生重大冲击

中国与世界经济主要通过四个主要渠道互相影响：

1. 直接需求渠道。疫情之处，中国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减少直接减少对外国出口产品的需求。

同理国外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对中国的进口。欧美各国颁布“居家令”，停课、

停止聚会、停止不必要的外出、生产和服务。经济活动一下子跌入大停摆状态。根据美国费城

联储制造业指数，从 2 月 36.7 跌至 3 月 -12.7，其中新订单指数从 33.6 跌至 -15.5，就业指数从 9.8

跌至 4.1。美国公布截至 3 月 21 日申请失业金人数为 328.3 万人，预期为 100 万人，328.3 万这

一数据达到纪录高位的 5 倍，几乎相当于美国 2% 的就业人口规模。仅在三周前，全美申请失

业救济人数不足 20 万。由此可见，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重创，生产和生活需求减到最小。据

国内出口厂商披露 3 月下旬有美国订单一下子被全部取消者。

① 张远鹏，江苏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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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间接供应链效应。前期中国为了抗疫而停工停产，中国持续减产限制了韩国、日本等国

生产所需的中间品投入，从而导致制造业活动中断。根据英国供应链咨询机构 State of Flux 的

研究，95% 的《财富》美国 1000 强企业从中国购买零部件。如果疫情导致复工复产时间迟于 3

月底将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欧美各国的“居家令”。防疫措施使得各国的物流不畅，生产停止

反过来影响中国的供应链的稳定，大量中国产品尤其是出口产品的中间产品、零部件等来自欧

美日韩，供应的短缺将严重影响产业链上的终端企业生产 。

3. 旅游与旅行渠道。游客消费减少可能体现在个人消费和零售的个别组成部分（如酒店等

奢侈品消费品类）。疫情发生后，美国、意大利等国立即采取极端限制措施中断与中国之间的

航班，陆续提高赴华旅行限制，来自中国的商务旅行、会展、旅游、酒店等收入大幅缩减。目

前世界上有超过 60 个国家和地区发布旅行限制措施，而全面关闭边界的国家包括加拿大、阿

根廷、澳大利亚、乌克兰、波兰、新西兰等。随着疫情扩散和失控，留学生华人将大量回国，

也将影响原本在各国的消费。疫情使旅游、旅行及相关跨境服务贸易收入向零靠拢。

4. 金融与情绪通道。疫情会导致金融机构一下子收紧银根，使消费者信心下降。3 月 9 日

起的十天之内美国股市大跌导致 4 次熔断。欧美股市连续大跌，一度在 30% 以上，老百姓的财

富大缩水，势必影响消费，进一步影响就业，以致形成恶性循环。美联储 3 月下旬不断出台救

市措施，联邦基金利息被降到接近为零，甚至被认为将提供无限量的流动性，美国国会通过 2.2

万亿美元的救济方案，史无前例，欧美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救助措施，初步止住股市的急跌。

但是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光是金融、财政、税收政策是远远不能解决就业及企业生产、运营

问题的。

外贸严冬里如何稳住我国外贸？

本以为新冠疫情中国控制住了，复工复产实现了，稳外贸任务就差不多了。没想到国外疫

情的扩散，中国抗疫进入下半场，这可能比上半场更难。我们应该根据新冠疫情及国内外形势

的发展变化积极采取措施，稳住外贸量，目前看可能性不大，能做的是弥补损失，留住根基。

1. 鼓励扩大医疗防疫产品出口，努力维护现有产业链格局

3 月初，美国方面称美国医务人员需要 35 亿个口罩，手头约有 3500 万只口罩，仅占 1%；

意大利 10 天用光了 10 年的库存；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目前口罩库存只能维持 3 周左右。

法国卫生部已向中国订购总共 10 亿只口罩，西班牙订购 30 亿只。目前全球实际需要的呼吸机

就已经超过数十万台。阿里巴巴国际站大数据显示，近 30 天，全球买家对口罩、消毒洗手液、

测温仪等疫情相关产品的购买意愿大幅提升。其中，医用口罩买家需求增长 13769%，洗手液需

求环比增长 7360%，测温仪市场需求环比增长 4306%。据瑞士《新苏黎世报》27 日报道，截至

3 月 21 日，有 54 个国家实施医疗物资出口限制令，涉及防护服、口罩、呼吸机等 33 种用品。

中国疾控中心高福院士近日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明确地点出了欧美国家犯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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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错误”——不戴口罩。相信会对欧美口罩需求推波助澜。中国是口罩、防护服、护目镜、

手套、呼吸机、测试盒的生产大国，特别是前两者接近世界出口的 50%。现在中国已经初步控

制住疫情，中国在保证自身需求的同时，可以扩大对全球医疗物资、维生素及原料药品等的出口。

政府有关部门应开辟防疫物资出口绿色通道，尽快办理出口销售证明以及国内出口清关和进口

国注册，帮助做好产品国际认证和对外协调。除了防疫物资，也鼓励企业探索疫情期间居家“宅

经济”需求扩大带来的居家锻炼、休闲产品如跑步机、哑铃、瑜伽服等的出口机会，这样部分

弥补其他出口的不足。

2. 引导企业增产、转产、转内销及改行

上海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判断疫情不可能在今年夏天结束，要持续到年底。美国哈佛全球

健康研究所所长阿希什·贾哈博士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持续到 12 到 18 个月。面对这样的

形势，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要抓住机遇增产，有条件的外贸企业可以转产和防疫有关的产品，或

者成为生产链中的一环。奢侈品大牌香奈儿都转产口罩、消毒液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除

了口罩、防护服、测温仪等防疫物资，应发挥我国在电子及机械制造方面的优势，鼓励企业进

入监视仪、呼吸机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江苏徐工防疫专用设备数十台多功能抑尘车（雾炮车，

加入一定比例的消毒液，快速挥发，对环境无害）3 月 30 日批量出口中东就是很好的例子。政

府有关部门应压缩审批期限，快速办理企业增加生产产品的许可或者获得生产资质，让企业快

速通关进口关键零部件，帮助企业寻找目前“卡脖子”的关键零部件进口替代问题的厂商，协

调上下游生产。3 月 27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有

效扩大内需，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外部需求短期的一二年内可能都无

法恢复到从前水平。有些企业可以尝试出口转内销，先通过电商等渠道转向国内市场；有条件

的可能彻底转型成为新基建或者老基建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当然转向与改行是很艰难的选择。

3. 适当扩大进口特别是自美进口

据研究，以下行业是供应链受冲击较大：汽车及零部件：美、德、意合计进口占比 40%；

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美、德、意、法、英等五国的进口占比 40%；发动机类：以上五国进

口占比合计为 75%；医药、医疗器械：美、德、法、意四国进口占比达到 56%；化工产业：以

上五国进口占比为 38%。但是催化剂、反应试剂、培养基三类产品仅从美国的进口占比就达

47%-67%。这些行业的产品都是中国可以鼓励优先扩大进口的部分。美国是中国多年的第一大

出口国，应鼓励适当扩大自美进口。谷物、肉类、大豆等农产品，在疫情发生后特别是越南等

国家开始实行限制大米出口的情况下，农产品进口有助于降低国内物价、保障供给。目前美国

的石油天然气能源产品也处于历史低位，加大进口也是很好时机；对某些高技术的中间品、零

部件，企业适当多进口一些做储备，可以应对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不稳定。适当扩大自美进口有

助于展示中国尽力履行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重诺守信形象。

4. 协助企业解决国际物流问题

新冠疫情全球加速蔓延，外贸严冬里如何“稳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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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 月 30 日，已经有超过 40 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中国大陆的航班，包括英国航空、

法国航空、汉莎航空、北欧航空、加拿大航空、美国航空、印度航空等。导致中国国际航空运

力严重不足。因为国际航班运输货物还是以客机的腹舱运输为主。国际货运能力萎缩，货运企

业在非传统旺季的情况下则出现了征收旺季附加费的情况。物流不稳定，并且运费大涨 3-5 倍。

3 月 28 日起，中国限制航空公司国际航班将加剧国际物流问题。在 3 月 24 日的国常会上，国

家出台了关于推动制造业和流通业复工复产的一系列措施，明确了加强国际协作，畅通国际快

件等航空货运，并对疫情期间国际货运航线给予政策支持。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国际进出口

的主要地区，国家有关部分应该优先支持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协调物流、航空公司等开辟或

加密国际货运航线，解决国际物流能力不足、不稳定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和外事部门也可以启

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家物流协商机制，帮助解决物流问题。此外，国家铁路总公司应该

优先支持沿海出口大省扩大通往欧洲的“一带一路”班列运量和班次，缓解国际航空物流的不足。

5. 出台扶持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特殊措施

目前疫情全球加速蔓延，国内供给问题变成了外需问题。3 月中旬开始国内外贸企业遭遇

一波“退单潮”，顿时哀鸿遍野，没有订单将面临有复工无复产的窘境。国家应该借鉴欧美国

家的救市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一方面加快落实到位减费降费、减免房租、停息贴息免息等

政策；一方面要提供优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经营困难。有些订单由于近期美元大幅升值已经无

盈利或者亏损，企业为了保住客户还得做，有些为了分担风险，企业主动降低价格到无利或者

小亏。企业勉力维持运营需要资金，企业增产、转产、转内销、改行等也都需要金融支持。目

前最重要的是做好后面两个月零订单的最坏打算，建议省市政府加大复工稳岗补贴力度，建议

最高发放因订单缺失下岗的中小企业员工 75% 工资，并先做为期两个月的计划。因为最多两个

月内欧美疫情应该得到一定控制，生产及消费库存需要补充。3 月 27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应优先支持外贸外资

大省发行地方债券，成立“抗击新冠疫情稳外贸专项基金”，从其中划出外贸稳岗补贴专项。

直接发放到个人或企业，以防地方截留。

小结

总的来说，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抗疫进入下半场，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如果我们麻痹大

意自信过度，有可能出现一段时间无订单、无物流、无生产，大量外贸企业倒闭大潮降临的局面。

然后一旦世界经济从疫情走出，我们已经没有了生产能力，永远失去了市场。稳住外贸的量已

经没有可能，本文理解的稳外贸基本盘就是要想方设法让防疫物质外的外贸企业留住“一口气”，

留住外贸的生产运营能力，等到世界经济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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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市场中的美国因素
施训鹏   姬  强   张大永①

全球新冠感染人数今日超越百万，其蔓延趋势仍然没有停止，给全球经济又增加了更大的

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国际原油市场又传来惊人的消息，布伦特原油期货六月份到期合约四月

二日夜盘暴涨超过 30%，之后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 30 美元以上的位置。此次暴涨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推特上所发信息密切相关。

特朗普星期四说，以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为首的主要石油生产国有望达成供应协议，从而

结束这场石油价格战。在此前的周三，特朗普就表示他有信心帮助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在未来

几天内达成减产协议。

国际原油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强，所以国际原油价格能够较好地体现市场中的供求关系。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的推特能够有如此影响力呢？

首先，石油市场中特朗普因素是美国国际地位的一个体现，其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

中的领导地位使其能够实际的对国际原油市场产生影响。其次，页岩油的迅速发展使美国成为

全球石油生产的重要力量，改变了全球能源版图，也颠覆了多年来形成的国际能源市场格局。

美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中的话语权更强，其政策导向也成为市场投资者判断未来走势的主要依据。

此外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体量也对国际油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回顾近期油价的走势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动态，可以发现，美国股市的每一次动荡都与

石油价格息息相关。三月份美股四次熔断的时间点与国际原油价格暴跌都一一对应。随着美

联储推出的无限量化宽松的政策，其股市开始回暖，然而四月一日道琼斯指数又一次暴跌将

近 1000 点。在这个时间点上特朗普在推特发声很显然意味深长。随着油价暴涨，石油公司如

Chevron，ExxonMobil 股价也获得了巨大收益，美国三大股指也迅速回升。

一些舆论背后是否有资本市场的推动不得而知。但是在美联储即将用尽其干预手段的时候，

特朗普的推特可能是干预市场的一种有效的非常规技术手段，资本市场的因素不可忽视。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舆情和网络信息传播成为引领市场交易的

新的驱动力。其迅速的传播和实时性的影响必将会颠覆传统的市场机制。特朗普因素并非个人

的随机行为，在投资决策中要充分考虑到其对市场情绪的影响。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姬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大永，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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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紧急措施减缓疫情对我国外贸
冲击的八点建议

马步洋①

当前，疫情对我国外贸已经产生严重负面冲击：大量进出口企业面临订单取消，部分进出

口企业被迫停产乃至遣散工人，甚至面临破产风险；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开始面临着重大挑战，

许多国家开始考虑摆脱对于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积极推动其企业向本国回归，设法建立自我配

套的产业链，尤其涉及公共卫生和安全等领域的产业链，可以设想，这些产业在疫情结束后将

持续受到冲击。因此，保持国际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关系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性，抓

住时机紧急应对并采取果断措施，直接关系到我国进出口产业乃至国民经济在疫情后能否迅速

恢复正常，对我国产业持续发展和就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提出八点建议：

第一，我们在理念上，需要更多地站在进口国角度看待国际产业链安全稳定问题，努力从

国家层面上缓和对外贸易的紧张国际环境。对于进口国民众把本国缺乏足够抗疫物资归因为其

国内产业链不完整或外迁造成供应困难，进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乃至沮丧愤怒的情绪也予以理解，

努力去除一切非正常的限制防疫物资出口的政策，大力支持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抗疫物资的援助

行动，在国家之间开展有效的外交沟通与公开信息发布，明确坦诚地展示善意、体现实际行动。

随着病毒在国际上的广泛扩散，抗击疫情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所以，保持

同理心，多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积极采取团结合作支持援助的政策，恰是展示中国国家形

象和增强产业链稳定性的最好机遇，其中，最大限度地挽回可能已经存在的对于中国产业链的

不安全感、不信任感，需要通过切实换位思考的办法，才能拿出有效的针对性的举措，努力打

造中国制造与世界协同的外部氛围。

第二，从根本上，充分认识到维护和提升我国进出口产业链安全稳定度的重要意义，持续

提升我国进出口尤其出口产业链整体竞争力，重点是考虑近十年以来的因为房地产等基础物价

上升带来的出口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如何缓解，需要给予进出口企业在税收方面的合理政策，

包括通过对于出口产业和企业的装备、技术、信息化等方面提供专项金融工具，开展新装备新

技术应用的税收减免，同时对出口企业用地成本、用工成本等方面予以专门政策支持，努力为

出口企业松绑，让出口企业松口气，获得喘息机会。

① 马步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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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出台新的更加积极的政策继续鼓励出口型企业主动沿着“一带一路”周边国家，重

点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布局，支持企业分散国别风险的策略性投资。重点支持出口型民营企业的

发展从而避免和分散国家投资风险，鼓励具有经营和资金能力的出口企业到进口国开设分支机

构包括完成最后一道加工工序的生产工厂，避免主要国家在疫情后恶化对华贸易政策的可能变

化所带来的对于国内出口产业链的冲击，强调未雨绸缪以防患于未然。

第四， 针对本次疫情发动快捷猛烈，对于出口企业订单冲击过大的严重情况，紧急组织各

类金融机构推出针对出口企业受到疫情影响而造成暂时库存积压等经营性困难，给予库存抵押

快速贷款待遇，不再拘泥于企业只能采用土地、房产进行抵押的传统信贷融资方式，帮助企业

渡过资金链断裂的高风险期，同时，通过更大力度的政府财政政策的转移支付方式，紧急给予

维持员工就业表现良好的出口企业以部分薪资支持，帮助出口企业稳定住合格技术工人队伍，

确保企业在疫情过后可以尽快地恢复元气。

第五，破除所有制束缚，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在中国进出口中的地位，稳定民营进出口企业

运营，就是稳定中国进出口的大局。2019 年，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资企业成为最大的外贸主体，

出口占比超过 50%，进出口增速达 11.4%，远高于总体水平。建议在当前特殊的疫情发展时期，

解放思想，去除所有制偏见，充分认识到民营进出口企业的灵活性、韧性与弹性，在各种紧急

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支持民营进出口企业获得更大更快捷的政策支持，帮助民营进出口

企业率先行动、首先恢复，促进我国经济在疫情期后迅速展示对于世界经济相关产业链的重要

性和安全稳定度。

第六，需要对于此次疫情影响的时间长度提前考虑和准备：根据目前的各国疫情发展态势，

以及对于石油等基础产业链的直接影响，做好此次疫情对于我国进出口产业链广泛持续影响到

今年第四季度，将造成我国进出口企业大批破产的底线思维，提前为未来六个月经济和进出口

情况可能还未能扭转的准备，做好针对进出口企业关键痛点的精准支持，重点是做好持续支持

的财政、信贷、税收等紧急政策的提前准备，保住进出口产业的基本就业，保住进出口企业的

重新开工能力，保住进出口产业链，维持产业竞争力和在国际市场的安全信任度。

第七，当前美国处于经济暂时停顿、跨国物流大幅减少、商品供应可能失调、失业压力短

期加大的困难时机，建议择时寻找契机继续加快和美国行政当局的关税谈判，争取尽快取消或

至少降低中国输美产品的额外关税，争取同等关税待遇，保住我国最大贸易盈余国的市场份额，

至少为涉美出口企业赢得一定时间的市场调整期和实施多国分散策略的时间窗口。

第八，采取根本措施扩大内需市场规模：长远来看，重视发展内需市场、扩大内需、努力

形成超大规模的内部市场循环，无疑是正确但是需要培育时间的战略国策。当前，当务之急还

是需要采取紧急果断措施，稳定进出口行业，维持进出口贸易规模，保持相关进出口产业的稳

定经济贡献和对于就业人口的吸纳。显然，通过大规模持续性的进出口活动进行技术、管理、

工艺、人员等各方面的广泛国际交流，起到了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水平的重要作用，从而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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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已经证明的。今后外向型经济发展

仍将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升级实现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和人民幸福生活水平的发展目标。

总之，2019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 GDP 总量的 35%，在此情况下，进出口产业链的

风吹草动将直接冲击我国经济表现乃至就业与人民生活；稳定我国进出口规模，防止疫情造成

进出口企业大批破产进而对于进出口产业链发生致命冲击，从而防止因此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

的安全稳定，这是我国自身的最大利益。当务之急是，支持帮助我国进出口企业和进出口产业

链稳定，以支持中国制造业元气恢复，并直接带动原材料、能源产品等相关重要产业链的进出

口稳定，并稳住进出口产业链上的数千万人就业，从而能够促进产业稳定安全，化被动为主动。

无疑，我国进出口产业链的稳定运营，提升了国际产业链的安全稳定度，也就是提升了中国经

济的安全稳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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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C 视频开大会，要警惕国际石油市
场中“看得见的手”

施训鹏   姬  强   张大永①

北京时间 4 月 9 日晚 ,OPEC 及其盟友将举行视频会议 , 其中一项全球瞩目的议程是讨论减

产协议。无论会议结果如何，可以预见的是原油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不会停止。

一般分析认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石油需求大跌，导致国际原油市场供求失衡，

油价疲软。然而，最近一个月油价出现历史性的暴涨暴跌。很显然，此种程度波动的原因不能

简单的归结于需求疲软，而更多的是背后主要市场力量的博弈与操控。简而言之，就是 OPEC

及其盟友的混战以及特朗普因素等非市场行为导致的。

3 月 4 日，欧佩克和俄罗斯曾协商讨论进一步减产已应对当前市场的需求疲软。但是，意

外的是，俄罗斯拒绝接受沙特和其他国家支持的额外日产量减少 100 万桶至 150 万桶之间的计

划。“欧佩克 +”会议的无果而终导致布伦特油价从 50 美元 / 桶的价位开启了本轮的“过山车”

之旅。当地时间 3 月 6 日，沙特单方面打响原油价格战。不仅大幅降低原油的官方销售价，并

且计划 4 月份增产 30 万桶到 1000 万桶 / 日，最高可增产至 1200 万桶 / 日。国际油价应声下跌，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原油价格一度跌破 25 美元 / 桶。

当全世界都预期原油价格将在20美元/桶的低价位徘徊甚至跌入10美元/桶的油价时代时，

4 月 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一条推特之后，油价暴涨超过 30%，超过 30 美元 / 桶。虽然特朗

普有关沙特和俄罗斯政府同意削减全球石油供应的 10-15%，即减产 1000 万桶 / 日 -1500 万桶

/ 日的说法，旋即遭到俄罗斯否认。但是，在过去几天里，更多产油国表态支持这个减产计划。

这轮油价的暴涨暴跌已经演变成各国之间博弈的闹剧。左右石油价格的不是市场基本面，

而是主要参与者的策略行为。市场基本面因素，往往是被沙特、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玩家作为

操纵市场的遮羞布。今晚 OPEC 的一切结果皆有可能，如果维持现状，则可以解释为沙特和俄

罗斯继续联合打压美国页岩油产业的决心不变；反之如果达成减产协议，则可以认为美国主导

的多方博弈出现新的市场均衡。当然在疫情进一步发酵，未来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

下，即使多方达成一致，其能够维持多久也是值得怀疑的。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姬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大永，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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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分析师，也无法预测政治再平衡引发的“黑天鹅事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由于这些操纵行为的存在，石油市场很不透明，技术层面对供需基本面的简单判断已经无法准

确预判市场走势，市场参与者都将成为各种博弈的牺牲品。

当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被“看得见的手”替代之后，多年来形成的市场规则将被打破，

未来的不确定性将会进一步增强。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中仍旧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参与者，大部

分时候也是这种市场操纵行为的受害者。中国石油企业和决策者需要更清晰的认识到国际市场

中的这些转变，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思考如何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原油市场的博弈；

另一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保护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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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民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
目标结算体系

吴跃农①

发挥人民币促进全球化的重要金融支撑作用。全球化贸易关系中人民币不能缺位，当今世

界经济体系中流通着约十多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庞大流通规模能够维持并加强货币本身的地位。

提高人民币结算是我国及全球金融安全重要保障。

人民币国际化丰富了全球贸易货币结算方式，促进了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是对国际货币

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稳妥有序推动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提升金融标准和国际化水平，更好实现中国和其他国

家的利益融合，使世界金融市场更加稳定。

数字货币首先在非洲、拉美和亚洲流通，向欧洲及全世界稳步推进，同时推广运用线上支

付的信贷方式，使商贸新模式、新业态对旧模式、旧货币结算自然而然摒弃，为全球价值链注

入不可动摇和割弃不了的结算交汇新特质。

以阿里巴巴、腾讯为引领的金融科技创新在跨境供给链整合、贸易风险管理、运输模式多

样化、贸易产品升级、数字化处理等方面具有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及世界贸易发展的强大优势。

要毫不犹豫地将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力为其开拓更宽广更深入

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创造条件。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五通”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

建设需要充足资金和资本，中国金融系统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深化金融合作和创新，构建

与中国主导的新经济全球化和开放性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

系，进一步完善多元、包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稳健，成为国际重要流通货币和储备货币，

尤其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股屡屡熔断、美债零利率、负利率趋势以及美元的开闸放水

宽松化，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更为明晰、意义更为突显，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必须大力稳步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以市场经济贸易方式获取资源依然是我国重要战略目标，中国企业布局全球锂矿市场，控

① 吴跃农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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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全球近一半的锂资源开采和约 60% 的锂电池产能。伊拉克持续 20 年每天 10 万桶原油置

换中国投资重建是最新案例，原材料、燃料等中间品贸易成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主要形

式，普遍改用人民币支付的正是资源开采国。2017 年“一带一路”中间品贸易占区域内贸易的

61.0%。这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

物流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

民营企业收购海外银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推广和释放金融能量。民营企业在个别欧洲国家，

如黑山共和国，已经控股国家银行，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国内企业和所在国人民，这样的实

践不仅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及国际贸易结算去美元化，更是对国内的改革深入有积极作用。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中成为结算货币，越来越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逐步改用人民币结算。我国在 7 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俄罗斯也在努力去美元化，

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增加，从 2018 年的 5% 增至 2019 年 3 月的 14.2%。中国银

行发挥全球化人民币主力清算行优势，在东盟 10 国都已建立机构，在新加坡搭建了多个区域

业务中心。马尼拉分行发起成立了由 14 家当地银行组成的菲律宾人民币交易商协会。

人民币结算 CIPS 系统国际化进展良好。2015 年 10 月启动以来，已经有 89 个国家和地区

865 家银行接入 CIPS 系统。日本有 30 家银行，包括三菱（UFJ）和瑞穗两家大型银行、21 家

地方性银行和 7 家外资银行的东京分行接入。2018 年 12 月莫斯科信贷银行接入 CIPS，23 家俄

罗斯金融机构接入，俄罗斯美元占比从 46% 降为 23%。非洲接入达 31 家，2018 年人民币结算

系统交易额增长八成，超过 26 万亿人民币，CIPS 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拥有美元以外结算手段。

中国银联在“一带一路”沿线 106 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业务，累计发行超过 4300 万张银联卡，

受理覆盖逾 1200 万家商户和 80 万台 ATM，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分别增长超过 25 倍、8

倍、3 倍。银联移动支付服务在 31 个国家和地区落地。老挝、泰国等国家银行卡转接网络是以

银联技术和标准建设而成，中国银联还向亚洲支付联盟、缅甸支付联盟等授权芯片卡标准。移

动数字支付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支付宝在英国、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 9 国和地

区落地，已与 250 多个金融机构合作，腾讯公司的微信跨境支付超过 49 个国家和地区合规接入。

网联平台运用分布式架构开发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重要

里程碑，网联提升了金融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重要性

发挥人民币促进全球化的重要金融支撑作用。全球化贸易关系中人民币不能缺位，当今世

界经济体系中流通着约十多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庞大流通规模能够维持并加强货币本身的地位。

我国“一带一路”的更大投资，年进口价值近 2500 亿美元的石油、3000 多亿的半导体产品、

1500 亿的铁矿石、铜、煤炭和大豆，年出口占世界比保持在 13% 左右，因此，必须推出以人民

币计价的稳定安全“无风险”资产，确保有充足的流动性和有保障的退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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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民币结算是我国及全球金融安全重要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9 年第一

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到近 62%，欧元排第二占 20.2%，中国尽管已经上升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却仅占 2%。2019 年 3 月，人民币在 SWIFT 的资金结算额排美元、欧元、

英磅、日元后的第五位。中国主导第四轮全球化不能继续匍匐在美元体系之下，受制于美元交

易结算的盘剥及稀释，否则，再怎么做大经济规模也很难超过美国，再怎么发展全球化也极可

能受制于人。

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目标

一是大力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点对点”本币结算。加固壮大 CIPS 系统，扩大

所在国货币与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同时确保在全球市场动荡中向交易方提供顺畅金融

服务，双方经营实体在商品、劳务及直接投资的结算及支付时，按国际通行做法以及两国外汇

法规，使用所在国和中国货币交割清算。推动本币和其他货币的跨国结算，逐步深化在国家银

行支付系统领域的合作，在双方法律框架内支持商业银行独立作出加入对方国家支付系统的决

定。

二是大力调整美元储备策略和降低美元结算。人民币国际化丰富了全球贸易货币结算方式，

促进了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补充和完善。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力度，

减少对美元支付系统依赖，规避美元霸权。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能源供需关系，

以点带面，推进建立区域性、多方性人民币结算、本币兑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专业操作，加强风险管控。稳妥有序推动资

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提升金融标准和国际化水平，更好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融合，使世

界金融市场更加稳定。大中型商业银行要组建综合性金融集团，发挥集团优势，以中资企业“走

出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等为重要目标市场，加快银行海外机构网络覆盖，积极稳妥开展业务。

银行业要积极参与人民币跨境业务和离岸市场发展，实现离岸人民币产品涵盖批发、零售、投

行和财富管理等多个领域，拓展活跃有序的人民币离岸资金交易市场，完善大宗商品人民币定

价机制。要加强风险管控，要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综合经营的跨境、跨界、跨业风险，健全

覆盖所有境外机构与业务的并表管理框架，加强与境外机构和业务有关的战略风险、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合规风险、国别风险等全面风险管理。

四是发挥数字技术和新商业模式领先地位能力。我国央行具有得天独厚的监管能力，发行

数字货币和运用数字支付手段，强化我国主导的新商业模式及数字结算。数字货币首先在非洲、

拉美和亚洲流通，向欧洲及全世界稳步推进，同时推广运用线上支付的信贷方式，使商贸新模式、

新业态对旧模式、旧货币结算自然而然摒弃，为全球价值链注入不可动摇和割弃不了的结算交

汇新特质。

五是将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金融科技创新领域是我国在未来

稳步推进民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结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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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中已经占据先发优势的少数领域之一。以阿里巴巴、腾讯为引领的金融科技创新在跨

境供给链整合、贸易风险管理、运输模式多样化、贸易产品升级、数字化处理等方面具有惠及“一

带一路”沿线及世界贸易发展的强大优势。要毫不犹豫地将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上

升为国家战略，全力为其开拓更宽广更深入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创造条件。

六是加强金融合作，发挥民营企业合力，完善资金支持体系。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

议“五通”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充足资金和资本，

中国金融系统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深化金融合作和创新，构建与中国主导的新经济全球化

和开放性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多元、包容、

可持续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推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集合，推动金融资本与产业

资本迅速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经济区域一体化之中。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化原则相结合，

解决投资资金缺口。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加大力度搭建人民币双向投资商务平台；团结“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各参与方形成合力，通过合作加快形成信息透明、规则完备、公平竞争、

政企协同市场机制，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建设多元化融

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国银行加大批次推出“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包含多种计价货币，

募集资金；中国工商银行加大全球网点建设，加大力度支持“走出去”，支持国企民企投入老

基建、新基建；要使民间资本有更多参与感、安全感、归属感和依靠感，一方面帮助其寻找与

国际资本合作的机会，通过多双边合作平台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联合融资，推广股权投资，

开展 PPP、BOT 等多种合作共建模式；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带动作用，通过混合所有

制改革，动员长期资本及私人部门资本参与，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到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

分享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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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将使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发生战略收缩 ——关于疫情与经济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疫情将使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发生战略
收缩 ——关于疫情与经济全球化

的四个问题
刘志彪①

1、疫情暴发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有多大？中国供应链受到的影响又有多

深？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中国供应链的冲击与影响，可以从疫情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从世卫组织宣布将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中国国内企业

全面停工停产开始，很多人认为这次疫情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压力测试。1 月 30 日美

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专访时声称，中国的新冠疫情“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

这个阶段一是中国供应链受制于疫情，发生物流受阻和劳动供给短缺，使企业出现停摆现象；

二是全球供应链受制于来自中国的中间投入品短缺，如汽车零配件的短缺使一些跨国企业投入

品供给紧张。但是这个时期因为跨国企业有一定的库存备货，总体上并没有很在意。

第二阶段：由于中国疫情阻击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中国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但同

时由于疫情向全球蔓延，美欧日韩一些全球化运作的大企业出现停摆。这阶段中国供应链的问

题，从供给端转向供给与需求两端：不仅来国外的的订单需求减少，而且中国企业为复工复产

所需要的进口原材料、中间品等也遇到了困难。

第三阶段：就是疫情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走向。目前人们担心的是疫情后全球价值链

（GVC）是不是会发生大面积的、普遍的脱钩与断裂的问题。这个是担忧，目前还不是现实。

不过也有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现在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中的安全港湾，全球金融和产业资本将

大面积流向中国。

具体看这次疫情对中国所处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和影响，可以主要看三个方面：

一是进口产品受阻影响国内产业链，可能主要是日韩欧疫情影响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二是外部

市场萎缩，出口受阻，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美欧国家市场；三是全球产业链在疫情中和疫情

后的重组变化。具体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还无法准确评估，但是不妨碍我们要提早做好应对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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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本次疫情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可能会打乱中国在过去出口导向战略下建立的长期的 GVC

生态。这对深度嵌入 GVC 分工的中国制造来说更需要高度警惕。中国深度嵌入 GVC 的现状，

使中国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自身的体量。中国是 GVC 的核心节点，出口产品中的中

间品占比相当高，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计算，中国 2017 年 GVC

的参与度就达到 60% 以上，全球近 200 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商品，其中中间品在全部进口中的

占比平均达到 21.7%（中位数）。所以处于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零部件供货企业，如普遍出现

不能及时生产供货或供货不足的现象，会导致产业链下游企业的供给成本急剧上升。如果疫情

拖的时间周期比较长，跨国公司就有可能会把订单转向东南亚、中南美地区，或者重新建设供

应链。如果这样，那么中国企业的 GVC 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

2、政府应该怎样帮扶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以维护供应链稳定？中国企业又

该如何应对供应链中断？

从稳定经济的角度看，政府主要可以在宏观、产业和微观三大方面采取一些援助政策，前

者集中在创造更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上，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后两者则应强调针对个体的具体

性和精准性。

在贯彻中央意图上，现在全国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尽快复

工复产的优惠政策，如苏州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帮扶中小企业的政策。这些政策集中在保企业生

存、保企业现金流、在银行信贷、最低工资发放、降低社保缴纳标准、房租减免和延期缴纳、

相关税费退还和减免等方面。

但政府在援助中小微企业时应该注意：一是要保证这些政策的传导最终要落实到实体经济

上，不能阻塞在虚拟经济领域变成资产炒作；二是要注意政府能力不是无限的，有些中小微企

业被各种冲击淘汰也是正常市场行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救得活；三是反过来看，疫情其实

对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也是一个机会，如线上销售、线上教育、游戏娱乐、服务外包、居家办公、

视频会议等等，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

我国中小微企业规模巨大，吸纳就业人数多，虽然灵活多变但抗风浪能力差，是最需要得

到政府援助的主体。由于中小微企业所处行业不同，运作的产业链不同，所依赖的市场不同，

因此总体上来看，还是需要根据企业嵌入的全球产业链性质、供应链的具体情况分门别类进行

精准施策。

对那些深入嵌入特大型企业供应链的中小微企业，由于后者实力雄厚、平时受国家支持力

度大，同时受疫情影响程度小，因此复工复产复销顺利的特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应该响

应政府号召主动当好产业链“链主”，及时给纳入其供应链中小微企业以订单和货款，帮助其

共同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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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深度嵌入 GVC 的出口导向的中小微企业，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工人到不了岗，而

是缺少来之国外采购商的订单。根据疫情发展态势，政府可以鼓励和支持这类企业尽快采取产

品多元化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的转型，开拓新的国外市场；鼓励企业发展与国内价值链、产业集

群之间的联系，多采用线上营销推广方式，如现在的网红带货销售，就活跃了一大批中小企业。

对嵌入较长产业链的中小微企业，与所嵌入的产业链较短或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中小微服务

企业，援助调整的政策应该是有所区别的，重点应该援助后者。本次疫情表面上好像对消费者

服务业冲击最大，其实最需要关注的是对制造业中的中小微企业的影响。这是因为，制造业的

产业链比消费者服务业长，供应链中因某些环节的订单取消、停摆或暂时性断裂，将出现“长

鞭效应”现象，从下向上的波动需求会被无限放大，从而冲击整个产业和相关产业。同时，很

多消费者服务业的刚需一直存在，疫情只是让线下需求变成了线上需求。这与劳动密集型的中

小制造企业和出口企业面对订单消失的困境很不同。

对于众多与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关系不大的企业，救助政策取向应该转向重点为中小

微企业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如发展各种为其服务的网络营商平台等。此次新冠疫情客观上可

能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的新一轮发展，5G 技术推广应用加强了这种可能性。对此

建议：（1）将政府对 5G 的相关投资在本年度再度加快和提前，既可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同

时为广大企业信息化创造基础设施条件。（2）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

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供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效率，

同时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体系的信息化水平。

3、受疫情影响会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哪些变化？

这次疫情的冲击使人们看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脆弱性，过去支持这个体系不断深化和

泛化的纯经济学思考并不牢靠。

首先，这种分工格局下，一旦出现像新冠肺炎这种大面积的疫情冲击，要产业链的“链主”

即总龙头担负起协调不同生产环节和生产区段的任务，其协调成本便要趋向于无穷大，甚至根

本不可能完成。

其次，这种分工在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在全球范围内精心设计和安排了采购与运输物

流体系。但是为了避免未来再次遭遇措手不及的窘境和大规模损失，企业建设的供应链系统会

要求更加体现自主性和可控性。这样会使企业始终保持一定的生产剩余和配置上更加靠近国内，

更多选择以短期利润换取整个系统韧性的行为。

第三，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一些国家政府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的基础。过去经济全

球化可以得到各主要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样可以寻求到全球化的

共同利益。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和倾向，封闭取向、种族歧视、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加上这些年贸易摩擦和冲突不断，逆全球化浪潮选择民族孤立而非

疫情将使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发生战略收缩 ——关于疫情与经济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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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团结，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基础。

据此，疫情后将面临跨国企业全球化战线的战略收缩、政府维护全球化的政策资源减少、

国内民众内向化等等倾向，意味着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 GVC 会在未来若干年

中发生猛烈的规模缩减、范围缩小和形式变化。

虽然这种战略重组的具体情况我们现在还无法清晰地描述，但是基本的方向还是可以预测

的。如疫后关于重要原材、零配件、中间投入品尤其是医疗医药等产业的 GVC，跨国公司可能

会就此搬迁回本国，以形成政府和社会所要求的自主可控的国内价值链（NVC）；再如一些供

应链容易受突发事件影响的 GVC 布局，可能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集中与某一区域，而极有可

能是分散布局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以规避可能的风险。

还有，美国、日本等国家将会抛弃主流经济学把增长与创新分割开来的传统，吸取数次世

界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强调了生产制造过程以及把它与创新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强调了制造

业及其政策在创新和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纠偏过去“去工业化”的错误的经济政策，

加速制造业回流本国。

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想立刻就建成独立的供应链来替代中国，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仍长期存在，并随着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而逐渐加强。根据一些国际性机构的报告和我的实地调研看，外资并未因为本次疫情

而改变对中国的投资策略。其中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各国的生活水

准不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进而导致产业结构不一样，违反经济原则的产业回流，把一些缺乏

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生活成本和营商成本很高的发达经济中，也就必然无法长久。因此我们

可以断言，疫情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引导产业回归，最后只可能是少数产业链或者部分产业环节

的回归，而不可能是全部产业链的整体迁移，因为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原

则。从这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中国产业链撇开或替代。同时，经济全球化趋

势仍是不可挡、不可逆的，只有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中国接下来要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降低营商成本，增大对外资的吸引力。

4、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施工图”对我国应对全球化变局、形成世界级产

业集群优势和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产生怎样的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推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一体化协同发展，是中国应

对可能的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的战略思考和操作手段。这种区域一体化发展，将通过消除“碎

片经济”特征，逐步构建出中国的统一超大规模市场，更好地把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转型为

基于庞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用我们自己的市场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发展创新经济。

长三角一体化的“施工图”在中长期政策方面，有利于加快构建基于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国

内价值链和沿“一带一路”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因此要加快这一区域的统一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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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贸易壁垒，以新基建建设高科技产业所需要的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发

挥东部发达地区对其它地区的发展引领作用。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

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鼓励形成更多的国内经济循环和联系，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弱化的

负面效应，发挥国内经济的韧性和超大规模市场的调节作用。

尤其要加快全球产业链集群在长三角地区的建设。疫情后，从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以

及跨国公司这次的反思可以推演，全球产业链将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

域化集聚，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全球供应链因产业链过长、区位分

布太散而导致的产业发展不确定性，抵御未来各种外生的突发风险。这一趋势与我国沿海地区

地方化的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倾向高度一致。在本次疫情中，我国企业的复工复产受影

响最小、最有竞争力的也是这些全球产业链集群。为此，要在全国最有条件的长三角地区加快

先进制造业世界级集群建设步伐，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疫情将使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发生战略收缩 ——关于疫情与经济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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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将中国产业链
撇开或替代

刘志彪①

在中国理解世界，从世界观照中国。中国网政协频道、中国网议库平台今日起推出《中国

世界观》微评栏目，将在全球战“疫”的特殊背景下，聚焦全世界、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热点新闻事件发声，以微评论的形式，同各界人士一起，紧跟时事热点，或提供思考，

或分析形势，或拆解迷局……旨在于嘈杂混乱中冷静思考，从迷雾碎片中拨云见日，助益中国

与世界各国的深读、深悉，进而能深解、互信。

这次疫情的冲击使人们看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脆弱性，过去支持这个体系不断深化和

泛化的纯经济学思考并不牢靠。

首先，一旦出现像新冠肺炎这种大面积的疫情冲击，要产业链的“链主”即总龙头担负起

协调不同生产环节和生产区段的任务，其协调成本便要趋向于无穷大，甚至根本不可能完成。

其次，为了避免未来再次遭遇措手不及的窘境和大规模损失，企业建设的供应链系统会要

求更加体现自主性和可控性。这样会使企业更多选择以短期利润换取整个系统韧性的行为。

再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和倾向，封闭取向、种族歧视、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上这些年贸易摩擦和冲突不断，逆全球化浪潮选择民族孤立而非全球

团结，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基础。

据此，疫情后将面临跨国企业全球化战线的战略收缩、政府维护全球化的政策资源减少、

国内民众内向化等倾向，意味着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 GVC( 全球价值链 ) 可能

会在未来若干年中发生猛烈的规模缩减、范围缩小和形式变化。

虽然这种战略重组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无法清晰地描述，但基本方向还是可以预测的。如疫

后关于重要原材、零配件、中间投入品尤其是医疗医药等产业的 GVC，跨国公司可能会就此搬

迁回本国，以形成政府和社会所要求的自主可控的国内价值链（NVC）；再如一些供应链容易

受突发事件影响的 GVC 布局，或许就不能像过去那样集中于某一区域，而极有可能分散布局

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以规避可能的风险。

此外，美国、日本等国家将会抛弃主流经济学把增长与创新分割开的传统，吸取数次世界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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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将中国产业链撇开或替代

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强调生产制造过程以及把它与创新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强调制造业及其

政策在创新和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纠偏过去“去工业化”的错误的经济政策，加速

制造业回流本国。

西方发达国家想立刻就建成独立的供应链来替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制造

业的比较优势仍长期存在，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绝对优势形成而

逐渐加强，并将对全球产业资本形成持久的投资吸引力。根据一些国际性机构的报告和我的实

地调研看，外资并未因为本次疫情而改变对中国的投资策略。其中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客

观经济规律决定的。各国的生活水准和生产率不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进而导致产业结构不同，

违反经济原则的产业回流，把一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生活成本和营商成本很高的发达

经济中，必然无法长久。同时，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营商环境的逐步优化，也是持续吸引外

资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疫情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引导产业回归，最后只可能是少数产业链或者

部分产业环节的回归，而不可能是全部产业链的整体迁移，因为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和规模经济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中国产业链撇开或替代。同时，

经济全球化趋势仍是不可挡、不可逆的，只有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或者经

济全球化的形式可能会有所改变，中国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可能由过去的出口导向

的全球化，转向利用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中国接下来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通过

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降低营商成本，增大对外资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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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行动计划”的经济学逻辑
刘志彪①

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示精神和决策部

署的具体行动，南京市以“新基建、新消费、新产业、新都市”命名的刺激内需的“四新行动计划”，

不仅是立足疫情防控下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重要反应，也是打出了具有内在

的、一致性的经济联系组合拳。

当前全省复工复产工作基本全部到位，但是复工不等于复产，更不等于达产。形成这其中

差别的原因，现在已经基本不在供给方，而主要在需求端，在新的需求和新的订单。由于疫情

的全球蔓延，目前我们进口中间产品的通道并不顺畅；同样，出口订单面临国外需求萎缩的巨

大风险。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内需跟不上，就会极大地影响今年经济发展目标，影响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因此南京出台以刺激内需为主要目标的“四新行动计划”可谓正当时。

总体上看，南京的“四新行动计划”并不是造新词，更不是摆姿势，而是有具体规划框架

和目标；不是散乱拼凑、追求排比句，而是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和严密的经济学逻辑。具体表

现在：

第一，“新基建”事实上主要是发展数字经济，如数字医疗、数字教学、数字娱乐、线上

购物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办公、服务外包、远程视频会议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诸如机器换人、

无人机应用等实体经济活动，其结果将形成一大批未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撑经济增长所需

要的“新产业”。

第二，新基建要有新消费的支持，用新消费来拉动新基建，用新基建来促进就业、生产率

提升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进而相互实现正向循环。消费分三个层面，一是最基本的满足人们生

理需要的消费。二是满足人们便利化、机能化需求的消费，主要是汽车、家用电器、住宅等生

活耐用品的消费。这些都是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依据。三是新消费，就是数字教育、数字医疗、

线上办公等与人们发展有关的消费。新基建涉及的领域绝大部分与新消费有密切的关系。如果

新消费跟不上，新基建的投资也很难收回来。比如 5G 的建设，必须要有视频会议、数字教育、

线上购物、在家办公、心理辅导等方面的消费支撑，才能收回投资实行良性发展。

第三，把新基建与老基建结合起来的最好办法，是发展以进一步城市化为基本特征的“新

都市”。老基建主要是“铁公鸡”建设，具体包括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耗材主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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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就是钢铁、水泥、木材、建材等。现在，一方面老基建已经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最求，

需要新基建发展创造数字经济等新的需求，另一方面目前新基建还难以独自承担拉动经济增长

和增加就业的任务。因为新基建主要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就业的影响有限。而且，在经济运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单靠新基建也难以拉动经济增长进

入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这时以“新都市”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取向，就可以把新基建与老基建

有效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新

都市化发展不仅可以带来新的就业，还能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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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优势的原理
洪银兴①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相适应，具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而且深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方面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弄清楚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具有显著优势的原理，有利于更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

治理效能。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显著优势的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显著优势的具体表现，可以从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体制三个方

面来分析。

所有制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形式充分动

员社会资源。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合作竞争，促进公有制经济深化改革、调整优化布局、

完善实现形式，不断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发挥优势、健康发展。三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

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供有效机制和载体。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

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分配制度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表现在：坚持多劳多得，着力保护劳动所得，有利于提高劳

动效率，鼓励勤劳致富；在分配结构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

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让一切要素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经济体制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表现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市场所特有的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和激励功能，使各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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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源要素得到高效配置；不仅克服贫富两极分化、负外部性和宏观经济失衡等方面的市场失

灵，而且体现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有机整体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

系、产品分配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等构成的。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分别是这三方面关系的制度呈现。这三项基本经济制度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

互促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从改革次序分析，市场化改革是改革的动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多种分配方式都

由市场化改革推动，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而且，无论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还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都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

到实现。深化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又会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分析，所有制关系是决定性的。

就分配来说，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

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上的实现。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才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才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正因为这三项基本经济制度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所以才能发挥强

大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使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优势和整体效能。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环节在制度创新

把社会主义所有制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环节，是完善产权制度。产权把人们从

事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财产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提供稳定持久的激励。产权制度使产权激励成

为市场经济最强大的动力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基石。完善产权制度既要明晰产

权归属，又要明晰产权损益，使产权的界定、配置和流转能够提供更强更有效的激励。

把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环节，一是明确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

入分配的原则，即由市场评价要素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这既能促进企业对要素进行有效组合、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能增加贡献大的优质要素供给。二是根据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求提高一

线劳动者的收入，在初次分配阶段就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再分配阶段更加注重公平，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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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机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建立先富帮后富机制。

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环节，是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

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一方面，通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

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生产许可制度、健全破产制度等，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

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不断优化宏观

调控方式，突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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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民营企业
国际化的“江苏样本”

吴跃农①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全球化、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肩负参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更

高质量发展的重任。2016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柬埔寨前夕，在署名文章中高度评价江苏

省民营企业红豆集团创建的“蓬勃发展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柬务实合作的样板”。

近年来，江苏省民营经济紧紧抓住第三轮全球化机遇和我国倡导与主导的“一带一路”为

核心的第四轮全球化起势，坚定不移协调好、运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定不移向产

业链中高端更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中迈出坚实步伐。

国际化发展的“江苏特色”

第一，“双强驱动”江苏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具有优势。

江苏经济发展有“双强驱动”的历史文化成因和现实优势作用。“双强驱动”作用于民营

企业国际化发展，更呈现了江苏经济发展攻坚克难强有力推进的特点，即政府引导推动、企业

主导发动、市场化运作推进，持续有效突出江苏整体优势、“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综合优势和

沿线国家工业园区建设及管理经验丰富的比较优势，通过大力促进民间投资、提供政策服务，

更好地引导民营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将制造业优势、产能优势与江苏的园区

经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市场要素紧密结合，将投资与贸易有机结合，推进

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促进产能合作和经贸合作，在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中将经济互补性有效

转化为经济推动力，形成江苏省民营企业国际化稳健高速发展的“江苏特色”。

第二，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国际化发展态势良好。

民营企业是江苏省对外投资发展、“走出去”的主力军。近年来，民营企业经济国际化水

平和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具备赴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要素的良好基础和优势条件，特别是加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布局和集聚发展。此外，

还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项目并购。比如，江苏淮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1.15 亿

美元并购乌兹别克斯坦润通金属实业责任有限公司钢铁项目，亨通集团连续收购南非阿伯代尔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国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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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公司等。

许多民营企业不畏艰难，重拳出击，多国多领域运作项目，如中天科技集团开展对巴西的

第二轮投资，并辐射整个拉美市场，截至目前，中天科技集团已经在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巴

西、印度设立分公司和开办工厂，与南非及非洲国家开展贸易往来，累计合作项目超 1000 个，

累计贸易额达 2 亿美元。今年 1 至 8 月，中天科技集团与金砖国家合作项目 200 多个，贸易额

约 8000 万美元。

江苏省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主要在制造业、工业园区建设、基础建设、船舶海工、公共设

施业、电器电子、化工、家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光伏产业、

商务服务、房地产业、教育等领域。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积极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丰富、

成本相对低廉的越南、缅甸、老挝、印度等国，并充分利用东道国 FTA（自贸区战略）政策红利，

获得出口产品关税减免，掘金“一带一路”，延伸了优势产能的产业链。

江苏省民营企业做建筑承包工程是一大优势，近年来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比如，南通

三建、南通建工和南通六建蝉联 ENR 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 250 强，南通二建获以色列住宅建

筑五年资格，南通二建、龙信建设等 11 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分别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

沙特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 25 家境外公司，2017 年南通市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6.12 亿

美元。2016 年 10 月 14 日，合同金额 11.5 亿美元的孟加拉全国电网系统项目签约，是江苏省民

营企业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孟缅印经济走廊”建设，牵头开展境外总承

包的示范性工程，也是江苏省迄今为止最大单个总承包项目。

第三，向欧美国家国际化发展势头较好。

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体会是，企业没有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不算真正的国

际化。中欧之间政治关系较易预测，拥有高科技工业资产的欧洲是江苏省民营企业提升制造水

平的绝佳选择，中美关系当前有较大波折，但双方长期合作依然是趋势，江苏民营企业一些产

业链、产品对美国而言，几年内无可替代，关税挡不住美国需求侧。

江苏民营企业对欧美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高端制造、港口基础建设、工业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医疗健康与生物技术、批发和零售业等领域。通过与欧美先进制造业企业加强投资合作，

带动江苏省制造业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加快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了更高

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国际化健康发展既需要资产的收购，也有赖于资产的处置。江苏省一大批民营上

市公司通过整体兼并、股权置换、联合重组等方式，在欧美实施并购，由此获取国际品牌、先

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由此建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营销网络，优化海外经营布局，增强高端

产品制造能力、研发能力、核心团队、盈利能力等主要竞争要素，迅速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高端。

第四，与国企“混合制”建立商贸公司扩展海外贸易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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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有决策果断及成本、资金、效率和注册境外公司的灵活优势，国有企业有品牌和

管理团队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全球化”布局中，建立民营企业占股本大头、

国有企业参股的海外贸易公司，齐力深耕全球贸易市场。

第五，民营企业在江苏省对外贸易格局中分量进一步增强。

民营企业在江苏省外贸格局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一是外贸占比稳步

提升，2017 年，江苏省民营经济在全省外贸进出口、出口、进口三项指标中分别为 26.9%、

31.5%、19.7%，分别提高 1 个、0.9 个、1.1 个百分点。二是经营主体持续发展壮大，2017 年具

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 4.5 万家，同比增长 5000 家。三是出口市场多元化。对传统市场和新

兴市场出口增长分别为 7.2%、12.6%，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 14.9%，增幅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四是一般贸易进出口增势良好，增幅达 14.8%，出口、进口分别

增长 12.3%、23.1%, 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 9.0%。

多层次走出去 多领域国际化

江苏省民营企业“走出去”国际化发展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从最早的建筑业劳务输出、

加工贸易，开展一般贸易到开设工厂、建立分公司、承建总包工程，积极拓展苏商品牌外贸渠道；

从企业“走出去”建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布局营销网络和国际市场，站稳亚洲市场，奋力

开拓欧美市场及非洲市场，一直到加快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实施传统密集型产业的积极转移，

再到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的海外布局，国际化发展由初级向深耕转变，企业品牌走向国际，

不断寻求更大的空间和战略布局。

江苏民营企业走出了一条从贸易“走出去”到制造业、投资“走出去”多层次、多领域的

国际化发展之路，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当前美国坚持单边主义，发

动并气势汹汹而来的“逆全球化”，江苏省的这些成功经验也是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在国际化发

展过程中引以为鉴的积极破解之道。

第一，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必须具备危机意识。

企业国际化发展是指民营企业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产业链分工、

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在全球范围形成自己产业发展的有机整体。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周江意识到，法尔胜虽然已成为全球金

属制品行业的“制绳专家”，但是如果固步自封，那么迟早就要成为恐龙，消失在历史的烟云

之中。亨通集团早就意识到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危机和机遇，他们认为，企业今天不走国际

化之路，明天就会被别人国际化，成为别人产业链的低端，甚至被市场挤出清除，因此，他们

提出企业国际化的“三个五目标”，奋力抢抓企业国际化生存权、发展权、制胜权，即 50% 以

上的营收来自国际市场、50% 以上的资本为国际资本、50% 以上的人才为国际人才。

第二，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必须具有创新开拓精神。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江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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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不是等来的，而是企业根据原材料、产品市场、劳动力资源、金融政策、

所在国综合情况等因素，先人一步作出的创新决定，必须具有企业家开创事业从无到有一往无

前的开拓精神。

江苏省民营企业大力弘扬“厚德、崇文、实业、创新”的新苏商精神，把园区经验灵活运

用于国际化发展，发挥好海外产业园区是企业集群式投资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小环境优势，先后

开创建设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工业园、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

吉尔吉斯坦纺织园、利泰丝路乌兹别克园、中国江苏纺织服装产业乌兹别克斯坦园、印尼东加

里曼丹岛农工贸合作区等境外工业园区，以及最先进入非洲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设企办厂等，

他们克服了多种困难，将工业园建成了国家级的境外工业园，并用自己的企业发展开拓了国际

化之路，为全国企业的跟进发展、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三，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必须具有长远眼光、紧盯需求侧布局。

企业兴盛、市场兴旺关键除了加大推进供给侧的改革，提供人民欢迎的丰富的品质优产

品，很重要的要素在于需求侧，在于劳动力人口和消费力旺盛的人口结构，“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具备了新时代全球化市场的巨大潜能。非洲现有 12 亿人口，平均年龄比中国年轻得多，

到 2030 年现在 3 亿中产阶级人口将上升到 6 亿，2050 年总人口将达 25 亿，东盟十国有超过 6

亿人口，印度南亚有近 16 亿人口，且年龄中位数是 30 岁，还有中东、中亚地区……离开美国、

欧洲发达经济体，“一带一路”是巨大潜力市场。

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亨通集团“看着世界地图做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盯着人

口基数安排产业”的经验，既是国际化发展长远眼光的体现，也是当下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一

带一路”倡议，破袭美国“逆全球化”的积极有效之道。

第四，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是掌控产业链高端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信息化使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国际化竞争和发展是必由之路。尤其在“逆全球化”

势态面前，以更深层的企业国际化进行产业链和资源整合融合，通过全产业链的国际化布局，

利用海外资源巩固行业优势，实现江苏省“头部产业”对全球产业链的控制。

民营企业通过弘扬工匠精神，将产品做到极致，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把控了产业链高

端，产品中既有截面细如发丝的光纤，也有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微型钢丝绳，直径最细达到0.08

毫米，接近金属制品生产极限，目前占有国内九成的大型桥梁缆索和全球五成的运输带用钢丝

绳市场。恒力集团定义了什么是全球化、国际化企业，不仅企业的技术装备是现代化的、领先

于世界的，技术团队是国际化的、是世界各国最优秀的项目工程技术人才，更重要的在于打造

了“原油 - 芳烃 - 精对苯二甲（PTA)- 聚酯（PET）- 民用丝及工业丝 - 纺织”从原油到纺织

的全产业链，展现了民营企业家强烈的实业报国情怀。与亨通集团、恒力集团一样，许多民营

企业既把控产业的源头，掌控产业的高端，又把控全产业链，建立自己国际化发展的主动权、

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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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必须“义”“利”结合，走共商共建合作共赢之路。

秉持正确义利观是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没有“义”，

国际化发展将失去存在的道义价值；没有“利”，民营企业则失去发展可持续性。只有兼顾“义”

和“利”，才能顺利推进国际化。

红豆集团主导建设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样板，红豆集团坚持践

行“八方共赢”发展理念，即与股东、员工、顾客、供方、合作伙伴、政府、环境、社会（社区）

等八方建立共赢。一是扎根于当地人民，通过扩大就业，改变当地群众谋生渠道、提高生活水平；

二是热心公益慈善，扶弱帮贫，造福当地百姓；三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环境保护，坚持

绿色发展和以人为本，坚持开发与生态并举，坚持建设与环保并举，打造绿色产业新城，建造

柬埔寨最大标准污水处理厂，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认可。

国际化发展仍存“多难”

应该看到，对于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主要立足于市场拓展和要素资源的优化配

置，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多难”抉择，是在多种困难中化解企业危机、开拓

前进之道。其一，随着市场饱和产能过剩以及土地环境约束、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成本上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降杠杆挤泡沫，企业经营外部条件不断收紧，经营压力不断增大，办实业

有不能承受的成本之痛，立足本土拼市场和转型升级发展同样艰难；其二，美国单边主义“逆

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战，加剧了中小企业对美贸易不可控风险；其三，对沿着“一带一路”走

出去国际化发展的中小企业既是发展良机，也是更大挑战，许多民营企业面临着相同的棘手问

题——“政策掌握难、境外项目融资难、境外建设资本和利润进出难、项目运作不规范、国际

化经营和管理人才匮乏、投资合作管控偏紧”等问题。

具体表现在：

一是国内制定的针对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政策松紧不一。执行时松一阵、紧一阵，财务清

理以及中国紧缩政策阻止大规模资本外流不期而至，然而往往遇政策风头采取一刀切办法处理

对外投资问题，伤及一些好的长远项目，怎么平衡资本管制和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资本流动之

需，期待金融政策更有针对性、有效性；国内税收政策也有一定掣肘性，民营企业创汇利润结

转回流国内有所得税问题，导致实质上的双重征税。

二是江苏省政府多部门涉及促进和服务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工作，各有优惠鼓励举措，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民营企业也不能及时了解掌握；又由于各部门相互之间信息不互通，许多

工作没有协调好形成合力，影响政策的落实和实施。

三是国际化发展有一定的政治和环境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社会制度、

宗教民族、文化习俗差异较大，有的国家政治局势动荡、宗教冲突频仍，民营企业完全在一个

全新的营商环境中谋发展，而这个营商环境综合素质要远低于国内，需要花大力气对所在国法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江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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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熟悉掌握，如稍有文化习俗上的差错就容易产生对立情绪以及劳资关系对立，许多国家

受西方影响，工人频繁罢工，都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加上当地的基础设施、物流

与国内相比有一定差距，产业配套供应相对落后，对企业生产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四是有一定投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经济后发地区，基础设施等建设项

目资金投入数量大、时间长，未来收益不确定因素较多，存在投资回报率不高、财务可持续不

强等问题，有较大的经营风险。

五是民营企业自身素质的制约。许多中小民营企业缺乏“走出去”的系统规划，国际化经

营层次偏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都是冷僻的小语种，企业普遍遇到语言交流效率较低

的困难，民营企业的语言和企业经营复合型人才较为匮乏。

发挥优势 集中创新 加强合作

总的思路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讲话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加强政府部门的引导、

管理和服务，积极发挥工商联和商会的作用，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增强民营企业“走出去”

的意识和紧迫性，支持和加快更多的优势企业和优势产能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

要充分发挥江苏省民营经济制造业强、上市公司质量好的优势，鼓励企业将相对低端、低

效的加工制造环节向劳动力人口密集国家和地区转移出去，把总部、研发、关键零组件等高附

加值、核心环节业务留在本省，集中精力做好高附加值的创新、设计、品牌、营销服务等，赚

取更多的利润并贡献税收；加强与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的高新技术和精工制造业合作，开展跨国

经营和并购重组，借助国际资本市场推进境外上市，建立跨国研发机构和营销网络，推动江苏

省民营企业实现全球化采购、全球化制造、全球化营销，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

价值链、物流链，加快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步伐。

第一，加强政策支持。

保持政策一贯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江苏省民营企业国际化健康发展。

一是对照中央政策，进一步落实实施细则，保持政策、举措的一贯性、稳定性。积极防止

因自身政策突变造成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受挫，对不得已进行的政策调整，要积极做好政策解

释工作和相应弥补措施，做到解难排忧凝心聚力、积极正向引导促进，保证相关政策举措的统

一性、协调性和权威性。二是要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从而保证江苏省民营经

济“走出去”国际化战略高质量健康发展。三是由省委、省政府政策研究部门领导挂帅，组织

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及省工商联智库成员组成联合调研团队，定期对江苏省民营企业“一带

一路”国际化发展整体情况进行深度、全面调研分析，提出切合江苏省实际需要的指导性的总

体思路和可操作的对策建议，及时供省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施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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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工作合作。

建立江苏全省性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工作合作机制。

一是进一步发挥好政府相关部门引导管理服务之手的作用、发挥好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和

发挥好商（协）会及社会组织服务之手的作用，建立由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直接主抓，政府

主要职能部门牵头，工商联起主要辅助作用的引导、协调和服务全省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及“一

带一路”重大项目的工作合作委员会，领导统筹协调相关工作。二是与工作合作委员会相配套，

拟建立省级相关部门单位、人民团体、重要商（协）会、骨干民营企业和主要金融机构参加的“江

苏省推进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宣介政策、协商相关问题，及时听取民营

企业国际化的情况反映和意见建议，解难释疑，预测形势，整合政府、团体、商会政策资源、

信息资源、服务资源，形成引导和服务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巨大合力。三是协调整合省级、

设区市和县市区各相关部门政策信息服务和工作信息，打通各自为阵、各为其事的封闭格局，

形成左右相通、上下贯通的工作新格局，使全省各级各部门、各人民团体、社团组织所有涉及

促进和服务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举措、服务手段有一个共享信息系统，相互通气协调，

避免内耗和分散化重复，形成最大工作合力。

第三，加强平台交流。

建立境外工业园区对接平台和企业国际化信息交流平台。

一是拟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工商联和行业商（协）会平台建立江苏境外工业园区与民营企

业的对接交流机制，定期面向全国苏商、行业商（协）会、广大民营企业举行项目对接活动，

将各园区的特色、重点产业链集聚优势和适宜进驻的企业进行详介，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

的有效性、针对性。二是建立面向广大民营企业、关联海内外的开放型线上互动交流服务平台，

重点发挥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政策解读及咨询沟通、金融产品介绍及融资支持、法律服务及风

险防范、海外园区宣传推介及项目对接、龙头骨干企业典型引路及经验教训等多个方面功能作

用，为民营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全方位及时咨询、导向服务。特别要加大对江苏省民营企业钢铁、

有色、建筑建造等优势产能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服务支持力度，推动江苏装备、技术、标准、

品牌、服务走出去。

第四，加强境外服务。

积极提供政策、法律、外事、保险和安保等支持服务。

一是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时事变化，及时进行境外政治经济走势的解读，鼓励民营企业从各

级政府 “走出去”的政策和措施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机遇点、国际化发展方向，并及时避开风险

点。二是针对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法律及文化习俗的较多盲点，通过线上

线下持续举办国际化发展涉及的经济、法律、财务、合同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专题培训，提供关

于商务谈判、国际税务、国际融资、跨境并购等实用型跨国经营人才培训、境外安全风险防范

实务型培训和普及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和风俗人情常识授课。三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江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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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小语种的语言问题，可以组织相关大学或企业大学，进行针对性强的系统语言培训，为企

业生产第一线及时输送应用型人才。四是珍惜爱护民营企业家对外开拓成果不易，并为之提供

后勤保障、企业保险、外事保护、民事安保等多方面支持，保驾护航，引导企业积极与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积极探索和鼓励建立民营海外安保公司，市场化运作安保服务。

五是鼓励江苏省民营企业对国际投资保险机构和保险规范的认知，用好用足国际投资保险额度。

六是强化并规范公共保险机构政策性功能，鼓励强化江苏省海外投资保险业务，设立多样化、

针对性强的险种，实现与民营企业国际化投资需求相匹配的保险范围，鼓励更多中介机构为江

苏省民营企业提供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服务。七是加强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国际业务风险管

控体系，紧抓全流程风险防控，制订国别风险综合管理方案，强化项目运营风险、法律风险和

合规风险管理。八是加强国别法律风险识别、预警和防控，提高风险化解的主动性、处理各类

突发事件的及时性。九是加强风险预研预判，制订有针对性的风险预案，明确实质性风险管控

策略和处置预案，有效防止风险演变蔓延，达到企业境外投资行为有法可依，有险可防。

第五，创新金融服务。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

一是强化金融制度安排的全面性和统筹性，应统筹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发展、金融市

场培育、金融服务提供和金融监管等各领域，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立体化布局，引导形成

银行、证券、保险、评级机构等各业态错位发展、有序拓展、相互借力的网络化布局。二是鼓

励金融机构提供针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产品组合和专业化服务，积极探索在境外园区开展

“外保外贷”“外保内贷”试点，为企业境外投资合作提供以信贷为主体，投资租赁、贸易金融、

信息咨询等业务为补充的多元化融资支持。三是加快建立完善境外资产评估和交易体系，有效

盘活企业境外资产，为广大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切实、可操作的融资政策支持。四是积极探索人

民币和所在国的本币结算，有效规避美元霸权和被割韭菜，对本币结算给予金融资本进出的通

关便利化。五是对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给予较详尽的针对性强的金融政策指导，可以参考工业

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尽快出台企业境外投资利润流转回国内所得税免征政策，避免双重缴税，

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第六，加强产业扶持。

积极支持民营企业拓展跨境产业链。

一是鼓励、引导企业对接国家、省发展战略规划和聚焦主业，并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中远期发展规划，制定民营企业切实可行、借力共赢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灵活运用绿地投资、

并购参股等方式，在海外布局生产基地，建立营销供应网络。二是鼓励中小民营企业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依托、进驻境外工业园区，多打组合拳，将装备、技术、管理、标准和资

本尽可能地多打包，与合作对象深度整合、结成共商共建共赢共同体。三是提高企业“走出去”

的组织化程度，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国有企业实力雄厚、外资企业渠道广泛的特色优势，



225

鼓励积极探索组建以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境外投资实体。四是强化政府引导和支持服务，规范

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加快完善风险评估、防范和应急处置体制机制，切实维护“走出去”企业

的合法权益。

第七，坚持传统优势。

鼓励、支持发挥好建筑劳务输出等传统优势。

一是要继续发挥好传统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特别对于苏中苏北而言，建筑业的对外劳务

承包和对外劳务输出合作这个比较优势不能丢。2018 年全国 500 强民营企业，江苏上榜 82 家，

其中第一方阵就是 18 家传统的建筑企业。“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大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

的起步或加速阶段，改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巨大的需求侧，非洲的三大

网络建设和经适房建设、东盟的互联互通、中东的建筑市场等方兴未艾，建筑业在江苏省民营

企业国际化发展中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二是要积极出台相关政策解决建筑业劳务成本攀

升与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建筑业产能的矛盾，要更好地分类指导、协调、组织，并在龙头

民营企业的带动之下，加强项目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等能力提升，通过建筑业工程总承

包等有效产能扩张，既达到提高相关国家发展潜力，激发其经济活力，形成巨大市场的客观效

果，也进一步增强江苏省传统产业的优势发挥和产能输出。三是要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突破境

外重点市场、积极拓展相关市场，注重并加强与央企、境内外优质企业的联合，整合优势资源，

强化锻炼队伍，加快向“境外投资 + 工程承包”模式转变，提升国际工程承揽能力，形成江苏

省境外工程承包扩量提质的更好发展态势。

第八，推进商会建设。

加强与当地华人社团组织联系、积极推进海外江苏商会建设。

一是鼓励、引导民营企业与驻在国大使馆、经商处建立联络机制，并通过加强与当地华人

社团组织特别是华商（协）会的联系，与当地律师组织建立联系和合作，了解掌握所在国法律

法规，汲纳本地商务经验，熟悉所在国风土人情，适应融合环境，有效化解冲突防降各项投资、

经济、政治风险，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处理各类突发事件，使企业少走弯路，降低时间成本等，

增强产业推进的合力；二是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国际化合作抱团发展，依托和发挥骨干企业扎

根当地的经验优势，并由骨干企业牵头，与国有企业一起，共商共建江苏总商会海外商会，真

正形成海外商会代表性、凝聚力和合力，通过政策解读和指导、沟通交流、帮扶会员、抱团取暖，

规范行为，防止各自为阵压价无序恶性竞争互伤，树立团结互助良好形象，携手共同面对和化

解危机，建立产业话语权，形成国际化发展合作共赢良好效应。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江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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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疫情期间的餐饮业扶持政策
和电商化转型

包  特①

2020 年初开始，世界多国相继发生的新冠疫情不但给公众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也对各国

经济的运行，特别是餐饮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何缓解餐饮业在疫情期间遇

到的客流减少甚至暂停为企业带来的运营和资金困难，帮助企业顺利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就

成了摆在相关国家和地区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的报道：今年 1 月爆发以来，市中心餐饮场所和邻里小贩

大多声称生意大跌七八成，于是有的缩短营业时间，有的暂时关闭部分分店。新加坡餐饮业协

会估计，约 4000 个餐饮业者可能无法撑过此次危机。按照新加坡共有约 1.2 万家餐厅计算，冲

击的波及面可能在三分之一以上。同时，由于餐饮业提供了约 20 万个就业岗位，若餐饮业出

现大规模倒闭和裁员，对就业和家庭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对此，新加坡政府和工商界主要从两方面入手改善餐饮业从业者的经营处境，并稳定就业。

首先是降低餐饮业企业在实体店经营上的成本。在疫情期间，餐饮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客

流减少的情况下依然需要支付员工工资和店面租金。新加坡政府对此的扶持政策是通过“同舟

共济预算案”直接向因疫情停工的企业提供每名员工最高相当于 75% 月薪的雇佣补贴，并告诫

接受补贴的企业不得解雇员工或放无薪假，避免企业短期资金困难成为员工被解雇和流失的理

由。此外，为了缓解企业店面支付租金方面的困难，政府还通过返还最高至 100% 的房地产税

给商场，并要求商场将此返还在租金里扣除降低餐饮业的租金成本。

同时，很多商场或购物街业主也以更改租约的方式对餐厅进行支持和让利，比如将租金的

计算方法从固定租金改为在疫情期间按照餐厅收入的最高 15%。也有些商场和购物区业主采取

直接对固定租金打折的方式，比如在疫情影响最大的几个月 30-50% 的租金。总的来说，“同

舟共济”是很多经营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共识。

第二是鼓励餐厅通过线上平台开展外卖业务。具体措施包括本地线上平台如 Grab Food 在

疫情期间为餐厅线上开店办理手续开“快速通道”，要求所有手续务必在申请递交后三个工作

日完成。为了消费者安全和信心，线上平台需要为外卖服务提供必要的清洁消毒工作。同时，

① 包特，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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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政府还向平台提供相当于订单总价 5%，或平台向商户收取费用 20-40% 的补贴，

并要求平台将补贴部分让利给商户，帮助餐饮业商户降低运营成本。

以我的个人经历和观察来看，这些政策对于新加坡餐饮业的持续经营和转型的帮助还是很

大的。特别是促进电商化的相关举措，从我对我手机上常用的订餐应用软件的观察来看，它已

经使得附近餐厅“上线率”从疫情发生前的不足 20% 增加到 70% 以上。而且，新的需求也促生

了新的技术和工艺改进。比如在疫情之前，由于风味保持的困难，以面馆为代表的很多餐厅一

般是不上线的。但面临疫情的压力，平台和商家积极合作，也研发出适合面条等特殊菜式外带

的方法。比如在新加坡开业的著名中国餐饮企业舌尖尖兰州拉面，就研发了一种汤面分开的打

包方法避免了面条在汤中浸泡过久带来的口感下降问题。

同时，外卖业务的增加还产生了新的就业需求。由于飞速暴涨的外卖和快递需求，新加坡

的网购平台和外卖平台在疫情之初也经历了送货和送餐人员的“用工荒”。为此，平台思考了

很多改进和优化物流配送途径，提高运力利用率的新办法。同时，在政府指导下，平台也将一

些送货任务派发给了因受疫情影响而收入下降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在弥补增加自身运力的

同时，也为缓解这些司机的收入下降提供帮助。

总的来说，新加坡政府和工商界对餐饮业扶助举措的出台和效果都说明了亚洲文化中“患

难与共，同舟共济”的思想对社会经济克服困难，走出困难的重要推动，和以互联网 / 物联网

为代表的移动产业和相关新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高经济稳定性的重大贡献。国内各地的政府和

工商业团体，也许可以根据当地情况，灵活参考一些适合的政策或协调方式，促进当地餐饮业

的恢复和进一步增长。同时，政府、工商业组织也可以和国内外卖平台进一步增强沟通，鼓励

并支持后者以各种方式扶持中小餐饮企业和商户“上网”，并在疫情期间尽量提供必要的优惠

和打折，将目光放长远，做好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的餐饮“物联网”产业和市场培育，而不是

为了短期财务报表的数字牺牲了更为广阔而重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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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
孔令池①

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来看，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区域竞争的新焦点、

区域合作的新内容和区域增长的新引擎。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是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区域配置、提升区

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必要性

在深化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长三角拥有独特优势，须先行一步、当好示范。

第一，优化配置科技创新资源。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有助于打破科技创新资源配置

的行政边界，从根本上消除不同地区间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的政策壁垒，实现科技创新资源的

自由流动，将区域空间内的各种科技创新资源进行分配、整合、使用和管理，促使科技创新联

系由传统的条、块合作逐渐转向多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发展模式，避免造成地区间科技创

新资源的无序竞争和重复建设，形成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以及分工协作格局。

第二，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有助于激发区域科技创

新潜力，增强自主研发创新能力，提升高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水平，促使“干中学”式的技术进

步转化为产业的竞争优势，刺激产业效率的提升，进而影响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推动产业

链不断向高端攀升，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展现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较高的附加值，从加入

全球价值链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塑造“中国标准”，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第三，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期要实现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须培育经济增

长的新动能，最根本在于创新驱动。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有助于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提

升创新体系效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内生动力。

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面临的阻力和障碍

一是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存在瓶颈。由于行政壁垒、部门分割、地方利益保护等现实约束，

长三角在推动科技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方面受到制约，严重阻碍了科技创新生产要素在地区

间合理配置，造成科技创新资源的浪费。

二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缺失。长三角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过于依赖对国外引进技术的

① 孔令池，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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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和模仿，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缺乏足够重视。此外，企业与技术创新体制中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协作机制尚不健全，在新产品的研制、开发与生产之间，普遍缺乏健全、高效的科技成

果转化机制，导致科技创新投入很大，但是其体系目标和行为脱离产业创新的基础要求，企业

科技创新缺乏持久动力。

三是区域协调机制不够顺畅。长三角区域合作不断走向纵深，但跨区域协调机制设计尚不

健全，在资源调动力、执行力度、法律法规约束力上较为薄弱。

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对策建议

第一，联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长三角应逐步建立起面向全球的“科技创新雷达矩阵”，动态、

及时搜索辨析未来产业重大原创性突破的研发热点、竞争焦点、发展重点。联合向有关部门和

单位争取承担一批科技创新重大专项，争取支持长三角相关高校建设若干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基地等，特别是营造能使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敢于“十年磨一剑”的氛围，

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评比和考核指标，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原始创新评价体系。

第二，推动产业与创新深度融合。从长三角共同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高度来推动

产业和创新深度融合，形成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依托，市场导向、政府推动、

社会参与的区域创新合作机制，回归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高等院校

和科研机构的作用不应仅局限于科技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合作等，而是面向企业创新创业服务

需求，通过自身科研和人才优势，更多地参与到市场共性技术开发、产业发展规划当中，并通

过改革建立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科技立项与成果评价体系，消除科技创新的“孤岛现象”。支

持长三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开展共性技术研发、产业链打造、技术标准制定、产品市场

化等活动。建立长三角技术交易市场联盟，探索建立企业需求联合发布机制和财政科技成果的

共享利用机制，共建全球技术交易市场，共同支持全球科技创新成果在长三角转移转化。

第三，优化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基础条件共享平台应主动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向各地

区企业、社会开放共享，促使科技创新的边界是可以相互渗透的。保障科技基础条件共享平台

用户充分了解科技创新资源信息和获取服务的渠道，实现海量信息的有效整合、快速检索、准

确导航和远程服务，避免平台内部形成分散的“信息孤岛”。进一步推广上海与苏州、嘉兴创

新券通用通兑的实践经验，扩大部分领域开展试点，统一科技创新券的服务标准、内容和平台，

促进服务机构互认，建立网上注册、合同备案、创新券申领兑付一体化服务机制，推进科技创

新券长三角范围内通用通兑。搭建长三角高层次科技人才交流平台，加大各省市人才支持政策

协调力度，共同发布紧缺人才需求目录，防止无序“人才争夺战”。加快户籍、档案等管理制

度改革，完善人才权益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从根本上减少人才流动的风险和代价，为各

类科技创新人才有序自由流动和身份有序自由转换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第四，创新区域协同体制机制。规划的重点应该集中在一些跨区域的调控目标设定、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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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统一布局、重要科技创新资源的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布局、重要配套和扶持

措施的统一等。共同建立专家决策委员会，负责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各种科技创新合作问

题提供科学的咨询论证意见，同时负责研究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内部相关科技创新政策

出台过程中的共决和出台效果的评估。相关执法部门联手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切实将相关科技

协同创新中的制度性成果落到实处，推进依规行政、依法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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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油价可能加速美国和欧佩克合作 
全球石油消费国利益或受损

施训鹏①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施训鹏表示，负油价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利冲击，

可能会进一步加速美国和欧佩克之间的合作。美国的个别企业，也可能会更加积极和欧佩克协

调立场。

4 月 20 日美市尾盘，美国得克萨斯轻质原油（WTI）5 月原油期货报价首次跌至负值，一

度达 -40 美元 / 桶低点，收盘报 -37.63 美元 / 桶。

此次负价格有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原因是供求失衡。美国的生产商没有及时根据新冠病

毒导致的需求暴跌做出调整，挤占了库存容量。此外，由于 5 月份合约即将到期，交易员面临

着在没有库容的情况下购入实物原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交易员被迫仓促平仓。

除了上述美国市场的直接相关因素，最近 2 个月以来非市场因素导致的石油市场不确定性

也起了叠加作用。2020 年 3 月 6 日，欧佩克 + 与俄罗斯就进一步限产的谈判破裂后，沙特随后

单方面发动价格战，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布伦特原油价格跌破 25 美元每桶。但是，当全世

界都预期原油价格将在 20 美元 / 桶的低价位徘徊的时候，4 月 2 日夜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特

发布了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有望达成减产协议，结束这场石油价格战的消息，布伦特原油价格

一度跃升到 36.29 美元 / 桶。最终虽然欧佩克 + 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但是，期间经历了俄罗

斯否认达成协议，墨西哥意外拒绝，以及美国关键时候挽救协议等曲折的过程。

这些非常因素对市场参与者是巨大的干扰，可能是导致了美国石油生产商未能及时做出反

应的因素之一。不少市场参与者难免寄希望 4 月 12 日欧佩克 + 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石油国

家达成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石油减产协议能够提振油价。出乎意料的是，油价在此后一周内仍进

一步下跌了 20% 多。尽管欧佩克联合最可能团结的石油生产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减产决定，仍

意外未能阻止油价下滑。

最后，美国石油市场传统上受益欧佩克减产，也可能是一个驱动因素。伴随过去十年钻井

技术的进步和美国页岩油的发展，美国重新成为世界头号石油生产国。作为“摇摆生产者”，

美国页岩油不断填补欧佩克的减产空间，从价格和量上，都受益于欧佩克的减产行为。不排除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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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生产商存在侥幸心理，希望再次从这次历史性的减产协议中获得获利。

美国页岩油的这种行为也引起欧佩克和俄罗斯的不满。虽然分析人士认为，沙特 3 月初发

动价格的意图是惩罚俄罗斯放弃欧佩克 + 的联盟，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牺牲欧佩克 + 其实是俄

罗斯打击高成本的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的策略。

这次油价下跌，确实痛击了美国页岩油行业。Whiting 石油公司成为第一家页岩油破产公司。 

由于美国页岩生产商未来四年需要偿还大约 860 亿美元的债务，它们因价格下跌而破产将对美

国就业市场造成重大干扰。

页岩油发展带来的这种市场局面，也促进了美国政策的调整。美国在历史上是自由市场的

坚定支持者。而欧佩克旨在协调和统一成员国之间的石油政策，其公开和经常性的价格操控和

自由市场的精神背道而驰。美国也认为这种石油卡特尔是对美国经济的威胁。特别当美国是原

油净进口国的时候，低油价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

随着国内页岩油产量的大幅增加，美国决策者越来越需要避免低油价，以保护其页岩油产

业及其相关的经济和就业。在避免油价过低方面，美国和欧佩克的利益终于一致。

美国的利益转变促使了美国政府和欧佩克在此次历史性协议中的合作。除了特朗普本人发

挥调停沙特和俄罗斯纷争外，美国还通过分担墨西哥减产的大部分责任，挽救了该协议。

负油价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利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加速美国和欧佩克之间的合作。虽然美国

政府不能直接控制石油公司生产决策，也不大可能加入欧佩克 + 联盟，但是，美国政府以及特

朗普本人，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左右欧佩克的决策。特朗普自 2016 年参选美国总统以来，

多次以一己之力，干扰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成为影响油价的“特朗普因素”。美国的个别企业，

也可能会更加积极和欧佩克协调立场。

美国如果和欧佩克合作，可能会损害石油消费国的利益。中国 2019 年进口原油超过 5 亿吨，

任何人为的托市，都会导致中国进口原油支出的增加。

由于现有的石油消费集团——国际能源机构 (IEA) 未能反映中国和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

的诉求，中国可以利用 G20 等平台，联合其他主要石油消费国家，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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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油价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和消费者？
施训鹏   姬  强   张大永①

2020 年以来，国际原油市场波澜壮阔，国际油价创造多项历史。4 月 20 日，美国西德克萨

斯中质原油（WTI）5 月份合约的收盘价格定格在 -37.63 美元 / 桶，国际油价首次进入负油价

时代，不仅创造了历史，也刷新了投资者对原油交易的新认识。

分析认为，此次负油价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库存因素导致的。由于 5 月份原油期货合约即将

期满交割，市场上的买家并没有富裕的储油设备接收原油，而生产商为了避免关闭油井遭受更

大的损失，宁愿付钱让买方处置原油，这才造成了临近交割日油价为负的戏剧性一幕。

这种负油价的出现也是市场发展的必然。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石油需求锐减，近年

来原本就供大于求的窘境被进一步放大，加上 OPEC+ 减产协议的减产幅度远低于预期，在市

场悲观情绪的主导下，国际油价持续走低，连续跌破投资者的心理价位。可以预期，如果 5 月

份全球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WTI 原油 6 月份期货仍大概率出现负值交割。

负油价的出现对于市场各方力量均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将引发市场重构的深层次思考。

石油公司

2020 年对于全球石油公司来说都将是生死存亡的一年，石油行业的“寒冬”在这一年变得

更加寒冷。从 2018 年开始的全球能源公司破产潮将更加激烈，美国页岩钻探公司惠廷石油公司、

新加坡石油交易商 Hin Leong 等相继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超过半数的中小油气企业面临破产风

险。在历史上每次油价暴跌中，国际石油公司通过利用金融市场的衍生品业务来对冲油价风险。

而今年国际原油市场的“异象”也给石油公司的套期保值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

金融市场

由于原油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和投资产品，油价的此次历史性事件，必然对金融行业和投

资者产生重大影响。不少的金融机构会帮助客户或者是自己投资石油类的产品作为资产组合配

置的一部分。负油价使得这类产品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风险。比如中国银行的原油宝产品，其本

身不具备杠杆属性，然而，在 WTI5 月份合约跌至负数的异常情况下，即便是没有杠杆效应，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姬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大永，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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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不仅会损失全部本金，而且还需要倒贴。经过此次负油价的冲击，中行自 4 月 22 日起

暂停客户原油宝 ( 包括美油、英油 ) 新开仓交易。工行的的国际原油产品虽然参考的是布伦特

原油期货报价，也在 21 日发布风险警示。相信围绕原油开展的金融产品将会面临新的调整。

石油储备

通常低油价时期是增加战略储备的良机。特朗普当地时间 20 日表示，美国将购买 7500 万

桶石油补充战略储备，而如果实现这一数字，也将达到美国的储备能力峰值。我国从 2004 年

开始建设战略石油储备，到 2020 年第三期即将完成。当前的历史性低油价也给我国进行战略

储备的扩容计划提供了良机。如何把握住历史机遇期，进一步扩大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能力也

成为国家和石油公司当下需要思考问题。

消费者

由于我国在 2016 年出台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中设置了原油调价的地板价，即当国际油

价平均水平跌破每桶 40 美元的调控下限，国内成品油价格将按机制下调至对应 40 美元的水平，

低于 40 美元部分不再下调。这也预示着负油价不会对我国的消费者产生直接影响。在可预期

的一段时间，国际油价能难反弹至 40 美元上方，我国的成品油价格也将在很长时间内稳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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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造肉的市场前景与产业策略
徐  鸣①

今年 4 月 20 日，肯德基正式宣布在国内公测“植培黄金鸡块”。据介绍，肯德基中国此

次公测的“植培黄金鸡块”，原材料为“人造植物肉”，主要成分为大豆蛋白、小麦蛋白和豌

豆蛋白，产品不含胆固醇，具有接近肉类的口感。植培黄金鸡块在公测阶段的售价为 1.99 元 /5 块，

网上预订的首批体验预售券在发售后不久便被申领一空。第二天，星巴克也宣布将与新膳客合

作于近期在中国推出一份基于植物蛋白的人造肉午餐菜单，并包括了全新的燕麦奶（植物奶）

饮品系列等。新膳客是一家美国的人造植物肉公司，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肯德基的消息公布后，

在当天的中国 A 股市场上，具有人造肉概念的双塔食品、京粮控股、丰乐种业等股票大涨，人

造肉指数整体上涨 2.77%。让许多人惊呼：人造肉真的来了！

01  人造肉——人类的食品革命

人类总体上是杂食动物，食肉是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习惯。从农业诞生之日起，人类即栽

培植物与驯养家畜。人类日常食用的肉类，主要来自人工饲养的家禽、家畜及水产品等。有一天，

人类突然用现代科技的方法制造食用肉类，这无疑是人类的一场食品革命。

所谓的人造肉，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细胞培育肉，主要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将取自动物

的干细胞放入适宜的培养基内，培育出可以食用的动物肌肉组织。一种是人造植物肉，主要是

利用现代食品加工技术，提取豆类蛋白、小麦蛋白及其它植物蛋白，加工成具有肉类风味的植

物肉。细胞培育肉在世界上多个生物实验室已经培育成功，但终因成本巨大，面向市场仍有很

长的路要走；而人造植物肉有着富含蛋白质、低脂肪及易于生产等特点，已经成为食品市场的

新宠儿。

从目前来看，人造植物肉更具有市场的前景；而用豆类蛋白制作人造肉其实是一个老概念。

据说上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极富预见地说过：“再过 50 年，我们就不用再做‘为

了吃个鸡翅就把整只鸡养起来’这种荒唐事了。”上世纪中期，美国化学家波耶也曾设想用大

豆榨油后的残渣制造“人造肉”，并取得了“人造肉”的发明专利。中国人制作豆腐有两千多

年的历史。在许多素菜馆，用豆类制作的“素鸡”等代替肉食也是传统的佳肴。但是，传统的

豆制品或早期人造肉与现在的人造植物肉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原料不完全相同。传统

① 徐鸣，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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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豆制品或早期人造肉的制作以大豆为原料，而现在的人造植物肉生产更多是以豌豆等为主要

原料。豌豆与大豆相比，豌豆为全价植物蛋白，含有种类较为齐全的人类必需氨基酸，豌豆无

过敏原、无胀气感，不含雌性激素，目前尚未有转基因豌豆，豌豆蛋白是一种优质豆类蛋白。

其次，制作工艺不同。传统豆制品采取化学法、发酵法生产，现在人造植物肉采用物理法新工

艺。传统豆腐经过制浆、点卤等工序，豆制品在豆腐基础上通过挤、压、蒸煮等热加工，形成

类似肉的口感。人造植物肉一般采取高水分双螺杆挤压膨化工艺，挤压出来的豆类蛋白形成了

具有一定纤维且多孔结构的高水分拉丝蛋白，豆类拉丝蛋白在口感上更接近于肉的品质。再次，

添加的配料不同。传统的豆制品或早期的人造肉原料比较单一，通常不添加配料，制成品豆类

感觉仍较明显。人造植物肉使用椰子油或葵花籽油等油脂丰富口感，采取大豆血红蛋白作为人

造肉的着色剂，添加各种天然维生素及调味料使营养更全面。因此讲，人造植物肉是全新概念

的新型食品。在许多地方，各种风味的人造植物肉产品上市之后即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情追捧！

02  人造肉——新型食品的意义

人造植物肉是一种新型食品。这种新型食品的意义，不在于它不是肉而具有类似肉的独特

风味，更在于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们的肉食习惯，减少人们的食肉量，从而对调整农业

生产结构，确保粮食安全、减少耕地及水资源占用、改善生态环境等，产生具有历史性的重大

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有 14.07 亿人口，2016 年末耕地保有量为 20.24 亿亩，人均耕地仅 1.44 亩，

确保粮食安全的压力十分巨大。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改善，食品消费结构逐

渐发生变化。据统计，1979 年我国人均消费肉类 13.4 公斤，到 2011 年我国人均消费肉类即超

过了 60 公斤，此后一直稳定在 60 公斤以上，达到了发达国家人均消费肉类的标准。人们肉类

消费的增加对畜牧业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 ～ 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我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要达到 30%。而许多研究数据表明，畜

禽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饲料粮与水资源，占用较多的农业用地，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从 2015 年以来，我国粮食进口量维持在约 1 亿吨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粮食用于饲料生产。

近两年来，许多地方受环境容量限制对畜禽生产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加上非洲猪瘟的影响，

导致生猪出栏量下降。2019 年，我国全年进口猪肉 210.8 万吨，增加 75%；进口牛肉 165.9 万吨，

增加 59.7%。由此表明，我国的畜禽生产与肉类产品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进口饲料

粮并进口肉类产品作为补充。这对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与国际收支平衡十分不利。

人造植物肉的出现，对我国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结构，在更广意义上确保粮食安全，带来了

一个新的契机。一般来说，人造植物肉产业每生产 1 公斤组织蛋白仅需要消耗 1 公斤粮食，而

畜禽业每生产 1 公斤纤维蛋白需要消耗 2 ～ 6 公斤粮食（鸡肉 2 公斤、牛肉 6 公斤），人造植

物肉产业的粮肉转换效率要大大高于畜禽业。人造植物肉生产在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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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地占用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与畜禽业相比也具有更大的优势。而人造植物肉产品

与传统肉类产品在品质上相比，却没有明显的差异。2020 年第三期《环球科学》刊登了美国学

者马克·菲谢蒂撰写的《人造肉营养分析》，他将美国市场上常见的“超越汉堡”等 4 种人造

植物肉汉堡与传统的西式牛肉汉堡作对比，列举了脂肪、饱和脂肪酸、胆固醇、钠、碳水化合物、

食用纤维、蛋白质、维生素 A、钙、铁、维生素 C 及卡路里等 12 项指标，除牛肉汉堡的胆固

醇数据要高于人造肉汉堡，人造肉汉堡的钠数据要高于牛肉汉堡之外，其它数据都大体相仿。

一般来说，传统肉类产品的营养成分是固定的，而人造植物肉产品的营养成分是可以随着配料

的改变而优化的，未来的人造植物肉产品更加值得令人期待。

人造植物肉与传统的肉类相比，具有一样的营养品质，而在粮食、水资源消耗方面更有优势，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能够控制在更小范围，这毫无疑问是未来人类食品发展的方向之一。

03  人造肉——新兴产业的策略

从中国食品需求和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我们应当实行鼓励人造植物肉生产发展的产业策

略，使得人造植物肉逐渐成为人们日常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新的人造植物肉食品问世以

来，我国一些食品研究机构及大专院校、食品企业十分重视，积极开展人造植物肉的研究与开

发，也初步推出了一些人造植物肉产品；但在总体上讲，我国人造植物肉的研制与国际上一些

大型食品企业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我国的人造植物肉产业才刚起步，在产能、口感、品种、

成本等方面有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当集中食品研究机构及大专

院校、食品企业的力量，积极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人造肉研究，对人造肉产业发展中的一些关

键问题组织联合科技攻关，抓紧制定我国人造植物肉产业的发展规划，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人造肉研发与生产体系，满足国内逐渐增长的人造肉市场需求。

当前，在我国人造植物肉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努力培育优良豌豆品种，建立规模化的豌豆生产基地。豌豆是人造植物肉生产的重要

原料；豌豆的原产地在地中海及中亚地区，我国引种豌豆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主要产区在

东北及四川、河南、湖北、江苏、江西、青海等省。北方主要是硬荚的菜、饲兼用型品种，南

方主要是软荚的菜用品种，主要品种有中国农科院培育的中豌系列等。今后，农业科研及生产

主管部门要适应豌豆蛋白生产的需要，努力培育具有优良豌豆蛋白基因的新品种，建立规模化

的豌豆生产基地，研制豌豆收获与加工机械，增强豌豆蛋白的加工能力，逐步形成我国豌豆蛋

白的生产加工产业链。

二、大力研制人造肉生产设备，为产业发展提供装备支撑。人造植物肉是一个新兴产业，

尚未有定型的人造肉生产专门设备，通常是利用现有食品机械设备组合而成。人造植物肉的生

产设备主要是拉丝蛋白生产线，一般由拌粉机、螺旋提料机、双螺杆挤压膨化机、切断机、风

送机、烘干机、冷却输送机等构成，核心设备是双螺杆挤压膨化机，经过双螺杆挤压膨化使豆

中国人造肉的市场前景与产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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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蛋白分子排列整齐，含有与肉类似的多孔组织，拥有良好的似肉食品咀嚼性与保水性。这几年，

我国拉丝蛋白生产设备发展较快，具备了整套生产线的设备制造能力，但设备的性能与国外先

进设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工业主管部门要重视人造肉生产设备的研制，增强设备的工艺性

能，提高设备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缩小与国外高端设备的差距，逐步形成专门的人造肉生

产系列装备。

三、积极开展人造肉配料研究，丰富人造肉的品种与风味。在人造植物肉的生产过程中，

一般会在豆类蛋白的基础上添加各种配料，丰富人造肉食品的风味与营养，在色香味方面与肉

类产品相媲美。不同的人造肉企业采取不同的配料，产生不同的食品风味，形成不同的食品品

种，这是各人造肉企业市场竞争的奥秘所在。因此，各食品企业要重视人造肉食品的配料研究，

更多采取天然、无害的植物配料，努力调配符合中国人口感的中国风味，制作中国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人造植物肉食品，并形成技术专利，增强中国人造植物肉食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四、抓紧制定人造肉国家标准，确保人造肉市场健康发展。人造植物肉市场正在逐渐启动，

极有可能成为各类资本追逐的下一个风口。为了确保人造肉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抓紧制定人

造肉产品的国家标准。据了解，中国工程院有关科研机构正在展开人造肉国家标准的研究工作。

国家食品监管部门要加快推进人造肉产品国家标准的制定，建立科学严谨的法律法规，明确政

府部门的监管责任，将人造植物肉产业的发展建立在规范、有序的基础之上，使得人造植物肉

产业真正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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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坚持问题导向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洪银兴①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以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意味着不仅要从实际出发，还要回到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创新的源和本。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坚持问题导向，需要明确克服两种倾向。一方面，

摆脱先验论倾向。由先验的理论出发求证先验的理论，只能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无法解释现

实的经济问题。第二，克服简单套用西方模型的研究倾向。一些学者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下，

采用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通用的数学模型，简单套入中国数据进行研究，发表论文，这种依据数

学模型的抽象分析，没有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出发，难以形成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更谈不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排斥模型分析

方法，但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模型解释中国问题，需要以中国重大改革和发展问题为导向进行理

论创新。

问题导向同理论创新密切相关。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起导向作用的问题是什么？是时代问题。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

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所处时代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动理论创新。应重点关注以下几

个问题：

解放、发展、保护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涵盖生产力，这体现着目标导向。马克思在《共产党

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任务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当

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如果政治经

济学研究不关注生产力，会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

及指导作用越来越小，难以科学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对生产力的研究应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涉及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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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二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动员和协同作用；三

是保护生产力，涉及的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与各个时期

的理论需要相关。社会主要矛盾涉及生产力水平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

党对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作了进一步概括，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

力以改变社会生产的落后状态。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制约因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发展生产力的着力点是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涉及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结构等方面。

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

发展水平由低收入阶段转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潜在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

了充分释放，主要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持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支持高投资、

高储蓄的人口红利明显减少，物质要素供给的不可持续问题越来越突出，能源、资源、环境的

瓶颈约束正在制约经济增长。发展难题也由此凸显：传统的依靠资源投入的发展动力衰减，资

源环境供给紧张，经济结构失衡，开放的质量不高，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人民对经济发展的获得

感不足。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就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关的重大政治经济学理论

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既涉及制度创新，又涉及运行和发展等方面的

理论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解释现实，对现实问题

进行理论分析。

第一，研究现存的多种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面对多种生产关系存在，

运用科学的抽象法，对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和叙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

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

特点。”我国在经济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不能限于对公有制的研究，其他非公有

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对分配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不仅

要研究按劳分配，还要研究按要素分配。

第二，关注制度的实现形式。制度分析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和规律，阐述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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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从生产、分配和交换三个方面构成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学理化、系统化，但不

能就此而止。如果不研究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原理只能是空中楼阁、空

洞说教。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经济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基本经济制度

实现形式的完善。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完善产权制度要求，所有制的研究要深入到产权层面，

涉及：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依靠产权流转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和民营

资本；国资管理转向管资本为主；农地制度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分配制

度的实现形式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

据等要素按投入、按贡献、按市场供求参与收入分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其概括为“市场

评价贡献”“贡献决定报酬”。这体现分配的效率原则，应在此基础上研究按劳分配为主体在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中的实现问题。

第三，扩展研究层面。研究现实经济涉及四个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层面；二是

经济运行层面，即资源配置层面；三是经济发展层面，即国民经济从落后状态向现代化状态的

研究；四是对外经济层面。长期以来，经济学科似乎有一种分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限定在生

产关系上，经济运行问题研究交给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的研究交给发展经济学，这样，政治

经济学就只剩下几个干巴巴的关于生产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和教条。实践证明，这种学科分工是

不准确的。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时有 6 册计划，包括：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

贸易；世界市场。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资本论》只是马克思 6

册计划的第 1 册。这意味着不能把《资本论》看作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全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提供经济制度分析的理论，同时还要提供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经济运行

分析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理论，经济运行的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

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发展分析即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经

济发展理论，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注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对

外经济分析即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开放发展研究。

坚持问题导向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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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链长制的由来、特点和功能角色
孙华平   包  卿①

最近，据《南方都市报》2020 年 4 月 27 日报道，包括南昌、赣州两市市委书记在内的多

位江西省级领导肩头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产业链链长。4 月 26 日，江西省政府第 45 次常

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实施产业链链长制的工作方案》。链长制一时成为公共管理政策、

产业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链长制度的由来

产业链“链长制”缘起何处？浙江省作为国内最早在全省范围内系统化普遍化推进“链长制”

的省份，其原意是为推动区域块状特色产业做大做强。2019 年 8 月，考虑到复杂国际经贸形势

对国内产业链的冲击，浙江省商务厅发布了《浙江省商务厅关于开展开发区产业链“链长制”

试点进一步推进开发区创新提升工作的意见》，“链长制”应运而生。该文件要求各开发区确

定一条特色明显、有较强国际竞争力、配套体系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作为试点，链长则建议由该

开发区所在市 ( 县、区 ) 的主要领导担任。

同期，2019 年 11 月《广西重点产业集群及产业链群链长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开始实施。

在实施方案中，由总群链长负责组织领导推动重点产业集群及产业链发展工作；群长是所负责

产业集群的直接责任人，同时负责组织协调所负责集群的相应产业链发展工作；链长是所负责

产业链的直接责任人。群链长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研究推进重点产业集群及产业链发

展工作。而更早之前，2018 年 4 月，湘潭市在湖南省全省首推“链长制”，推进区域产业高质

量发展；2018 年 7 月，湖南印发《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联系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分工方案》，

其中省委书记杜家毫联系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省长许达哲联系航空航天（含北

斗）等产业链。据报道，2019 年 2 月，辽宁盘锦市通过“链长制”的推进，实现了新旧动能的

有序转换，筑牢了产业发展根基。

浙江省商务厅推动的“链长制”要求各个开发区聚焦产业链，通过做好“九个一”机制（一

个产业链发展规划、一套产业链发展支持政策、一个产业链发展空间平台、一批产业链龙头企

业培育、一个产业链共性技术支撑平台、一支产业链专业招商队伍、一名产业链发展指导专员、

一个产业链发展分工责任机制和一个产业链年度工作计划），实现“巩固、增强、创新、提升”

① 孙华平，包卿：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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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链长制的由来、特点和功能角色

产业链。

但此次江西产业链链长制度的诞生显然与浙江有一定差别。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江西

针对产业发展存在链条不完善、龙头企业不强、价值链不高等问题，尤其是受疫情冲击，江西

产业链供应链衔接不畅，部分产业如铜、汽车、钢铁等运行困难。因此，江西按照“一位省领导、

一个牵头部门 ( 责任人 )、一个工作方案、一套支持政策”的工作模式，针对产业发展现状和特点，

全面梳理供应链关键流程、关键环节，精准打通供应链堵点、断点，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

推动大中小企业、内外贸配套协作各环节协同发展，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协力推进

江西产业链发展（产业链链长的职责是：调研梳理产业链发展现状，全面掌握产业链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重点平台、关键共性技术、制约瓶颈等情况；研究制定产业链图、技术路线图、应

用领域图、区域分布图，实施“挂图”作业；制定完善做大做强做优产业链工作计划，统筹推

进产业链企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人才引进、技术创新等重大事项；精准帮扶产业链

协同发展，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困难问题等）。

在如今抗击疫情、推动复工复产时期，“链长制”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2019 年 8 月，浙

江在各大开发区推行“链长制”，2020 年 2 月又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开发区产业链“链长制”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确保开发区产业链稳定的通知》，其中提到：重点破解开发区复工企业融资难、

用工难、物流难等问题；创新产业链招商引资方式；推动产业链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提升产业

链数字化水平；全力保障复工期间防疫物资供给。因此，在抗击疫情和保证生产秩序的双重压

力下，“链长制”背负了特殊使命，彰显了地方确保产业链尽快复苏的决心。

二、链长制的形成基础、焦点和目标

（一）“链长制”形成的基础是产业集聚

产业链集聚是链长制产生的基础背景。浙江省县域经济特征明显，一县一特色，形成了诸

如“家电之乡”、“五金之乡”和“领带之乡”等一系列的特色产业聚集的县域。在此基础上，

浙江省逐步强化各地的特色产业，形成了“特色小镇”经济的全国模板。“链长制”是这一发

展脉络上的新实践，推动特色产业做优做强的同时，围绕着产业特点和特征，沿着产业链上下

游继续发力发展。这是将点状的特色产业，进一步拓展为链状的产业联动，进而形成区域特色

产业自身循环发展。

（二）“链长制”的焦点是产业链生态

“链长制”就是把焦点放在了“产业链”的“链”上，由此拓展了供应链、信息链、采购链、

服务链、人才链、资金链等多个链条。引导公共管理从从点状的产业分布发展成链状的产业生态，

聚焦于产业链健康长效发展的内功，打造适合产业链发展的整体产业生态，从共性问题、技术

和设施上入手，从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生态位”企业入手，从促进产业发展的人才和服务上

入手，优化提升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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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链长制”的目标是实现融通协同发展

在当代全球价值链投资与贸易为主的背景下，世界产业分工体系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网络，

任何一条产业链上都聚集了成千上万家企业。任何一家企业、一个产业基地或产业园区想提升

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就需要更进一步加强与同一产业链上其他地区的企业的协同。

这次疫情爆发，浙江“链长制”下园区为了帮助区内企业复工，主动联系上下游其他园区，帮

助企业上下游复工。浙江“链长制”的实践也推动了以国际性视野看产业链的联动，关注国际

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充实了国际产业合作的内核。

三、链长制的价值取向：打造互动融合的创新生态圈

长期以来，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往往群龙无首，面临着缺少负责人、领头羊、代表主体和

执行主席的问题，虽然行业协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执行上述功能，但行业协会的天然缺陷却使

得其功能受限。链长制的诞生将在一定程度解决上述问题，因为区域行政长官具有丰富的本地

资源，具有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链长的产业链管理，围绕产业链形成一个行业公共管理的责

任主体与相关协作机制，比原有的协会商会会长的协调能力提升了层次。可以促进跨企业、跨

行业、跨区域、跨行政部门进行集体效率的优化。

多链融合是当前的一个价值导向。2020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在陕西视察提出新的要求：

“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链长制”要呼应这一发展趋向。要

积极推动以人才链引领创新链，以创新链提升产业链，以产业链集聚人才链，实现产业链、创

新链、人才链“三链”闭环融合发展。

链长制的价值取向在于打造互动融合的产业创新生态圈。新冠疫情影响空前，已经在世界

范围引发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IMF 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而 WTO

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就将下降 30% 左右。目前欧美地区的疫情仍然在进展中，尤其是美国还看不

到拐点的真正到来。在当前应对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链长制”对于提升产业链韧性与活力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此相关的制度创新也正是各地推进特色产业小镇、产业创新综合体和

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四、 “链长制”需要重视处理好三大关系

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产业链“链长制”有利于促进我国区域新旧动能转换、降低信息不对

称水平，并促进企业跨越创新死亡谷，提升整条产业链运行效率。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链

长制”有利于增强区域官产学研协同合作水平，降低各类制度成本，促进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

成本最小化。同时，我们也没必要把“链长制”神化，也应特别注意“链长制”运行中的风险

因素，把握好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组织的动态关系及合理边界。

（一）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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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长制”之新，在于经济新常态特殊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肩负的新的治理责任，是政府经

济治理权力的一种延伸。相比于链长的行政任命制，链主通常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行业龙头企业。

产业链上的各主体间关系也是在市场动态竞争中藕合构建的供应链合作网络。产业链上的链主

往往掌握着行业核心技术及自有知识产权，并通过庞大的营销网络和悠久的传世品牌收割价值

链上的大部分利润，这种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是在世界市场上多年经营积累的。而链长作为区

域一方长官，在地方发展中居于核心驱动者地位，其长处在于区域各类资源的盘活与动态整合。

产业集聚、集群发展中存在“公用地”的悲剧，需要加强公共管理服务创新。但是政府的作用

不能无限放大和延申，步入“全能政府”的陷阱。链长作用的发挥需要更好地与各个市场经济

主体“董事长”以及社会团体“会长”们协同。

（二）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集群研究中 proximity 概念既有是地理维度的，也有关系维度和制

度的维度。城市有行政边界，但企业与产业的价值链却存在地方集聚与全球链接的特点，穿透

各类行政治理的空间边界。因此地方行政性的“链长”在推动产业发展中，需要区域一体化与

全球化的思维，价值链的治理与升级需要与全球价值链“链主”加强对接，需要点、线、网推

动地方互动与全球链接，推进产业现代化的治理与升级。产业链上的诸多“资产”并非为政府“所

拥有”，因此“链长”应主要发挥本地优势，协调好与产业链链主的关系，重在打通产业链循

环中的“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产业链有效运行。

（三）产业间融合跨界的关系

信息链、资金链、人才链和创新链打破了产业的边界、地域的边界。产业链是产业间和企

业间各类要素的动态组合，包含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及品牌运营和市场售后等诸多链条，各环

节的有效合作程度越高，企业生产的总平均成本就越低，行业竞争力也就越强。因此链长可以

发挥区域组织优势，有针对性地补强补齐产业链，在促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有利

于做强本地创新链。推进跨界融合互动，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改善信息不对称状态，推动

产业生态系统建设，促进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这是链长制发展中需要明确的功能定位。

同时，链长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也要注意尊重市场规律，避免过度的微观干预，最大程度地促

进市场功能的发挥。

产业链链长制的由来、特点和功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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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内向化的政策建议
刘志彪①

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是中央针对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和冲击所提出

的应对策略之一。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疫情对目前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产生的冲

击和挑战，根据中国企业嵌入 GVC 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何顺应 GVC 变动和重组的趋势，采取

果断、有效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重塑在 GVC 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或内向化发展

根据发达国家在疫情中产业链受到冲击的情况，以及美日欧各国政府最近提出的一些重组

产业链的原则，可以推论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运行虽然不可能出现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去中国

化”，但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全球供应链的重组的可能性（本文中我们视语境不同，把全球供

应链与全球产业链、GVC 等概念混用）。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疫情将改变全球化的某些理念，

如全球产业链的建构，可能要由过去追求交易成本最低的原则，改变为追求社会成本最低的原

则，即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把追求产业安全可控性作为生产环节、片段和工序区域配置的

重要标准。这样一来，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就有可能朝着内向化趋势发展，一部分重要的关键的

产业可能回撤国内，或朝本国边界靠近，或进行多元化配置。总体上可以断言，全球产业链将

会向两个方向演变：

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就是原先分包给跨越国境的不同企业生产，以工序、环节为

对象的纵向分工体系，现在可能要收回，缩回到跨国企业内部进行，结果一个企业内部可能包

含了不同的工序和环节。这种逆“产品内分工”的行为倾向，是一种“纵向一体化”。它可能

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原则，但是却符合缩短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的要求。

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就是原先被拆散到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生产的工序和

环节，现在被回缩到一个国家或若干邻近的国家边境进行集中和集聚化生产，如汽车零部件生

产回归美加墨自贸区。毫无疑问，这将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的趋势。

因此，如果对全球供应链分工纵向缩短、横向集聚的趋势进行综合考察，可以很明显地得出，

产业链的内向化演变，因为无法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所以可能有损于经济效率。为了协调经

济安全与经济效率的矛盾，跨国公司最有可能把纵向分工的格局安排在一个专业化的产业集群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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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取纵向非一体化的形式，把生产的工序和环节交给集群中不同的企业来生产，从而使产

品内分工集中在特定的较小的空间中进行。这样，就既能避免全球供应链在回缩中可能损害经

济效率的情况出现，又能保证获取分工的利益。如果这个集群采取动态开放模式管理，同时大

力吸收国外直接投资企业来配套，就更能够实现适应于突发事件处置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的双

重发展目标。如果上述这些趋势成立，那么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演化的这个结果，就与目前中国

嵌入 GVC 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将对全球产业竞争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给予超

前的论证、分析。

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中国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企业嵌入 GVC 的方式，是一种“双重嵌入”

模式，即在现实中，中国企业既嵌入 GVC 也嵌入地方性产业集群。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

中国企业嵌入 GVC 的形式大多是以单体形式独立嵌入外资主导的 GVC。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企业既嵌入产业集群，同时集群中的企业抱团嵌入 GVC 的模式才开始普遍地流行。

在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可以发现密集存在着大量的这种以出口导向为

主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抱团嵌入 GVC，与单体企业孤立嵌入 GVC 相比具有很多优势：一是集

群内可以容纳大量中小企业，这有助于形成发达的生产和技术网络，形成分工精细的供应链体

系。二是有根植性的地方创新系统提供溢出效应的保障。借助于产学研网络，通过知识交流、

学科交叉、产业融合等途径，产业集群可以提高创新效率，营造创新环境。三是可依托公共机

构提供的各种生产性服务和进行集体行动，能够深化单体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克服其

功能升级面临的种种困难。四是通过将总部放在国内，工厂集中地放在当地工业园区的方式，

能够对抗各种不确定性风险，还可以主动融入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实现 GVC、国内

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等之间的战略互动。

我们说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演化趋势与中国企业“双重嵌入”模式的现状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来看的：一是彼此可能都会回归区域性集聚化发展；二是区域集聚性

发展不排斥区域间、集群间的动态竞争；三是吸引外资或接受外包订单，仍然是集群发展的重

要任务。区别在于，一是在中国企业“双重嵌入”的产业链中，其“链主”往往是跨国企业，

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大企业是产业链的龙头；二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中，总体上目前中国产

业集群仍然处于加工制造环节，而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从事非实体

的生产性服务业。这就是说，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趋势，与中国地方化的产业集群发展态势的差别，

主要在于发展水平和组织形态。这意味着随着中国产业链集群的升级，未来全球产业的竞争态

势，将会从过去跨国公司总部面对无数分散供应商的格局，转化为产业链与产业链、集群对集

群的竞争。这将使全球产业竞争对最终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促进竞争的程度和水平空前提高。

为此中国企业和政府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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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企业对 GVC 双重嵌入的现实，未来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地推进这种既加入 GVC 又

嵌入产业集群的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建设步伐。党的十九大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要求，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提高“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与上述分析综合起来看，就是要加快建设产业链集群，抓住

欧美部分产业停摆、经济衰退的机会，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重点打造

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到上万亿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链集群，从而有利于实现加快先进制造业世界级集群建设步伐，增强国际竞争力。为此，

建议疫情后国家针对产业集群的政策取向，应该朝着下列方向用力：

第一，以营造专业服务环境、加大产业链招商等手段，实现“引资紧链”。过去中国地方

政府在实践中发明的“产业链招商”等灵活办法，为外资提供上下游配套的“溢出”效应环境，

这为地方制造业产业集群融入经济全球化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外资进入产业链集群，加强了

它与中国经济的内在联系，是这次中国全球产业链能够具备一定抗击疫情风浪的重要保障，也

是未来中国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链集群成为吸引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落户中国的基础。

虽然现在全球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全球产业链有松动倾向，但是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

度，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拥抱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进入产业链集群。过去放管服改革

是为了降低包括外资在内的企业的营商成本，未来，我们必须为外资和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强大

的专业化服务，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强产业竞争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技术产业发展，

不仅需要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和职能转变，更需要能够为其提供知识技能密集的专业化服务环境，

如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提供大学人才培育、IDC 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条件。

第二，以强化专利战略、密集的研发投入等手段，实现实施“技术补链”战略。现阶段中

国绝大多数嵌入 GVC 的低附加值产业集群，都是靠拼价格参与全球产业竞争，而高端的技术

密集环节大多分布在发达国家。从降低对外依赖、提升集群供给能力、形成完整的集群产业链

的角度，这些全球产业链集群都应该加强对产业链核心环节的研发突破。中国企业供应链的全

球地位，最终还是取决于我国的产业配套体系是否完善，供应效率是否领先，产品质量是否可靠。

在此意义上，强化供应链地位的最关键因素，在于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把关键

环节掌握在自己手里，实现自主可控的产业发展格局。在具体操作上，建议各产业集群中的政

府机构牵头，一方面按照扬长补短的思路，在产业链集群中寻找本集群关键技术和环节的缺失

和瓶颈，同时另一方面要用好国家花费巨资建立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掌

控人的信息，做到有的放矢的招商引技，或制定有针对性的研发投入策略。

第三，以改进收入分配、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等手段，来实现“市场强链”战略。中国过

去的经济全球化是出口导向型的，利用的是西方提供的市场。当今逆全球化趋势的国际环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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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继续维持这一战略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随着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大规模市场的逐

步形成，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可能需要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来逐步替代出口导向，即未

来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的形式，可能是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具体思路是要把现有的

GVC 与国内价值链（NVC）衔接起来，通过加强沿海地区、内地和东北地区的经济互动与循环，

沿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和互动，使国内经济循环成为促进全球产业链集

群成长的强大因素。衔接 GVC 与 NVC 联系的主要措施：一是利用内需吸引力虹吸全球先进生

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的创新战略而不是闭关锁国，不仅要

利用全球化城市平台吸引更多的科技和知识，而且要争取把中国的创新产出成果与世界分享；

三是要从根本上改进国内的收入分配结构，均等劳动者的各项权利，解决全体国民消费的后顾

之虑，使人口规模决定的潜在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第四，以鼓励并购重组、基于集体行动等手段，来实现“组织固链”战略。我国很多的全

球产业链集群在组织特征上，往往呈现出分散化、无关联趋势，集群中的企业虽然较多但是大

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这些产业集群往往不是自然生长

演化出来的，而是政府用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打造出来，企业经常是邻近空间集聚而不是按照产

业链的上下游关系来耦合和聚合。这使中国全球产业链集群在参与全球竞争时因缺少实力和组

织而缺少协同，往往压价竞争和过度竞争。实施“组织固链”战略的主要办法，就是要以集团

行动的方式获取正外部性，按照集群对集群的竞争思路，一是从纵向上企业之间的固有技术经

济联系看，要对集群内处于同一条产业链的企业，进行大规模资产重组或业务整合，用产权联

系形成紧密的纵向一体化大型企业；或者用外包合约方式，形成业务上具有紧密联系但产权上

具有纵向非一体化的特征的企业群体。二是从横向上企业的产品具有差异性和相似性的角度看，

可以多途径、多渠道、多办法引进不同类型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企业来集群

集聚，以便相互竞争和相互学习，提升集群的发展水平。三是可以按照集群企业加入 GVC 的

类型，全面引进世界主要国家的“大买家”或“链主”与集群内企业链接，使“链主”之间产

生一定的选择和竞争供应商效应。一般来说，美日欧三类跨国企业大卖家由于文化差异和习惯

不同，对于 GVC 治理的模式和风格是相差很大的。利用这些差异把它与集群内企业很好地衔接，

会形成良好的垄断竞争效应。

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内向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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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金融本质和规律 
为稳住经济基本盘提供有效支持

范从来   彭明生①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金融在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

中央、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推动金融机构保障了抗疫期间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的生

产运输，助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对冲了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

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形势下，我国股市、债市、汇市总体平稳运行，

为稳住经济基本盘提供了积极的金融支持。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

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在疫情突袭的背景下，金融政策的快速出台和全面实施，反映出我国金融体系的适

应性明显增强，有着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良好韧性。长期来看，金融短期举措的快速响应与有效

落实，源自金融体系的总体健康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

和长期抗风险能力，需要正确把握金融的本质和规律，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

发展方式转变，在推动做好“六稳”“六保”任务的基础上，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金融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成效卓著，金融成为资

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

发展道路。但进入本世纪以来，也出现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突出问题。为此，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金融需求。

正如《资本论》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理论所阐述的一样，实体经济与虚拟经

济既相互关联，又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背离。虚拟经济的实体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量是

有边界的，超出这个边界就可能产生危机。所以，适度发挥虚拟经济的润滑作用，促进实体经

① 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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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是必需的，但要掌握好度的问题，防止经济过度虚拟化或泡沫化，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度的把握应以金融不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为标准，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金融

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

中国金融改革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资金脱实向虚现象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有关系。一

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金会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因此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下滑是资金

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技术变革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市场增长放缓同时发生，

相当部分生产能力达到峰值，许多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实现，加上社会生产成本上升，实体经

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从而导致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另一方面，资产短缺也是

诱发资金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据测算，我国在本世纪初就进入资金短缺时期。特别是经过长

达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后，中国已经告别了商品短缺的时代，进入到商品和资本充裕甚至

局部过剩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资产短缺状况，旺盛的金融需求会导致资产价格预期

不断上涨，资金在逐利性的驱使下难免会脱实向虚。

那么，如何“抑虚向实”做强实体经济？这需要深化经济和金融改革，增强经济和金融的

相互吸引力和协调性。一方面，继续深化经济改革，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吸引资金脱虚向实。

具体而言，最主要的是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发展活力。要按照《关于 2015 年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增强民间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金融总量相对充足，但金融供给的结构与金融需求

的结构不相适应，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存，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性有待提高。所以，需继续深

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金融的有效供给，缓解融资约束，为更多的企业创造做大做强

的机会，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从而推动和引导经济转型升级。

深化金融改革的重点是优化金融结构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此，必须

改革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盘活金融存量，支持经济创新发展。

不可否认，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银行业

仍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

根据金融发展规律，金融体系结构会经历从银行主导型逐步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过程。这

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有所差别，所以金融体系结构要做出

相应的动态调整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扩大财富增量，以

摆脱贫困。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表现为规模扩张，金融体系结构往往以银行为主导。因为银行

体系具有规模效应，能够集中动员资金支持经济建设，推动工业化和产业化发展，所以银行主

导型金融体系更适合资金相对短缺的经济起步阶段。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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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个时候，经济增长更多是要追求效率和质量

提升，对资本市场的需求会越来越突出，因为资本市场具有优化存量、促进高科技创新型企业

发展的天然优势，因此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适合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的阶

段。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尽管信贷规模还在持续攀升，但经济增速放缓，依靠金融

数量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在递减，信贷率缺口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已经存在明显的负相

关关系。显然，通过信贷规模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

要。

一方面，银行业的内部结构与异质性企业的融资结构不匹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长

期以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为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部门提供了资金便利，而中小民营企业

由于内源性资金不足，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困扰。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对经济

的贡献度超过了 60%，但其银行贷款大约只占到银行年贷款余额的 25%，这说明银行业对民营

企业的支持力度与民营企业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还不匹配。

另一方面，股权融资占比不高，还不适应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虽然从金融总

量来看，我国的信贷规模与 GDP 之比已经接近甚至超出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并且股票市场的

总市值也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位，但在经过了数十年金融改革和发展以后，中国上市公司总市值

占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的比重并未上升。这一比例不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低于

东欧、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综上，由于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难以有效匹配创新型企业的高风险特征，

并且现阶段我国权益类融资比重又不高，导致了当前的金融结构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的需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

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

金融服务”。换言之，中国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结构，让金融供给适应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为了更好适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创新驱动的需要，必须着力改善

当前权益类融资占比较低的局面，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

比重，通过金融的存量改革而非大幅增量扩张，来调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资本存

量资源，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加长期稳定有效的金融支撑。4 月 27 日，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意味着

创业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这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项有力举措。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稳定

既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又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目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再次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对经济金融风险的研判应对，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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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稳金融的工作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期间，中国政府及时采取逆周期调控政策，有效应对了外部冲击，维持了中国金融的稳定。

2017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的第四十次集体

学习上更是强调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

本性的大事”。可以说，我国把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维护金融安全，最根本和最核心的是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是因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是

全局性的，一旦由此引发金融危机，将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破坏，恢复起来也更难。美国次贷

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即是例证，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已逾 10 年，全球经济仍处在缓慢

艰难复苏之境。另外，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全局性的，但是其起因往往源自单个或局部性金融风

险。因为金融体系内部的复杂关联性以及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联动性，牵一发有可能动全身，

单个或局部性金融风险也可能会演变成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所以，必须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这不仅关系到金融自身的安全和稳定，同时也为保障经济稳定

提供重要支撑。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必须正本清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再生产

过程的全部联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在信用经济基础上

衍生出来的虚拟经济，一方面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形式，对实体经济有拉动作用；另一方面虚拟

经济一旦因为过度投机而失控则会引发危机。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分析中，信用对经济周期起

着关键性作用。在经济繁荣阶段，信用扩张，借贷资本相对宽裕；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

借贷资本绝对缺乏。因此，在经济衰退时，与其说是需求不足，不如说是信用不足。基于这种

周期性特征，作为反危机措施的扩大需求的主要途径就是扩大信用，就是马克思说的，“只要

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

就会加剧恐慌”。这启示我们，辨别危机的本质、分析危机的原因、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是有效应对和化解危机的关键。

从国际来看，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

金融市场大幅震荡，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出现大幅调整。考虑到全球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全球资本市场仍不稳定，因此要特别关注境外输入性风险，做好全球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防范。

从国内来看，需要关注杠杆率攀升的潜在风险。近年来杠杆率持续攀升且居高不下有其特

殊的经济背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迫使宏观调控政策适

度宽松以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信贷投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得以延续。但在经济没能迅

速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大幅的投资扩张超出生产能力的界限，信贷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

渐乏力，信贷率缺口与 GDP 增速已经显著负相关，信贷扩张可能引致金融不稳定的隐患依然

存在。并且，前期信贷大幅扩张形成的大量债务正在逐步进入清算期，潜在的信用违约风险尚存。

把握金融本质和规律 为稳住经济基本盘提供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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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相对宽松的政策，也使得银行表外业务大幅扩张，非正规金融

等获得迅速发展。但银行表外业务以及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一般是规避和脱离监管的，这部分信

贷扩张在起到补充作用的同时，也蕴含着金融风险，并且其业务的隐蔽性使得金融风险难以被

测量和管理，容易导致风险跨行业交叉感染。从金融监管的层面来看，影子银行等表外业务的

大幅开展实际上与监管的放松是有联系的，而以 P2P 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的违约、违规情

况频繁发生则与金融监管的缺位有关系。

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短期要靠严格金融监管，长期靠经济转型升级。短期来看，必须

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通过完善金融监管，筑牢金融风险的防火墙，把防范和化解金

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长期来看，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

化解风险的基础，高杠杆的潜在风险本质上要靠经济自身的发展来消化，要靠强大的经济基础

作为高额债务的偿还保障，才能真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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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政治化的原油市场是沙特的梦魇
施训鹏①

4 月 12 日欧佩克 + 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石油国家达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石油减产协议，然而

此举并没有阻挡住石油价格的下跌。4 月 20 日美市尾盘，美国得克萨斯轻质原油（WTI）5 月

原油期货报价更是史无前例地跌至负值。显示即便是这样一个世纪协议，也未能跟上市场形势。

5 月 11 日，沙特表态，在原油协议的基础上，6 月进一步减产 100 万桶 / 日，将原油日产

量降至大约 750 万桶，达到近 18 年以来的新低。科威特和阿联酋也宣布将分别超额减产 8 万桶

/ 天和 10 万桶 / 天。5 月 13 日沙特和俄罗斯还做了双边沟通，表示维持油价稳定的信心，俄罗

斯对沙特联合海湾减产表示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沙特没有动用欧派克这个平台，而是直接拉拢几个小兄弟单干。这说

明一方面沙特的减产已经迫在眉睫，等不及协调欧佩克采取行动；另一方面，表明沙特未必有

信心让欧佩克支持自己的决定。

很显然这次减产不符合沙特的国际利益，不大可能是沙特心甘情愿的行为。沙特在这次减

产中会进一步失去市场份额。此前 4 月增产原油后，沙特的日产量一度达到 1230 万桶。因此，

此次减产的力度史无前例。

俄罗斯和美国从沙特的减产中得利。作为世界第二大原油出口国，油价和市场份额对俄罗

斯的经济和财政稳定至关重要。沙特主动减产，俄罗斯实现两全其美。另外，美国奄奄一息的

页岩油得以进一步苟延残喘。美国的银行和就业市场，也都可以松口气。

这次沙特的减产行为很可能是美国的意志。石油市场本身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市场，而

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市场。这种政治化程度，随着美国实现了能源自给，成为能源出口国以后，

进一步提高。此次负油价出现后，一些评论员就认为，美国会为了保护自己的页岩油产业和欧

佩克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自油价暴跌以来一直施压 OPEC+ 减产。有消息称，5 月 10 日沙特

国王与美国总统通话时，特朗普表示如果沙特不减产，美国将减弱美军对沙特的保护。

近些年来，沙特也持续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但就原油市场来说，未必有益。沙特也许希

望在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玩家的游戏中，能够左右左右逢源，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有分析

人士认为，沙特 3 月初发动价格战，是俄罗斯和沙特联手打击美国的页岩油生产商。然而，俄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渐政治化的原油市场是沙特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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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在中东和在全球的力量无法与美国抗衡。再者从俄罗斯自身的利益来说，如果能够牺牲沙

特利益而保护自己，也没有必要和沙特站在一起对抗美国。沙特作为一个中等国力的国家，但

是在日益政治化的石油市场中，一招不慎，就可能会成为牺牲品，被 “打土豪分田地”了。

沙特的减产会提振油价，对于原油净进口国不利。主要的消费国家特别是中国可以借石油

市场政治化的契机，参与博弈，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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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产业链集群组织化水平
刘志彪①

我国很多全球产业链集群在组织特征上，往往呈现出分散化、无关联趋势，集群中的企业

虽然较多，但是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企业经常是邻近空间集聚而不是按照产业链

的上下游关系来耦合和聚合。为此，一是从纵向企业之间的固有技术经济联系看，要对集群内

处于同一条产业链的企业，进行大规模资产重组或业务整合，用产权联系形成紧密的纵向一体

化大型企业；或者用外包合约方式，形成业务上具有紧密联系但产权上具有纵向非一体化特征

的企业群体。二是从横向企业的产品具有差异性与相似性的角度看，可以多途径、多渠道、多

办法引进不同类型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来集群集聚，以便相互竞争、相

互学习，提升集群的发展水平。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首载于《经济日报》。

提升产业链集群组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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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洪银兴①

1、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的改革目标

在市场化改革进行 40 年后进一步明确要将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作为改革重点，原因是现实

中还有相当部分要素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要么是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么是处于政府的

直接配置中。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这个“化”，就是要求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推动还没有完

全实现市场配置的要素由市场决定。

第一，市场决定资源在部门和企业间自由流动。这是由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决定的。马克

思《资本论》第三卷在讲到利润平均化的时候，就描绘了要素的市场配置景象：资本有更大的

活动性，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马克思

还讲到实现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前提：一是要素流动没有任何人为的障碍，没有市场

垄断，也没有行政限制；二是要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通畅的通道，马克思当时指的是信用制度，

也就是现在讲的金融通道。

第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时指出：“优化现

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

增长动力。”长期以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偏低，一是要素没有全部进入市场，还有部分

要素的流动不受市场调节。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中，各种要素都集中在政府手中。现在转向市场

经济，各种要素正在从政府转向市场，但现行的各种行政审批制度却在事实上阻碍市场配置资

源。二是要素报酬没有完全取决于要素市场的供求，导致要素错配和低效率组合。现在转向市

场经济，各种要素正在从政府转向市场。但现行的各种行政审批制度却在事实上阻碍市场配置

资源。因此，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需要不受市场调节的要素进入市场，使要素都由市场配置。

相应的改革就是显著缩减直至取消企业经营活动的行政审批。打破各种要素进入市场的体制性

障碍。政府对生产要素放的越彻底，要素的流动也就越自由，市场的作用越大，全要素生产率

越高。

第三，产权通过市场流转。市场配置的要素基本上是有一定产权归属的要素。相比于增量

要素，存量要素规模巨大。市场对这部分要素的配置意义更大。企业产权结构重组，存量结构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首载于《图情档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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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可以在优化资产质量中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在现阶段以产权流转方式进行的要素市场配

置主要涉及：一是解决被束缚在低效率的产能过剩的部门和企业的资源由死变活的问题。在优

胜劣汰，淘汰过剩产能、污染产能、落后产能基础上腾笼换鸟，腾出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发展新

产业、新业态；二是企业在资产重组中做强做优做大。无论是对国有经济还是对民营企业，谁

兼并谁，谁重组谁？取决于谁的效率高，这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谁的效率高，谁就是兼并重组

的主体。由此使资产向高效率企业集中。处置“僵尸”企业并不是都去关门，需要更多地通过

并购的办法来处置“僵尸”企业，这就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结果。

要实现有效的市场配置资源，需要完善市场经济，由此提出了围绕要素市场化配置推进改

革的任务。

2、完善要素市场的改革内容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要求是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

劣汰。我国现阶段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短板就在于要素市场不完善，由此提出在改革中填补

要素市场短板的要求。

第一，建设完备的要素市场。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虽然大部分要素市场已经形成并开放，

但毕竟是从非市场的经济转化来的，需要补要素市场建设的短板。

（1）完善并规范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主要涉及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是市场配置资源的

主渠道。①针对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体制特征是重银行轻市场，由此产生过高的杠杆率，需要

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给投资者提供多元的投资场所，多种投资工具；②针对银行信贷产生

的因过高的杠杆率企业资不抵债，资本市场投资和投机行为交织，提出规范金融市场的改革要

求，金融市场制度建设既需要克服脱实向虚的现象，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又要防止系统

性金融风险；③金融市场的两大组成部分即信贷和资本市场的有效衔接，其主要路径是建立促

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金，如以创业（风投）基金支持创新创业，以产业基金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以并购基金支持企业重组。

（2）建设和规范土地市场。土地市场建设的重点在规范。一级市场既然是市场就要引入

公平竞争的机制。在二级市场上不仅要充分竞争，也需要建立防止过度投机的监管机制。现阶

段补土地市场的短板突出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入市。一方面解决集体土地进入非农用途市

场与国有土地出让市场的同地同权问题；另一方面探索在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

背景下，农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建设问题。

（3）发展技术市场。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需要发展技术交易市场，解决科技

创新成果和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现实中技术市场的困境与新技术供求信息严重不

对称相关，企业需要的技术不知从哪里取得；大学科研机构创新的技术不知用到哪里去。两者

的脱节是技术要素的最大浪费。发展技术交易市场的着力点，首先是技术市场建设要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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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平台，克服新技术供求信息的不对称；其次是活跃科技中介，这是技术市场重要组

成部分；最后是强化技术市场上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营。

（4）充分开放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可以实现人尽其才，就业优先战

略的实施更需要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突出需要解决两大问题：①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

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不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还要解决城市劳动力进入农村。

②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才是第一要素。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完善不能停留在简单劳动力市

场建设，需要建设和完善人才市场，其中包括科技人才市场和企业家市场，在这类市场上人力

资本价值是重要的评价标准。

（5）大数据的市场分享。在信息社会，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大数据成为除资本、技术、

劳动、管理、土地以外的新的发展要素，甚至要比石油资源还要重要。为发挥这个要素的推动

发展作用，需要大数据市场充分开放，以市场方式来实现大数据的有偿共享。以数据集中和共

享为途径，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

第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商品价格已经完全放开，由市场定价。但还有相当部分，

尤其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还没有完全交给市场。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突出需要解决以下三大问

题：

（1）进一步扩大物质性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的范围。现在竞争性领域价格基本已经

放开，由市场定价。但是，涉及到水、电、气、电信这样一些垄断性领域中的物质性的生产要

素的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由政府规制。针对政府规制和部门的垄断造成的低效率问题，规制

改革的主要走向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转向激励性规制。规制改革就是要把一部分被政府

规制的要素放给市场去配置。在电力行业之类的自然垄断行业可能分离出竞争性部门，退出政

府规制的范围。政府定价范围就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同时赋予被规制企业以更多的确定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的自由度，使被规制企业更加趋于按商

业原则经营。

（2）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价格在各自的市场上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

的要素价格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各个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二是不同质量的同种要素的相对价

格。以这种要素价格比例调节资源配置，对供求双方都起调节作用。一方面要素的需求方依据

由市场决定的生产要素价格比例，对投入要素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以最低的成本使用生产

要素；另一方面，要素的供给方增加相对稀缺的要素供给，减少相对宽裕的要素供给，提高供

给要素的质量。由此全社会的要素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3）完善要素报酬机制。要素价格在市场上形成落到实处，就是其决定要素所有者得到

的要素报酬，企业和要素所有者能否对要素价格作出反应，就看要素报酬多大程度上反映要素

市场的供求状况。而且即使同一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由于不同质而有不同的供求状况，优质要

素更为稀缺。这就有个优质优价的要求，这些要求需要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得到体现。市场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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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要素的供求关系所形成的市场评价成为要素报酬的客观依据，对要素配置效率有明显的效果。

一是企业依据要素供求结构确定要素报酬比例，从而形成有效的要素组合；二是依据企业对高

质量要素的需求促进要素质量的提高。由于同种生产要素有不同的质量，由此产生的要素价格

也不一样。企业依据不同质量的要素支付报酬，对稀缺的优质的要素给予高的报酬，不仅能把

稀缺的要素充分动员起来，还能促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优质稀缺资源的供给。

3、市场秩序建设的改革内容

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否有效的关键在市场秩序。最早的市场秩序理论是强调建立充分竞争的

市场秩序，后来的理论发现，市场完全竞争是不存在。市场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市场交易是有

成本的。现实中的市场不仅仅是竞争不充分，也可能存在“血拼式”过度竞争。因此现代市场

经济理论开始转向建立有秩序的竞争。只有竞争是有秩序的，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成本才是最

低的，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秩序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并有效运行。实现市场对资源有效配

置就需要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作制度安排。一是等价交换机制的作用，其关键的制度安排是在

价格上体现公平交易；二是信息机制的作用，产生横向信息反馈，其关键的制度安排是买卖双

方自主决策；三是竞争机制的作用，其关键的制度安排是充分竞争，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而不

承认其他权威；四是风险和利益机制的作用，其关键的制度安排是经济行为者对自己的行为负

责并承担风险。针对我国的市场现状，实现有效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市场秩序建设主要涉及以

下方面：

（1）培育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企业自主决策的主要表现是资本流动的自主选择。资本

自由选择有两个条件：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公平统一、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机制。

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实施负面清单的准入制度，并且负面限制范围越来越小；②有效的资本退出

机制。需要两个方面机制建设：一是强化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促使束缚在低效率企业中的各

种要素退出该企业后进入市场。其机制包括：建立企业破产制度、企业出售、被兼并等。二是

灵活的资本市场退出机制。这对支持创新创业的风险投资特别重要。

（2）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立市场规则也就是规范市场秩序。这是提高市场

调节效果，降低市场运行成本的重要途径。第一是公平竞争。包括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公平

交易、规则公平。第二是规范市场行为。包括定价行为规范、竞争行为规范和增加市场透明度。

基于上述市场规则市场监管体系，不仅需要市场自律，也需要他律，主要是市场立法和政府监管。

（3）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要素在统一开放的而不是在封闭的“条条块块”的市场配置

才有效。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统一市场并没有形成。在改革进程中已有的财政税收制度的改

革和地区发展政策又强化了地方利益，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市场壁垒，阻碍要素的自由

流动中。因此统一市场建设突出在三个方面：①打破地方保护；②打破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和地

区封锁；③打破城乡市场分割，建设统一的城乡市场。

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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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降低市场调节的成本。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竞争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确实起到了

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竞争作为提高效率的手段，本身也有费用，严重的无序竞争、过度竞争、

恶性竞争，甚至“血拼”，造成了过高的竞争费用。分散化市场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广告费用

和竞争费用。交易费用以及贸易伙伴的不可靠带来的费用足以高到使人们对分散化完全丧失信

心的程度。降低市场调节成本的重要路径是建设有组织的市场，促进企业集中。不反对企业间

合并形成垄断组织，但反对垄断行为。

（5）完善产权保护和流转制度。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保障市场秩序的基础，是保障市场主

体活力的基础。有恒产者有恒心。市场主体能够服从市场调节，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产权利益

与其市场行为相关。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降低市场配置资源成本的功能。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产

权激励是市场经济最强大的动力源，产权的界定、配置和流转具有更强更有效的激励。产权激

励制度把人们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财产权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把经济活动的风险和财产收益联

系在一起，这是稳定持久的激励。产权的有效激励所要求的产权制度的完善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①严格保护产权。保护产权要以公平为核心，全面保护，依法保护。②产权顺畅流转。产权在

规范的资本市场流转最为有效，这也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内容。③产权的安全性，指的是入股

和交易的产权必须是安全的。基于以上有效激励的产权制度要求，必须明确国家界定和保护产

权的职能：国家不只是保护国有资产，而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

总的来说，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系统工程。市场配置资源要能达到效率目标，关键在市场

整体有效。市场有效的关键在市场秩序和规范。



263

全球产业链集群战略：中国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政策举措和行动

全球产业链集群战略：中国应对全球
供应链重组的政策举措和行动

刘志彪①

摘要：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有可能朝着内向化趋势发展，具体形式一是全球价值链在纵向分

工上趋于缩短，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最

有可能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的竞争态势。这一重组趋势与目前中国企业嵌入 GVC 和产业集群

的“双重嵌入”模式有相似之处。这意味着未来全球竞争将会变成产业链对产业链、集群对集

群的竞争。为此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引资紧链、技术补链、市场强链、组织固链”，

不断完善新出现的产业链“链长制”和“群长制”，把现有产业集群转型为全球产业链集群。

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是中央针对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和冲击所提

出的应对策略之一。为此我们除了要在短期内认真分析疫情对目前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

体系产生的冲击和提出的挑战外，还要在中长期，根据中国企业嵌入 GVC 的实际情况和变化，

提出如何顺应世界逆全球化的趋势，以及 GVC 变动和重组的规律，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

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重塑在 GVC 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做强做优现有嵌入 GVC 的产业集群，

争取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竞争中保持新的竞争优势。

一、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内向化趋势演化

根据发达国家在疫情中产业链受到的冲击情况，以及美、日、欧各国政府最近提出的一些

重组产业链的原则，可以推论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运行虽然不可能出现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去

中国化”，或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等现象，但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可能性。

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疫情将改变全球化的某些理念，如全球产业链的建构，可能要由过去追

求交易成本最低的原则，改变为追求社会成本最低的原则，即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把追求

产业安全可控性作为生产环节、片段和工序区域配置的重要标准。这样一来，疫情后全球产业

链就极有可能朝着内向化趋势发展，一部分重要的关键的产业可能回撤国内，或朝本国边界靠

近，或进行多元化配置。如美国重塑 GVC 的目标就有三个：第一个目标是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土；

第二个目标是推动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美墨加协议》中的原产地规则就是推动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首载于《经济研究参考杂志》，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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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目标实现的手段之一；第三个目标是推动“中国多元化”，即将部分价值链环节从中国转

移到其他亚洲地区。上述三个目标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已经有了较大的推进力度，在全球疫

情的影响下，该进程或将加快。

总体上可以断言，未来全球产业链将会向两个方向演变：

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就是原先分包给跨越国境的不同国家企业生产，以工序、环

节为对象的纵向分工体系，现在可能要适度收回，某些环节可能要缩回到跨国企业内部进行，

结果是一个企业内部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工序、片段和环节。这种逆“产品内分工”的行为倾向，

是一种“纵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可能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原则，但是这一趋势

却符合缩短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的要求。如防疫、抗疫中用的医疗物资口罩、消毒水等生产，并

不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不符合其经济效率原则，但是符合其国家卫生安全原则，因此即

使发达国家生产这些产品没有任何效率，也要保持能够即时生产所有环节的产品的能力。

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就是原先被拆散到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生产的工序和

环节，在回缩的过程中需要落实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上，就是布局到一个国家或若干邻近的国家

边境进行集中和集聚化生产，如汽车零部件生产回归《美墨加协定》形成的自贸区。毫无疑问，

如果回归或回缩的企业越来越多，企业将会根据产销便利性原则自动选择产业空间，这将推动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的趋势。

因此，如果对全球供应链分工纵向缩短、横向集聚的趋势进行综合考察，可以很明显地得出，

产业链的内向化演变，因为无法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所以可能有损于经济效率。为了协调经

济安全与经济效率的矛盾，跨国公司最有可能把纵向分工的格局安排在一个专业化的产业集群

中，或采取纵向非一体化的形式，把生产的工序和环节交给集群中不同的企业来生产，从而使

产品内分工集中在特定的较小的空间中进行。这样，就既能避免全球供应链在回缩中可能损害

经济效率的情况出现，又能保证在竞争中获取分工的利益。由此形成产业链集群态势。

进一步可以设想的是，如果这个产业链集群采取动态开放模式管理，同时大力吸收来自国

外直接投资企业，吸收上下游企业来配套，那就更能够实现适应于突发事件处置条件下的经济

和社会的双重发展目标。如果这一这些趋势成立，那么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演化的结果，第一是

形成了全球产业链集群；第二是与目前中国嵌入 GVC 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形成下述

的“双重嵌入”模式。这将对全球产业竞争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给予超前的论证和分析。

二、“双重嵌入”特征与全球产业链集群竞争

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中国企业尤其

是沿海地区企业嵌入 GVC 的方式，是一种“双重嵌入”模式，即在现实中，中国企业既嵌

入 GVC，也嵌入地方性产业集群，地方经济和产业链格局是“块状”形态的区域开放经济。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嵌入 GVC 的形式，大多是以单体形式独立嵌入外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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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VC。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企业既嵌入产业集群、同时集群中的企业抱团嵌入

GVC 的模式才开始普遍地流行。在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可以发现密集

存在着大量的这种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抱团嵌入 GVC，与单体企业孤立嵌入 GVC 相比，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

具有很多优势：

一是集群内可以容纳大量的民营性质的中小企业，它们与外资或国资背景的特大型企业之

间形成发达的生产和技术网络，形成产业分工精细的供应链体系，以此提高集群效率。

二是与本地高校、科研机构、产业界及其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根植性的地方创新系统，并为

集群中的企业提供大量的溢出效应。借助于产学研政网络，通过相互间的知识交流、学科交叉、

产业融合等途径，产业集群可以提高创新效率，营造优良的、专业化的创新环境。

三是可依托公共机构提供的各种生产性服务和进行集体行动，深化单体企业的产品升级和

工艺升级，克服其在上升到功能升级时因缺乏资源、人才、技术和能力而面临的种种困难。

四是通过将总部放在国内、工厂集中地放在当地工业园区的方式，能够依托于全球城市对

抗各种不确定性风险，还有利于主动融入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实现 GVC、国内价值

链和全球创新链等之间的战略互动。

我们说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演化趋势，与中国企业“双重嵌入”模式的现状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来看的：一是从空间上来看，一个是原本就以块状经济形态出现，

一个是要从全球分散配置格局回归区域性集聚化发展，两者都要发挥集聚经济的功能；二是从

竞争看，区域集聚性发展使竞争的形态从单个企业间竞争，或总部与若干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转向产业集群间的竞争；三是从开放角度看，产业链的区域化集聚发展，并不意味着由此导致

狭隘和封闭，而是要广泛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吸引外资或接受外包订单，仍然是集群发展

的重要任务。

与中国企业的“双重嵌入”模式的区别在于，一是在中国企业“双重嵌入”的产业链中，其“链

主”往往是跨国企业，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大企业是产业链的龙头；二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体系

中，总体上目前中国产业集群仍然处于加工制造环节，而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处于“微笑曲线”

的两端，从事非实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

这就是说，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趋势，与中国现有地方化的产业集群发展态势的差别，主要

在于发展水平和组织形态。这意味着随着中国产业链集群的进一步开放和升级，未来全球产业

的分工和竞争态势，将会从过去的产品内分工为主，转向集群分工为主，由此出现的全球化竞争，

也将由过去跨国公司总部面对无数分散供应商的竞争格局，逐步转化为产业链与产业链、产业

集群对产业集群的竞争。可以预言，这将使全球产业分工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竞争者对最

终市场的争夺也将更加激烈，这将促进竞争的程度和水平空前提高。对此，中国企业和政府必

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全球产业链集群战略：中国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政策举措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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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内向化的政策行动和建议

基于中国企业对 GVC 双重嵌入的现实，未来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地深化这种“双重潜入”

模式的改革和建设，即提升这种既嵌入 GVC、又加入产业集群的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发展水平。

毕竟，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之间的竞争，才是全球竞争的主要新形态、方式和范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从上述分析来看，这也是要加快建设全球产业链集群，抓住欧美部分产业停摆、经济衰退的千

载难逢机遇，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

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到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而加快先

进制造业世界级集群建设的步伐，增强国际竞争力。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建议疫情后国家针对

产业集群的政策取向，应该朝着下列方向用力：

第一，以营造专业服务环境、加大产业链招商等手段，实现“引资紧链”。过去中国地方

政府在实践中发明的“产业链招商”等灵活办法，为外资提供上下游配套的“溢出”效应环境，

这为地方制造业产业集群融入经济全球化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外资进入产业链集群，加强了

它与中国经济的内在联系，是这次中国全球产业链能够具备一定抗击疫情风浪的重要保障，也

是未来中国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链集群成为吸引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落户中国的基础。

虽然现在世界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全球产业链有松动倾向，但是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

度，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拥抱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进入产业链集群。过去放管服改革

是为了降低包括外资在内的企业的营商成本，未来，我们必须为外资和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强大

的专业化服务，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强产业竞争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技术产业发展，

不仅需要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和职能转变，更需要能够为其提供知识技能密集的专业化服务环境，

如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提供大学人才培育、IDC 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条件。

第二，以强化专利战略、密集的研发投入等手段，实现实施“技术补链”战略。现阶段中

国绝大多数嵌入 GVC 的低附加值产业集群，都是靠拼价格参与全球产业竞争，而高端的技术

密集环节大多分布在发达国家。从降低对外依赖、提升集群供给能力、形成完整的集群产业链

的角度，这些全球产业链集群都应该加强对产业链核心环节的研发突破。中国企业供应链的全

球地位，最终还是取决于我国的产业配套体系是否完善，供应效率是否领先，产品质量是否可靠。

在此意义上，强化供应链地位的最关键因素，在于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把关键

环节掌握在自己手里，实现自主可控的产业发展格局。在具体操作上，建议各产业集群中的政

府机构牵头，一方面按照取长补短的思路，在产业链集群中寻找本集群关键技术和环节的缺失

和瓶颈，同时另一方面要用好国家花费巨资建立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掌

控人的信息，做到有的放矢地招商引技，或制定有针对性的研发投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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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改进收入分配、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等手段，来实现“市场强链”战略。中国过

去的经济全球化是出口导向型的，利用的是西方提供的市场。当今逆全球化趋势的国际环境使

中国再继续维持这一战略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随着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大规模市场的逐

步形成，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可能需要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来逐步替代出口导向，即未

来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的形式，可能是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具体思路是要把现有的

GVC 与国内价值链（NVC）衔接起来，通过加强沿海地区、内地和东北地区的经济互动与循环，

沿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和互动，使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全球产业链集群成

长的强大因素。衔接 GVC 与 NVC 联系的主要措施是：一是利用内需吸引力“虹吸”全球先进

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的创新战略而不是闭关锁国，不仅

要利用全球化城市平台吸引更多的科技和知识，而且要争取把中国的创新产出成果与世界分享；

三是要从根本上改进国内的收入分配结构，均等劳动者的各项权利，解决全体国民消费的后顾

之虑，使人口规模决定的潜在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第四，以鼓励并购重组、基于集体行动等手段，来实现“组织固链”战略。我国很多的全

球产业链集群在组织特征上，往往呈现出分散化、无关联趋势，集群中的企业虽然较多，但是

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这些产业集群往往不是自然生

长演化出来的，而是政府用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打造出来，企业经常是邻近空间集聚而不是按照

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来耦合和聚合。这使中国全球产业链集群在参与全球竞争时因缺少实力和

组织而缺少协同，往往压价竞争和过度竞争。实施“组织固链”战略的主要办法，就是要以集

团行动的方式获取正外部性，按照集群对集群的竞争思路，一是从纵向上企业之间的固有技术

经济联系看，要对集群内处于同一条产业链的企业，进行大规模资产重组或业务整合，用产权

联系形成紧密的纵向一体化大型企业；或者用外包合约方式，形成业务上具有紧密联系但产权

上具有纵向非一体化特征的企业群体。二是从横向上企业的产品具有差异性和相似性的角度看，

可以多途径、多渠道、多办法引进不同类型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企业来集群

集聚，以便相互竞争和相互学习，提升集群的发展水平。三是可以按照集群企业加入 GVC 的

类型，全面引进世界主要国家的“大买家”或“链主”与集群内企业链接，使“链主”之间产

生一定的选择和竞争供应商效应。一般来说，美日欧三类跨国企业大卖家由于文化差异和习惯

不同，对于 GVC 治理的模式和风格是相差很大的。利用这些差异把它与集群内企业很好地衔接，

会形成良好的垄断竞争效应。

四、产业链“链长制”：全球产业链集群的成长协调机制

全球产业链集群的成长协调机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集群中的地方政府、行业组

织和龙头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协同，由此产生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集体行动”和溢出效应；二

是 GVC 中掌握话语权的大买家或者技术掌控者（或称为“链主”），根据不同性质和类型的

全球产业链集群战略：中国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政策举措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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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采取不同的微观治理机制协同链中企业行为。如“被俘获的产业链”与“基于公平市

场交易的产业链”或“纵向一体化产业链”中，链主的治理机制和协调方式就存在很大的差异。

有时，一个地方产业集群中往往有几种不同类型“链主”控制的 GVC 在运作。

一般来说，产业链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关系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所

形成的产业组织生态，产业链中企业关系的协调，应该主要依靠上述两种内生的市场机制，靠

产业链中自然形成的各类“链长”发挥主导作用。这些在产业链上起支配地位和作用的“链主”

企业，也是在产业链上位于技术中枢和市场中枢的企业。“链主”的创新能力与发展思路，决

定了产业链的未来。“链主”的市场地位和技术能力稳固，就可以带动上下游一大批企业共同

成长，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链主”的技术和市场地位动摇，整个产业链就会“树倒猢狲散”，

区域经济也会倒塌。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发现、培育和保护现有或具有“链主”潜质

的龙头枢纽企业，围绕“链主”企业拉长、延伸、扩展和巩固产业链，营造良性发展产业生态

环境。

在当今全球疫情蔓延、经济全球化趋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全球产业链面临松动、解构与

重组的背景下，除了市场内生的和政策性的鼓励机制外，还需要我们抛弃市场万能的教条，发

挥主观能动性，在市场协调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各类中间组织为主体的非市

场协调机制。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各地方政府探索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和产业集群“群长制”，

从省市级层面建立统筹调度机制，合力解决目前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复杂的困难和问题。

其实，实践中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的指

示精神，从 2018 年开始，浙江、湖南、江西、广西、辽宁等地先后推出省级领导兼任产业链

链长的“链长制”。在本次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为了对冲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

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各地又在强调运用“以产业链为中心协同各地复工复产”

工作机制的同时，迅速出台方案推行由各级领导负责协调的产业链链长制。对这一具有中国特

色的地方产业管理的创新制度，其实际效果还有待于后续的评估。

一个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什么现在要搞“链长制”？在产业链的协调中，

“链长”究竟要做什么才能不损害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链长制在实施伊始，人们就有许

多异议，认为现在的“链长”是政府官员，他们并不可能真正熟悉产业运行规律和规则，也不

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管理链中的企业关系，因此产业管理中与其关注“链长”，不如关注“链

主”。确实，在 GVC 理论中我们必须强调在市场基础上发挥“链主”在 GVC 治理、产业升级

和价值分配中的主体性作用。但是现在各地行政官员介入产业链，以“链长”身份干预产业活动，

其出发点和动机并不是为了替代“链主”，而是在特殊时期缓解产业链由市场协调遭遇到的失

效问题，是为了在全球产业链内向化转向时期优化产业链的成长环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综合来看，疫情全球蔓延和“逆全球化”趋势时期，产业链的市场协调机制的失效，主要

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它们也是“链长”的主要工作内容：一是产业链的关键流程、关键环节



269

出现无法自动衔接的堵点和断点，影响大中小企业、内外贸各环节的协同发展，需要链长协调

解决资金、能源、土地、用工、技术、运输、原料等各方面困难问题；二是项目因疫情无法落户、

建设、投产和达产达效，需要高层面挑头协商；三是制造业的创新环节与产业环节因体制问题等，

无法正常对接，需要综合部门建设平台进行沟通；四是市场机制在推进融合发展方面，如数字

信息技术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军民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跨链融合等，需要高层政府部

门出面协调；五是开展点对点精准招商，强化省内外区域交流合作；六是遴选培育产业链“链主”

企业，打造一批细分行业和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单项冠军和“小巨人”企业，孵化培育

一批独角兽、瞪羚企业，等等。

众所周知，如同“河长制”“林长制”一样，“链长制”和“群长制”作为中国地方政府

产业管理的实践产物，在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观察和分析。例如，今后实践中任何

领域都要推出什么“长”制度，政府的经济职能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是不是“长”越多越细越

好呢？显然不是。又如，在全球产业链集群中，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发展面对的主要的制度性

障碍是什么，“链长制”去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再如，在全球产业链集群存在逆全球化的风险下，

“链长制”怎么保证以创新支撑国内产业循环？这些都需要专门著文进行讨论。

总之，实施产业链“链长制”是中国地方政府推动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决策，

是对冲疫情影响、稳定经济增长、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重要举措。应该密切关注这一

产业管理制度的创新举措，及时给予总结、提高和推广。

全球产业链集群战略：中国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政策举措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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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推动隐性财富显性化
费太安①

坚持改革是应对当前复杂严峻宏观形势的不二法门。一条重要路径是通过深化关键领域产

权和人力资本改革，形成对亿万民众经济活动的内在激励。推动社会隐性财富显性化，增加居

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财富，提升消费能力带动社会投资，实现消费、投资、就业的良性循环。

1、产权和人力资本改革激发了巨大经济活力

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表明：产权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是经济快速发展、社

会安定兴旺的内生动力和根本原因。从历史经验具体来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农业生产率空前提升，1978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1018 亿元，2019 年增加值

70467 亿元，增长近 70 倍。释放了大量劳动力，1978 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2.8 亿，到 2019 年

减少到 2 亿，三产就业人员比例更是从 71:17:12，降到 26:28:46。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对农业生产增长的贡献达到 46%。这项制度变革不仅对农业农村，而且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提

供了基础性、支撑性贡献。

国有企业改革激发了国有资本和民营经济巨大活力。尽管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数由 1998 年

的 6 万多个减少到 2016 年的近 2 万个，就业人员数从 2000 年的 8 千万人，减少到 2018 年的 5.7

千万人，但营业收入则由 1998 年的 7 万亿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42 万亿元，利润总额由 525 亿元

增加到 1.2 万亿元。另一方面，保护私人产权，放宽市场准入，为民营经济等其他市场主体提

供了有效激励和宽松发展环境。私营企业城镇就业人员数增长了 10 倍以上，外商投资单位、

个人城镇就业人员数也增长了 4-5 倍。通过改革国企，放活民企，民营经济贡献了 90% 以上的

企业数量，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50% 以上的税收。

住房制度改革催生了一个支柱产业和政府重要财源。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在 1998 年发生了一

次根本性转变，正式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货币化。这对居民的激励和对中国经济的推

动作用是巨大的。商品房供给量增长前所未有，2000-2019 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共 164.7

亿平米，房地产成为了支柱性产业，2018 年在公司类贷款中，五大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金额为 3.2

① 费太安，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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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占个人贷款比例在 80% 左右。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销售额占 GDP 比例，由 2000 年的 3.9%

增加到 2018 年的 16%。与此同时，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土地出让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为 7% 左右，

按照国际可比口径，占政府收入的 1/4 以上。这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投资进行经济建设

提供了巨大财力来源。

全面对外开放创造了巨大外部市场需求。通过开放沿海、沿江进而逐步形成全方位对外开

放格局，实施招商引资、鼓励出口战略以及加入 WTO，外需为我们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提供了

大量出口的机会。1978 年到 2017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 355 亿元提高到 31.5 万亿元，增

长 887 倍。其中，出口总额从 168 亿元提高到 17.2 万亿元，增长 1023 倍。改革开放初期，我

国货物进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仅为 0.8%，在全球货物贸易中列第 29 位。2006 年，中国货物进

出口总额占世界份额的 7.17%，2017 年我国进出口占全球份额为 11.5%，货物贸易居全球第一，

其中出口占比为 12.8%。

人力资本潜能有效开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撑。放活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教育，

改革就业制度和科技人才体制等，人力资本从数和量两个方面对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允许劳

动力跨地区跨行业流动，城镇就业人员数从 1978 年的 9 千多万增加到 2018 年的 4.3 亿，劳动

力流动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和整体现代化水平。人力资本加快积累，本科毕业生由

1978 年的 16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387 万人，增长 24 倍。2018 年研究生毕业生达到 487 万人。

灵活就业制度，大学毕业生等各类人群实现自主择业创业，人力资本价值有了更多实现领域和

方式。重视科技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环境建设，我国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全时研发人员数

量世界第一。

2、当前面临宏观挑战和两难选择

（一）传统红利难以为继

经过 40 年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效益，

呈现总量更大、质量更优、韧性更强的发展状态。同时，传统的产权和人力资本红利正在消减，

一些客观不利因素也在显现。人口抚养比快速上升，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增速下降；城乡

生产率差距明显，农产品遇到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制约；经济逆全球化趋势增强，国外产业

回流加快，我对外贸易和外资引进受限；国企使命职责与盈利性的矛盾，民营经济缺乏投资领域；

高房价让房地产业在消费投资发展空间受限，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地方政府债务以及财政减收

增支明显，制约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

（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大型新兴经济体经济受疫情影响严重。疫情

加剧了世界经济逆全球化势头，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不少国家基于所谓安全考虑表示产业链要

回归本国，主要经济体相互之间封锁和贸易战迹象越发明显。受疫情影响，我国一季度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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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下降 6.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8.4%，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

12.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下降 16.1%，货物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减少 80.6%。疫情尤

其是对消费性服务业和出口部门冲击较大，对中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影响明显。虽然我

国 4 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好转，但外围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深化，对外经济活动的影响仍在

持续，经济全面企稳比较困难。

（三）政策选择两难

无论是刺激消费、政府投资还是保具体方面，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来源。采取财政赤字和发

行国债等方式在规模上有限，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是多年疾患，经济下行导致财政收入下降比较

明显。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4.3%，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16.4%，全国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2%。另一方面，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者干脆央行采取超发货币

的方式大水漫灌，货币政策术语“马拉车”有效但“马推车”积极作用有限，而且副作用很大。

3、改革路径：推动隐性财富显性化

通过深化产权和人力资本改革，推动土地、人力资本、国有资产资源、数字经济、绿色都

市圈等领域隐性财富显性化，以扩大需求特别是内部需求为牵引带动社会有效投资，有利于实

现就业、财政、经济发展等多重目标。

（一）土地财富显性化

创新完善土地产权和管理制度，让农民的财产可以形成财产性收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

建设用地市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快宅基地改革，探

索以宅基地换城市住房。将农民的不变财产显性化、机制化，稳定收入预期，是扩大农民消费

和实现农民城市化的一个可行途径，也是推动中国转型，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时机。

（二）人力资本财富显性化

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标准的人力资源评价体系，将每个人的宝贵价值显性化。重点推动科技

创新、社会服务和生产供给三个领域新人力资本财富显性化。改革科研考评体制，将知识产权

与个人职称晋级等直接挂钩，科研产生的经济价值折算为相应科研成果，用于聘期考核和职称

晋升。应用型课题资助，可让企业参与课题申报和结题审核等。改革医师服务价值形成机制，

推动形成医师服务价值由市场决定。改革医保支付制度，建立医师费支付机制，医师靠个人的

行医经历和品牌，在各自的诊所或医院提供服务，主要按服务项目收费或按人头收费。发挥大

城市对多层次劳动力人群的包容吸纳作用，改革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坚持公共资金随人口走，

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形成全国统筹、异地结转，覆盖全国的“保基本”社会安全网，

充分发挥 2.9 亿农民工的创造力。

（三）国企国资财富显性化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研究提高国有资本充实财政的领域和额度。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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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动态编制国有资产、国有资本资产负债表，规范对国有企业和各级国有资

产的处置和收益分配。通过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力度。深化石油、天然气、

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更加有效地对社会资本

产权保护，形成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合作的载体，更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

（四）国有资源财富显性化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优势，创新国有资源矿藏、水流、森林、土地和其他天然资源

等财富显性化方式。每个公民出生即享有一笔同等份额的国家公共财富，作为自己养老、医疗

等的保底资产。将国有资源财富显性化配置，作为特定用途，既不会动摇破坏国有资源，也不

至于即时挤兑，但却可以起到充实居民财富、托底保障的功能，特别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

低收入者。

（五）数字经济财富显性化

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显性价值，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平台。政府通过明晰和保护各类数据产

权，为市场提供规划、标准、法律，提升政府信息的透明度，联通各部门的大数据并有序向市

场开放。政府系统加快实现政府系统办公自动化的软硬件改造。通过明晰产权收益，出台指导

意见，明确数字化目标，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等事业单位数字化。在社会领域挖掘类似投资改造

项目，既不需要政府全额投资，又具有可观的投资回报。

（六）绿色都市圈财富显性化

构建多个绿色经济增长极，扩容国内市场。依托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

城市群，把武汉、重庆打造为除上海外的其它两个特色鲜明、分工明确的全球城市，发挥中心

城市的引领作用。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技改资金和绿色发展基金，推进都市圈产业园区重点产

业绿色化升级，带动全社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做好安全和公共卫生设施绿色配置改造，建

设适度规模的传染病患者收容治疗机构，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绿色化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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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需“危”中寻“机”

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需“危”中寻“机”
张二震   戴  翔①

5 月 22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作《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坚定不移扩大对

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并分别从促进外贸基本稳定、积极利用

外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作了详细部署。其中，“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成为舆论

关注的焦点。

一、疫情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的冲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波主要是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影响主

要表现在供给端。由于这一时期国内采取了以近两个月经济“停摆”的代价以换取有效防控疫

情的策略，致使大部分企业几乎处于停产状态。正是受到这一阶段的疫情影响，大量企业延期

复工，整个生产供应链受到影响，原定的春节后生产计划无法按期完成，对当期外贸进出口形

成较大冲击。第二波冲击主要是正在汹涌而来的海外疫情，这轮冲击主要体现在需求端。由于

国际交流和合作在不同程度上受阻，影响到外贸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从国际市场需求角度看，

企业虽然逐步在复工复产，但往往面临着海外订单被取消或者推迟交货等情况，致使生产出来

的货物无法顺利走出去。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成为疫情重灾区，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导致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为防控疫情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封城”“封

国”措施，也导致了进口贸易无法正常开展，经贸合作人员往来趋于停滞。而在全球价值链分

工条件下，属于中间产品特别是关键和核心零部件的进口中断，包括原材料进口受阻，都会波

及到外贸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进而影响最终产品出口。从当前的发展态势看，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的发展势态仍较为严峻，会进一步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何时才能取得实质性的防控成效，

目前仍然面临着很大不确定性，全年稳外贸任务十分艰巨。

二、疫情对外我国外资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利用外资产生的影响同样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国内疫情爆发期间对内

部市场环境冲击，从而影响了利用外资；二是中国以外其他各国和地区疫情爆发在一定程度上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戴翔，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南京
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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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经济全球化步伐，恶化了利用外资的总体环境。从前一个影响阶段看，投资环境是跨国

公司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投资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必然会造成外

商直接投资的显著下降。

众所周知，我们吸引 FDI（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在于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巨大的市

场潜力和完整的产业链，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爆发，造成近两个月经济的“停摆”，致

使部分企业包括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经营困难。与此同时，信心也是影响投资市场的重要因素，

但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投资者对国内外市场的信心，甚至引发了较为普遍的恐慌情绪、避

险情绪，从而影响投资者对经济的预期。从后一个影响阶段看。主要是疫情的全球爆发、蔓延

和传播致使全球经济有可能衰退，这不仅会影响到跨国投资者的预期，从而致使投资缩减。而

且一系列的“封国”、“封城”和“断航”等举措也会影响到资金和人员的流动，会恶化利用

外资的外部环境。

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利用外资走势仍会与全球疫情发展演变的形势密切相关。如果全球

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由于全球价值链面临中断风险、人员流动受限、全球经济预期下调等问题，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利用外资，尤其是以国外市场为主要目标的跨国企业投资。

三、“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对策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对我国外贸发展和利用外资带来一定程度的

冲击，至少短期来看，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但是“危”中有“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疫情对服务业冲击程度更高，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从比较角度看，

受到的冲击程度要小一些。这无疑有助于“稳外贸”。二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国内外时

间错位。由于我国率先取得了“战疫”的初步进展以及生产的逐步恢复，如处置得当，我们不

仅不用担心产业链外迁问题，还有可能会成为外资的“避风港”，诱发外资不断将产业链向我

国迁移，尤其是高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环节配置到我国，从而带来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当然，

能否“危”中寻“机”还取决于是否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我们建议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对策思路。

一是稳定外贸基本盘。要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稳定外资外贸基本盘”的战略部署，

要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具体而言，一是外贸发展的传统出

口市场“基本盘”不能丢，比如诸如欧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重要出口的重要市场。

二是产业链“基本盘”不能丢。要稳住产业链重点企业，关键环节不转移，包括所有低端环节

和阶段也不轻易外迁，因为产业有生态系统，完整的产业链才更具有竞争力。三是服务国民经

济发展的进口功能“基本盘”不能丢，尤其是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主动扩大进口实际上是维持

价值链分工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四是高质量利用外资的步伐不能停，这既是增创对外开

放新优势的需要，也是为了能够更好抵御外生冲击的需要，即既要鼓励促增量、稳存量并举，

更要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

二是强化外资外贸联动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生产环节不断纵向分割，以最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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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为对象的传统贸易逐渐转向以环节、流程为对象的“过程贸易”，贸易与投资的互补性不断

增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外贸的创造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愈发明

显。疫情期间，外资和外贸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因此，应该将“稳外贸”与“稳外资”联动起来，

将招商、安商、稳商等政策措施与外贸发展的扶持政策等结合起来，实现“稳外贸”与“稳外资”

的政策协调。

三是加大力度拓展国际市场。稳外贸的核心就是稳定国际市场份额，稳市场的首要任务就

是稳订单。在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之后，政府、

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业要多方联动，抓住“抢救订单”黄金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量

线下需求转移到线上，激发了大量创新业态，促进生产管理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要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数字贸易，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用好综合试验

区政策，加快发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建设海外仓，抢救国际订单，

拓展国际市场。

四是保障外资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特别要优先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服

务链中具有关键环节的外资企业、掌握关键或者核心零部件的外资企业、形成关键模块生产的

外资龙头企业正常运转。比如，在扶持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凡是给内资企业的救助帮扶政策，

是否可以都适用于外资企业，切实减轻外资企业负担。外资企业是成熟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的

重要来源，对认定的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实施同等政策帮扶，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稳定外商长

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五是确保核心供应链不断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具有重要地位，

很多制造业都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疫情期间，由于源自国外的中间品进口，尤其

是一些核心零部件和关键环节的进口中断，可能会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带来一定冲击。比

如，日本和韩国均处于制造业上游环节。对此可以考虑加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利用我们

在复工复产方面的经验，通过国际协调合作，派员前往日韩等疫情相对较轻的工厂，共同推进

有关厂商复工复产工作，以维持上游供应链的稳定。

六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国内外时间错位下，中国率先走出疫

情，经济率先复苏，有效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考虑到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链体

系等因素，大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信心和战略没有改变。我们要通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促使外资项目尤其是大项目不断落地生根。在当前跨国交易不畅的背景下，利用国内向好的经

济基本面和市场规模优势，以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将关键和核心零部件的生产环节

和阶段部署到中国来。应该说，这是抢抓疫情期间全球价值链重构调整的难得机遇。抓住这一

机遇，不仅有助于我们推动高质量利用外资，也是据此夯实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进而推动外

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需“危”中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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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接轨大上海 不忘“四好”路
申斯春①

100 多年来，几乎每一个南通人都有一个“上海梦”，并为之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现在

随着过江通道逐渐增多，南通和上海之间已经天堑变通途，梦想落地成真。双方未来的行政地

理界线会越来越模糊，而清晰可辨的会是产业的融合，文化的互动，人流物流无障碍。这是国

家战略在长三角地区的生动实践，预计会在中央即将召开的第三次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成为一大看点。

在积极对接上海的同时，南通人对于建设“四好农村路”，也没有丝毫的懈怠，早在几年

前就开始干了起来，2019 年以全省第一的高分获评江苏“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市光荣称号。

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根据南通农村公路公里密度全省第一、总量全省第二的状况，最近

又出台争创“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市，打造农村交通服务乡村振兴样板的实施意见，这对包

括江苏在内的全国各地农村公路的发展方向和建管模式必将起到极大的引领作用。

南通创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市的核心内容是打造九大样板：

1. 打造高效治理样板，全面推进县、乡、村三级“路长制”，“路长制”工作考核结果要

与乡镇和部门年度考核挂钩。

2. 打造智慧农路样板，建成“南通市县一体化智慧农路管理系统”，推动地图导航功能向

农村地区延伸覆盖，让每个农户都用上大数据服务。

3. 打造平安农路样板，改造危桥危路，加强农村公路安全新技术、新装备的推广应用。

4.打造品质农路样板，大力推广冷热再生技术和抗水性自修复废弃物固化技术，开展路面“白

改黑”技术研究，积极推广应用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等“五小四新”技术。

5. 打造机制创新样板，稳步推进养护市场化改革，鼓励农路建设与养护捆绑实施，鼓励农

村公路养护区域化打捆招标，通过开发多种形式的农村公路公益性岗位，就近吸引农民群众参

与农村公路养护。推广将村道日常养护交由农民群众承包的养护模式，鼓励农民群众参与配套

设施的经营维护，帮助农民创收增收。

6. 打造一个“农村公路 +”样板，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公路与经济社会协调联动发展，形成

一批交通服务乡村振兴的先进典型案例。

7. 打造城乡交通融合样板，进一步提升城乡客运水平，形成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规划和线

① 申斯春，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社会处调研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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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制“一张图”、辖区内城乡客运经营“一主体”、城乡公交智能信息服务系统“一张网”、

城乡居民出行共用“一张卡”，力争各县（市）、区实现全域公交，力争 80% 以上聚焦提升类

村庄和城郊融合类村庄无需换乘一次直达县城。

8. 打造“美丽农村路”样板，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出行条件的向往为宗旨，以绿色发展

为理念，从“工程技术、环境生态、人文民俗、品质平安、智能数字、服务管理、美丽公路 +”

七个方面，打造具有经济性、生态性、和谐性、服务性的“美丽农村路”。

9. 打造品牌提升样板，总结提炼新时代南通交通运输服务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品牌，

展示具有南通特色的新精神、新理念、新文化。加强省级“四好农村路”创意设计大赛优秀成

果和农村公路桥梁图库的推广应用，打造一批农村公路创意项目和特色桥梁，差异化打造各县

（市）区子品牌。

为了保证创建成功，南通从上到下都成立了领导小组负责推进，人们有理由相信，素以“建

筑铁军”著称的南通人不仅擅长拎着瓦刀走四方，也同样能够把家乡的路建成产业路、生态路、

乡愁路和小康路，吸引更多的上海人来南通投资居住，使得对接上海不是“单相思”，而是彼

此都“情投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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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大市场循环支撑企业
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刘志彪   凌永辉①

5 月 23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

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此前，5 月 1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明确提出了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何理解“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认为有三层意思：一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

要继续坚持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二是未来的发展进程不能仅仅依

靠、依赖和利用国际市场，还要注重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构建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三是在高质

量发展背景下，要想办法把国内国际循环统筹起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不同于过去的新

发展格局。

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积极应对当前外部环境严峻变化和推进国内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在“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目前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面临着松动、分离的严峻形势，未来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撕裂或脱钩的风险。

在短期中，我们要通过更快的复工达产、更多的国际合作、更大力度的开放等措施，去竭力维

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在中长期中，则应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纠偏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失衡的现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实现中国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大国经济的重要的竞争优势。我国作为典

型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应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从过去依赖外需被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竞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凌永辉，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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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逐步转向依靠内需主动创造全球化发展的机遇，通过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推

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下的产业链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大国经济优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揭示的“国内市场效应”

原理表明，在一个存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需求

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这就意味着，国内大市场循环可以支撑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在功能上实现互补，而国内市场需求较小的小国经济则不具

备这种优势。

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大国均具有一个共性特征，即通过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进而以此为

基础实现向国际市场扩张，这是一种典型的“先内后外、内外并举”的发展路径。以美国的半

导体行业为例。最初，美国的半导体行业是以军事和航空项目的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但是随

着军事战略需求下降，国内消费者市场兴起，普通消费需求成为半导体行业的主要拉动力。在

巨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美国出现了英特尔、IBM、微软等一批后来主导全球半导体行业

的大型跨国公司。据统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世界市场中，美国企业的半导体销售份额占

到 59%，即便是在 10 年后伴随日本半导体企业大举进入的情况下，美国企业仍保持了 43% 的

市场份额。在这当中，美国半导体行业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加速了专业化纵向分解过程，大

型跨国公司纷纷将中间制造环节外包给合约制造商进行“代工”，而将总部经济布局国内。可见，

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兴起和发展，深刻反映出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进行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大国经

济优势。

然而，我国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在过去的发展格局下却呈

现长期分离趋势，突出表现为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随着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

发达国家提出所谓的“去中国化”，很可能导致我国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进一步分离，

加剧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过去在出口导向战略下注重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

长期忽视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培育和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国经济优势的发挥。诚然，出

口导向战略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该战略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是依赖于一些内外部

条件的，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如要素成本上升等），出口导向战略的负面影响也就凸显了

出来，尤其是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所产生的割裂效应。因此，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首要任务就是转变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国内市场效应作为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连接“桥梁”。

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具体路径

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关键着力点，在于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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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水平，其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指导，推进本土企业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中国经济过去以

廉价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是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相一致的。然而，静态比较优势无

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些特定产品上拥有技术优势，因而不适用于指导中国在赶超

战略下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目标。相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大国经济国内市场对内

生创新的引致作用，而大国经济具有规模性、内源性、多元性等特征，这意味着本土企业可以

更容易地利用国内市场获得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等创新前提，如果某种特定产

品的创新一旦成功，就能在全球产品市场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尤

其是对于一些作为产业基础的关键部门（如半导体的加工设备、电子产业的高档芯片等），是

我国产业链体系中明显的短板，同时也是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下的缺乏竞争力的部门，但这些部

门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必须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进行“扬长补短”。

二是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培育本土的“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从概念来讲，

国内价值链是基于国内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国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在本国市

场获得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

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在国内价值链中，地理临近效应（既包括地理空间邻近，也包括

文化习俗邻近）使得本土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的联系更为紧密，进而更容易获取领先用户、细分

市场等需求信息。这样一来，一部分企业就可以通过掌握领先用户获得先行者优势，且最有可

能成为该行业规则的制定者，有利于实现从供应商角色到发包商角色的转换，以及从全球价值

链中的“被俘获者”到国内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的转型，同时也有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抓

住细分市场的商业机会迅速填补市场缝隙，并在这些细分市场上精益求精，最终成为行业中的

“隐形冠军”企业。

三是以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在近期的疫情冲击下，

全球产业链的纵向分工或将趋于缩短，进而导致跨国技术溢出减缓、贸易一体化规模收缩，但

在横向分工上或将趋于区域化集聚，这反映了原先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生产工序和环

节，将回缩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内或若干邻近国家组成的区域内，形成产业集群式发展。在

这种内向化的演变趋势下，产业集群与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联系有望得到改善。因为过去很多

产业（特别是技术创新密集型产业）集聚区的专业设备供应、生产性服务供给等都是由国外跨

国公司所提供，且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出于政绩考核对产业园区所引进外资企业数量规

定的考虑，往往“为了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容易忽视产业集群与本土企业间的产业关联。

实际上，产业集群是市场经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政府可以在产业集群初步

成型之后有意加以培育，尤其是发挥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若干产业

集群与国家创新体系形成对接，使之成为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四是以“互联网 +”数字经济为契机，促进存量优化和增量创新相结合的产业结构调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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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 +”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互联网与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的嵌套、融合，重塑整个产业链

上下游生态。一方面，用数字经济改造传统产业，延长产业生命周期，优化经济存量；另一方面，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社会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创新经济增量，

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譬如，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先后共有近 100 个城市设立了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验区利用“互联网 +”搭建了线上“单一窗口”和线下“综合园区”平台，

不仅使政府部门间可以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而且也有利于汇聚物流、金融等

配套设施和服务，进而为跨境电子商务打造完整产业链和生态圈。跨境电子商务为推动经济一

体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极大地拓宽了本土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

五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关键技术谱系的国际生产

体系。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场原则

和国际通行规则，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开展互惠互利合作。在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程度松动的

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的合作机遇，不仅要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而且更要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国内价值链相互衔接，在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本土龙头

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横向分工

的区域化集聚趋势中，中国应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布局这种“以

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体系。譬如，在当前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可以把抗击疫情与新基建

相结合，为沿线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在网络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等基

础设施领域提供援助和加强合作，这是应对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松动的具体办法之一。

三、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政策取向

第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我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国内市场的高

质量供给。具体来说，可以以产业创新为主要抓手，积极探索和试点科研成果按照市场规律实

现高效率产业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发挥我国所有制经济协同优势，使较多分布于产业链上游

的国有企业和较多分布于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在动态竞争中形成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

相支持的关系。

第二，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改善国内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扩张内需规模和优

化内需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富民水平是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终点，也是重点和难点，需要从

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两个方面共同发力。尤其是在当前疫情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下，可以采

取多种优惠组合政策，分步骤分阶段地补贴广大工薪阶层，提振国内消费能力。

第三，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

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发展国内价值链的根

以国内大市场循环支撑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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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驱动力，但不能将其与“闭关锁国”划等号，相反，要以更加开放的理念来促进国内经济循

环。建议加快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来吸引全球跨国企业，

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最后，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中的容错纠错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

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我国仍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构

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协调和创新，健全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是鼓足

干劲、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而且，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门类齐全、体系完整、规模庞大的产

业体系，也都意味着我国对于新的制度或政策拥有更大的进退余地。可以说，健全完善的容错

纠错机制是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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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来化“危”为“机”
洪银兴①

提要：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周期中的经济衰退。它不是因经济周期性波

动原因产生的衰退，衰退期结束后不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停滞期，而是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经济

复苏。因此，不仅要应对衰退，还要主动为衰退过后的经济复苏及长期发展培育和壮大新的经

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加快转入快速发展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世界蔓延对经济的直接影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

人类一天也不能停止生产，一天也不能停止消费。无论是生产的停止还是消费的停止，都可能

造成经济危机和衰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蔓延、油价崩盘等原因，今年世界经济衰退不可

避免。IMF 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期，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元区、

日本，GDP 增速都大幅度降为负数，我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我们需要充分估计面临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在近期表现为：全球产业链中断，国

际贸易受阻，导致部分行业因没有订单而不能复产不能达产，进一步可能出现企业倒闭、员工

失业等问题。面对这种经济困难和不确定性，中央在“六稳”基础上提出了“六保”，这是切

中时弊的重大决策。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没有改变。首先，中国的储蓄

率高，达到 30%，远远超过其他发达经济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其次，内需市场大，国内市

场的总体规模处于全国前列，外需不足可以内需补。再次，我国的举国体制能够支持国家发挥

调控经济的能力，这次有效控制疫情就足以证明。最后，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进入复工复产。

所有这些长期向好的预期，可以支持我们有效控制疫情并且推动经济尽快实现恢复并转入发展

期。

面对经济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出路还是发展，也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这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近期摆脱困境靠发展，二是需要为长期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近期面对的是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首要的发展对策是尽快止住衰退，就业优先。发展着

力点不能限于供给侧，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发力，更多的是拉动需求。在国家层面上，

拉动需求主要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包括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

政策。随着提高赤字率、发行国债、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的逐步到位，会释放出数量可

观的流动性。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为拉动消费提供宏观条件和指引，最根本的还是释放出来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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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性需要形成实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一是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居民消费。疫情暴发后，首当其冲的是人员聚集性和流动性的消费，

相应地，满足这些消费的行业迅速萎缩，并通过其供应链影响其他行业的复产达产。随着疫情

好转，这些行业逐步复工，但要复产达产需要有相应的消费需求。我国居民的消费潜力，无论

是消费能力还是消费欲望还是有的，关键是如何把它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在这方面供给端（企业）

要有所作为，如发放消费券、线上线下消费和服务的配合、转变经营和服务方式、调整和优化

消费环境等。在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时，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还是需要的。

二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投资机会还是很多的，包括老旧小区的改造、

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城镇化设施的建设等，这些投资都是有效的投资，大部

分需要政府投资来引导。除此以外，需要更多地调动企业和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其有效投资的

方向就是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投资，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关键是企业有稳定的预

期。

三是帮扶市场主体。当前各方都有困难，对政府来说就有个帮扶对象的选择问题。最简单

的就是帮企业还是帮个人的选择。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活着就能保就业，同时也能帮到个人，

因此保市场主体是关键。尤其是要提高中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帮扶企业的路径不仅包括进一步减税降费，还要降息降房租，降低企业

的融资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外贸企业来说，面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外贸受阻，需要支持企

业出口转内销。企业生存下来不仅能稳住就业和民生，还能保住经济好转后发展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周期中的经济衰退。它不是因经济

周期性波动原因产生的衰退，衰退期结束后不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停滞期，而是在短期内就能

实现经济复苏。因此，不只是应对衰退，还要主动为衰退过后的经济复苏及长期发展培育和壮

大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加快转入快速发展期。具体需要在以下方面推动发展。

加快结构调整和设备更新。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把危机阶段看作新的增长周期的起点。经

济处于危机阶段有两个机会，一个是结构调整的机会，另一个是设备更新的机会。抓住这两个

机会可以降低调结构转方式的成本。因为经济衰退虽然会波及所有行业和企业，但对不同行业

不同企业的影响还是结构性的，衰退阶段的优胜劣汰本身就是市场选择。这意味着，不是所有

行业所有企业都要保，借助市场的作用可以加快结构调整的进程，同时推进体现技术进步的固

定资产更新也正当其时。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尽管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如高铁、地铁、农业设施等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但从为长期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考虑，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转向新基建。新基建不同于传统基建，

是转向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

如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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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等；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谁在新基建上先走

一步，谁就能掌握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形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

美贸易战中美国力图使其供应链与中国脱钩，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又造成我国多个产业的

全球产业链中断。因此，在近期需要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

争力。一方面要使中断的国际产业链能够在国内寻找到替代，另一方面失去国外订单的供应商

要变成推销商，找到新的买家。从长期发展考虑，还需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依靠创新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

的，要寻求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突破，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构建以我高端技术为主导的全球

价值链，其零部件的供应商都是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在这里部署创新链的重点在“一剑封喉”

的产业链环节，以实现对这些核心技术环节的国内替代。建设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创新链，

需要有明确的国家目标导向的产学研协同。

有效衔接决胜全面小康和开启现代化。今年是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收官年，第二个一百年目

标的开启年。就全国来说，需要“一个不少”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江苏来说，要求高水平

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达标。决胜全面小康就需要补齐高水平小康的短板，如环境和生态建

设的短板、乡村振兴的短板等。开启现代化就是以十九大规划的现代化蓝图规划“十四五”，

并且根据新发展理念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方面为全国开启现代化新征程探路。

以发展来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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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从中长期看朝着内向化演化
洪银兴①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志彪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5 期）

上的发言

我认为疫情蔓延中全球产业链从短期来看可能对中国可能是有利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情况则不一定，我们要看到它的变化趋势可能就是朝着内向化演化。过去跨国公司奉行的全球

化理念是把全世界当成自己的工厂来经营，把全球市场当成自己的牧场，这种理念今后可能会

发生变化。跨国公司可能要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会把追求产业安全、自主可控作为空间

配置产业的重要标准。

因为过去的全球化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未来全球产业链会不会发生变化，也要看跨国公司

本身的理念和行为规则的变化，如果看不到这个趋势，我们就很难进行正确的判断。从美国重

新塑造全球价值链的目标来看，未来全球产业链会发生内向化的变化。根据我所了解，美国对

全球产业链重塑的目标主要三个：

一是早已开始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这一过程虽然不像它想象那么快，但是还是有效

果的。

二是推动美墨加自贸区建设，过去全球外包、现在发展境内外包，近岸外包，其中原产地

原则就是推动近岸外包的重要手段。

三是中美贸易战以来推动的“中国多元化”行动，就是部分价值链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其它

地区。

我觉得中国所参与的全球产业链未来会朝两个方向进行演化：一个方向是从纵向来看，全

球产业链趋于缩短，原先分包给不同国家和企业进行生产，以生产工序、环节为对象的纵向分

工体系现在可能要适度收回，某些环节可能要收回到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生产，结果可能就是一

个企业内部包含不同的工序、环节。这样的分工是逆“产品内分工”的行为，是一种纵向一体

化的倾向，而不是纵向非一体化。这种纵向一体化可能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原则，但

是符合缩短供应链，使产业自主、可控的要求。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横向分工上趋向于区域化集聚，原先被分拆到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工

序和环节，在回缩过程中需要落实在具体空间上，落实到一个国家或者若干临近国家边界线上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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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产。如汽车零部件生产回归美墨加自贸区，这样的趋势将推动特定区域当中形成产业空

间集聚化。

产业链内向化的趋势可能会损坏国际分工的利益，但是它可能有利于提高经济安全度，这

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效率跟经济安全的矛盾，我们进行推演跨国公司可能会把纵向分工的格

局，安排在一个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当中，或者采取纵向非一体化的形式，把生产工序和环节交

给集群中不同企业进行生产，从而使得产品内分工集中在比较狭小空间中进行。如果这个趋势

成立，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演化结果，一是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二是跟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

发展模式形成相似性。

实践中我们观察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中国企业尤其

是沿海地区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是双重嵌入，企业既嵌入全球价值链，也嵌入地方性产

业集群，有的地方是先进入集群，整个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这种方式在中国广东、福建、浙江、

江苏、山东可以大量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全球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当中的企业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相比单个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一些不同和优

势。今天就不讲这些了。中国企业也是通过集群参与全球竞争的，这样的演化跟疫情后全球价

值链的回归趋势会产生竞争的格局，这个格局就是未来竞争方式会朝一个新的方向进行演化。

过去竞争都是中国供应商去竞争跨国公司总部的订单，未来的竞争可能就会出现产业链跟产业

链的竞争、产业集群跟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空间会变得非常激烈，竞争方式会发生很

大变化。

中国产业集群目前总体上讲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表现在集群中领头企业大部分是跨国

公司，不是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环节大部分是低端的加工制造，而不是价值链的高端。这也决

定了中国目前的全球产业链集群还不是高端的形态，竞争力上还是有点问题，所以未来全球产

业链集群的竞争，重组的趋势意味着未来中国产业链集群要进一步升级，以过去产品内分工为

主转向集群分工为主。这是一种新的全球产业分工的形态和水平，一种新的均衡，意味着更加

激烈的竞争，中国企业必须要对这个做好充分准备。

我前面分析了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是回归内向化，它的结果就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这

种趋势是跟中国过去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是以地方性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产业链是一样的。我推

演，未来全球产业的竞争是产业链对产业链的竞争，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的竞争。党的十九大

提出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十九届四中全会提

出来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在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

渝地区重点打造规模上千亿、上万亿的新兴产业集群链。

根据这样的目标，对于国家来说，政策上可能要重点支持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发展，主要有

几方面：

一是营造专业化服务环境，加大产业链招商手段，实现引资。中国地区政府过去发明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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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招商的办法，实践证明效果是非常好。地方制造业集群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用的很重要

的手段就是产业链招商，未来产业链招商方面还要进一步优化。最重要的就是政府不仅要有自

身“放管服”的改革和职能转变，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发展需要有专业化的服务环境。过去政

府转换职能就可以做，现在看来不够，需要专业化服务优化。比如对于战略新兴产业不仅是政

府改变职能就行，还需要政府提供人才培养的环境，IDC 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的

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也发展不起来。

二是以强化专利战略，密集研发投入为手段实现技术赶超，建议各产业集群政府机构牵头，

一方面产业链集群中寻找本地集群中的关键技术环节的缺失和瓶颈。另一方面，用好国家花费

巨大资金建立起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查询产业集群中各类关键环节里所缺失的技术、专利分布、

技术水平、专利控制人是谁，等等。把信息搞清楚，有重点、有目的、有的放矢招商，或者加

大投入，重点攻克技术缺失的瓶颈与难点。

三是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市场强链。未来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模式是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

化模式，最近中央提出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要把全球价值链跟国

内价值链衔接起来，通过加强沿海地区内地和东北地区的经济互动和循环，沿长江经济带进行

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连起来进行互动，使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全球产业集群成长。这就是

把整个国内经济循环跟国际经济循环连起来，不是过去利用国外市场进行出口，或者简单回归

国内经济主导的格局，这两个都是不行的。是要把两头连起来，重点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体促进

国际经济循环，这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中国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不断成长的市场支撑

因素。

另外一个要加强产业链当中的并购重组，发挥各省政府所搞的“链长制”的制度优势，实

现组织固链。中国过去产业集群大部分都比较分散，只有临近性，没有耦合性。未来根据竞争

是产业链对产业链，集群对集群的思路，重点应该采取组织调整的方式来实现组织固链，进行

组织上的强化。办法很多，包括进行上下游产业之间的重组，包括多渠道、多途径引进不同所

有制、不同国家的集群进行竞争，引进不同国家大买家到集群里进行竞争等等很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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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中的“小巨人”现象以及启示

美国经济中的“小巨人”现象以及启示
吕  枫①

大家说起福布斯财富榜，就会联想到世界 500 强。其实，它每年还发布另一个榜单，叫做

小巨人榜（Small Giants）。

2019 年的小巨人榜列出了 25 个 500 人以下的私人企业，一如既往，这些企业来自全美各

地各行业，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在各自巨大的差异中，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追求发展质量远远

超过追求发展速度。

小企业、小巨人现象是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风景线，美国是它们成长的天堂，

目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成长自小企业，政治人物也经常在各种场合称小企业为国家脊梁。

往往经济越强的州，小企业数量越多，企业平均规模越小。地图中浅蓝色区域，是美国经济最

发达地区。

一、蓬勃发展和长期繁荣：美国独特的小企业现象

1988 年，Patrick Conway 和 Dan Conway 兄弟在俄亥俄州 Cleveland 开了一个啤酒酒吧，

Great Lakes Brewing Company 现在雇佣了 233 个员工，年销售额超过 4500 万美元。2008 年，

Ally Davis 在得克萨斯州 Austin 开始了他的私人健身业务，Camp Gladiator 现在有 90 个雇员，年

营业额 6000 万美元。在南加州的 Poway 小城，Juliet Correnti 2015 开始经营软件服务，Radeus 

① 吕枫，美国诺尔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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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s 现在雇佣了 28 个人，年营业额 1000 万美元。超市常见的健康零食品牌 KIND， 年销售额

超过 8 亿美元，也是一个不到 500 人的小企业。

总体来说，雇员人数 1-499 人的企业在美国被称为小企业。根据 2018 年的统计数据，

99.9% 的美国企业是小企业，全美一共有 3022 万个小企业，这意味着每十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

是创业者。在这三千多万小企业中，26.4% 的企业主（约八百万）为少数族裔。小企业涵盖了

所有行业，并且不断创造新行业，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基石。

每天都有优秀的小企业跨越 500 人门槛，成长进入大企业行列。曾经在福布斯小巨人榜

单上的 Dutch Bros ，2019 年营业额已接近 3 亿美元，雇用了包括兼职员工在内超过 9000 人。

Juice Plus+ 目前已经有大约 650 个员工，年营业额超过 7 亿美元。反对零和游戏、坚信永远能

创造商业增量、激烈竞争下共赢多赢是美国商业社会的核心文化。

二、美国小巨人蓬勃发展和长期繁荣的社会原因

1、经济回报。美国公务员收入不高，没有灰色收入。除非个人有政治理想，否则在大多

数美国人看来，公务员的生活质量不高，既无财富也无自由。实现财务自由的主要途径是经营

企业或者成为高级专业人士。一个最优秀的麻醉医师，年收入可能超过 100 万美元，跟一个小

企业主差不多。利益驱动下，最优秀的年轻人择业清单上罕见公务员这一项，专业和商业领域

广泛吸纳了全社会的才能。

2、教育基础。基础教育建立了普遍扎实的常识和逻辑，在此基础上的高等教育不再强调

标准答案，反而鼓励提出问题和独立思考。这种建立在常识和逻辑基础上的质疑精神，不仅激

励各种创新萌芽，更让高效讨论和充分合作成为常态。由于哪个行业都有可能成功，兴趣往往

被作为学习的首要动力，而非升学和文凭。由职业技术培训到免费社区大学再到顶级藤校，拉

开级差各取所需的教育体系让年轻人可以根据爱好和能力自由成长，充分保障了社会各层面各

领域需要的从业人员源源不断被培养出来。

3、社会价值导向。美国文化中尊重个体、不评判的特点，让创业者和从业者在学习并坚

持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时没有心理负担，再“奇葩”的想法也不会引来嘲笑。很少有年轻人在

择业上受父母影响，绝大多数人选择从事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工作，个人才能因此得到很好的发

挥。“过好每一天”的个体生活态度映射在企业行为中，呈现出追求发展质量和回避盲目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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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允许失败和提供失败路径（破产保护等）同样成为鼓励小企业的土壤，每年倒闭的小

企业占总数的 14% 左右，新增（包括重组）大约 16%，这一淘汰转化过程使经济结构得到持续

优化。

4、成熟透明的商业秩序。资讯公开，从产品到服务，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发达的市场路径

和技术进步路径。聪明的创业者会利用各种信息让企业成长，还能从小企业管理局的一系列政

策里得到帮助（稍后会提及）。

三、小企业长期繁荣的政策原因

在规范约束大企业同时大力支持小企业，是美国的政治正确，也是政府和民间共识。在商

业领域，美国政府并不参与指导经营，也极少直接投资。但是从联邦到各州，都有支持小企业

的具体政策措施：

1、 联邦政府在 1953 年颁布的《小企业法》，成为支持小企业的基本法。此外还颁布了一

系列保护小企业的法律，不断优化小企业的外部环境。比较近的是 2010 年奥巴马时期国会通

过的《小企业就业法案》，实施了包括对小企业减税、信贷担保等一系列刺激措施。

2、 政府长期致力于减轻小企业负担。设立很低的创业门槛，网上注册即可成立公司，既

没有最低注册资金要求，也没有办公地点要求，在电脑上安装一个价值几十美金的财务软件，

你就可以是自己的会计兼出纳。各州对小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也较低，劳工法中有不少

对小企业的例外，例如一些州对员工在 50 人以下的企业，不要求雇主为员工支付医疗保险和

部分退休保险，等等。小企业商业行为与个人信用相连，完备的个人信用体系使监管工作事半

功倍。

3、1953 年成立的小企业管理局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BA) 是美国政府为发展小企

业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小企业局在全美雇用了 4000 多人，通过对小企业提供银行担保、

技术支持、帮助获取补贴、获得政府采购、负责游说国会等具体手段帮助小企业起步、生存和

发展，以及对抗意外灾害。它在美国各地（往往在大学里）设立了上千个技术辅导中心，提供

几乎免费的技术辅导；还向已退休的技术人员提供补贴，由他们给需要培训的小企业人员提供

免费培训。管理局下设政府采购部，用法律保障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比例，包括搁置购买和

拆散购买等等。连同国防部在内的各政府部门，都有必须向小企业采购的比例。对退伍及伤残

老兵经营的中小企业还有特殊优待。如果出现可能对小企业不利的法规，管理局的游说办公室

会努力说服国会使其无法通过。

这次疫情开始后，SBA 通过银行网络及时发放了联邦给小企业提供的 PPP（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工资保护计划救助金，将相当于企业 2.5 个月总工资量的资金迅速发放给

申请企业，保护小企业和就业。由于居家令未结束，很多企业在原来规定的 8 周内很难用完救

助金（用不完需要返还），在发放过程中又迅速作出反应，提议国会将 8 周延长为 16 周。

美国经济中的“小巨人”现象以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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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小巨人的经济社会贡献以及影响

美国小企业为美国贡献了大约 50% 的就业和大约 75% 的税收。小企业借助大企业平台成长，

却并不放弃自身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大企业与众多小企业通过双向外包合约深度紧密交织。连

锁商业产生自美国，发展到今天，已经由完全标准化连锁演进到带有地区特点和目标消费群体

特点的个性化连锁。小企业各自独特的创新能力给产业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健康动能，支撑

了包括标准化连锁在内的大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小企业完成的科技发展项目占全国 70% 左右，人均创新发明是大企业

的两倍。小企业管理局收集的 20 世纪对美国和世界有巨大影响的 65 项发明中，基本上都先由

个人及小企业完成。美国航天航空局局长 Jim Bridenstine 曾赞扬说：“很多商业企业提出的创

新方案，我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小企业不仅在发明创造数量上一骑绝尘，投资效率也更高。

据统计，小企业科技投资回收期比大公司短 1/4。几乎所有行业的领军企业，都来自小企业自

主成长。科技公司 Apple，Amazon，Google，Microsoft，Dell，传统行业中的 Harley，Nike，

Matell，娱乐业的 Disney，它们都曾经是在车库创业的小企业。很多这样的企业甚至凭空创造

了一个行业。

与同样大力支持小企业发展的自由的欧洲相比，美国在发展小企业方面显得更有章法，并

因此吸引了很多欧洲移民来美国创业。欧洲移民带来的丰富文化和创造力，进一步促进了美国

小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小企业作为美国经济金字塔的巨大底座，既是先锋队，又是后备军，

无论对经济总量、经济活力，还是科技突破和创造新行业，它们的作用都无可替代。

五、美国小巨人成长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启发意义

观察美国向小企业倾斜的产业政策，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启示。在中国，这类规模（500 人以下）

的企业被认为是中小企业。2017 年，江苏省中小企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84.1%，拉动工业增

长 5.9 个百分点。中小 ( 民营 ) 企业上缴税金占全省税务部门直接征收总额的 58.4%；从业人数

增长 11.6%，新增就业人数的 80% 以上也是中小企业贡献的。在广东浙江等其它经济发达地区

也能观察到类似数据。而在经济落后地区，中小企业普遍式微。可见小企业带来经济繁荣并不

是美国独有的经济现象。

中小企业的发展力量并非来自政府指导，而是来自政策支持、人才法治环境和公平竞争的

商业环境。长久培育、保护和充分释放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是中小企业繁荣的前提，也是经

济良性循环的保障。在现有条件下提出的建议：

（1）遏制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绑架，释放社会资源及人才资源回归实业领域，全

方位调动科研创造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2）将国家投资大基建项目分拆成小项目，规定单个项目金额上限，降低中小企业投标

门槛，规划中小企业中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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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一步广泛设立技工学校，培养实用技术型人才。

（4）大学及科研单位向中小企业提供免费或低价专业培训。

（5）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体系，降低社会成本和政府管理成本。保障个人和企业破产途径，

让他们有机会轻装再出发。

（6）政府进一步将“管理企业”调整为“服务企业”，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对中小企业

的友好性，加强通过互联网等工具提供透明高效的服务。

充分竞争条件下，优秀企业脱颖而出，有些会成长为行业引擎。中小企业务实低调的特性，

让它们天然更容易与海外进行商业合作。在遭遇逆全球化的今天，中小企业凭借自身灵活性和

生命力，是中国广泛链接世界的生力军。

美国经济中的“小巨人”现象以及启示



长江产经视点·2020

296

公平竞争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核心
洪银兴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

效运行的体制基础的要求。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

路径。

在研究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时，先要区分竞争和竞争政策。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竞争政策则是政府为保护、促进和规范市场竞争而实施的经济政策。竞争本身属于微观经济，

竞争政策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方面。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机制的充分

作用，这需要国家实施支持和保护竞争的政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

础地位。这是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体系中竞争政策起

的基础性作用，体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结合。

公平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制定竞争政策基点。就如马克思所说，

市场只承认竞争的权威，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效率提高，供求

的平衡。所谓充分竞争，表现在：一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地点转移

到另一个部门和地点，其条件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

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二是优胜劣汰的竞争能够出清市场，无论是剩余的供给还是剩余的需

求。所谓公平竞争，表现在：市场准入公平，市场交易公平，机会均等。相应的公平竞争的政策，

表现在：不存在对特定企业的税收优惠、信贷优惠等，不存在所有制歧视，尤其要克服隐形的

不公平待遇。

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指的是在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

四方面：

首先，资源配置以竞争为基础。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说到底是竞争机制配置资源。市场决定

资源配置涉及资源流向和配置的市场选择，靠的是竞争机制。表现在各类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

及其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的自由选择也就是自主地选择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自

由进入和无障碍退出某个市场。生产什么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供求平衡取决于追求利润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澎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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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的生产者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之间的公平竞争；怎样生产即采取何种生产方式取

决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由此推进技术进步并提高生产效率。为谁生产取决于各类要素市场的

供求及相应的竞争，由此使最稀缺的要素得到最节省的使用，要素实现最有效率的组合，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

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信号和优胜劣汰的竞争促使资源流向符合市场需要的行业，效率高

的企业。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也得靠竞争的作用，竞争是转向创新驱

动的动力源。基于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这些功能，国家制定的竞争政策要起到基础作用，

就是要为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提供政策环境。包括政府退出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对资源

配置起调节作用的价格放开由市场决定等。

其次，市场主体的培育以竞争为基础。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也不例外。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企业的自主经营与自担

风险联系在一起实质是市场参与者承担竞争的结果，不仅涉及收入的盈亏，还涉及产权的收益

和损失。这是对市场主体最大的激励和约束。市场主体的培育所需要的竞争政策涉及多种所有

制经济的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

在这里，培育市场主体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度和政策上解决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

有企业的市场地位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处于平等地位，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大家都平等地

进入和退出市场。市场竞争机会均等。既不存在对哪种所有制经济的保护，也不存在对哪种所

有制经济的歧视，也不存在所有制倾斜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竞争中立。二是对国有企业来说，

无论是主体地位还是主导作用都不是靠政府保护而是靠竞争来维持的。为经营困难而亏损的企

业提供各种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贷款放松等软性预算约束实际上是将企业的经营与风险承担

脱钩，由此弱化竞争效应。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就是要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促使其不是盯

着国家要补贴要优惠，而是盯着市场，唯一地依靠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来保持和巩固主

体地位。

第三，产业组织政策以竞争为基础。产业政策是国家引导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的协调和转

型升级）的政策，涉及国家对产业的选择、扶持、激励和淘汰等方面的政策。产业政策包括产

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竞争政策属于产业组织方面的政策，不是像有人说的在产业政策

以外的政策。

竞争政策在产业组织中起基础性作用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对产业组织突出市场机制的自组

织和选择作用。虽然产业政策反映政府意志，但是产业政策的实施主要依靠竞争机制：竞争性

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竞争性选择鼓励发展的产业，竞争性淘汰落后产业，竞争性建立上下游产

业联系。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这

是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其实现途径就不能靠行政手段，而是产业政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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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产业发展方向，并且在环保、安全、劳动者保护等方面明确严格的标准，具体的实施就要靠

公平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依靠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来去过剩产能和去库存。由此去的产能和

库存更准，效果更好。二是在垄断和竞争的关系上，市场上存在的垄断结构和垄断行为是与市

场决定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立的。垄断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不同的产业

有不同程度的垄断，因而有不同程度的竞争。面对不同垄断（竞争）程度的市场，产业政策会

有不同的引导政策。以竞争为基础的产业组织政策要求在更大范围减少垄断。无论对哪种市场，

都要反垄断行为，相应的需要完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四，市场秩序建设以规范竞争秩序为基础。竞争是否有效，关键在竞争是否有序。理论和

实践都证明：市场交易有成本，竞争也会有费用。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可避免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并存，血拼式会使竞争各方不堪重负，严重浪费资

源。所有这些无序现象都会弱化甚至扭曲竞争效应。由此提出市场秩序规范和建设问题。

有效竞争不等于竞争越激烈越有效。对竞争也要作费用和效用的分析。如果竞争费用过高，

甚至达到“血拼”，高于竞争所产生的效率，这种竞争就是划不来的。降低竞争费用的机制，

就是合作。竞争与合作相配合，便可降低竞争费用，从而放大竞争的效用。市场调节面对各个

追求自身利益的竞争者，功能是对各个竞争者的活动进行协调，从而在各个竞争者之间建立起

一定的合作关系。因此，市场经济是竞争和合作相兼容的经济。

现代经济重视竞争，但更为重视合作。首先是兼容，不兼容就无法进入市场。其次是资源

共享，得不到共享资源就不能得到规模效益。因此，维持有效竞争的市场监管，不仅需要防止

企业间的“血拼式竞争”，还要促进企业间的合作，降低竞争费用。市场秩序建设以什么理论

为基础？最初的市场秩序理论以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为中心，主要涉及反垄断破除政府保

护等内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市场信息不完全等理论提出了建立市场竞争

秩序的要求。

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又存在自然经济的残余，竞争不足和竞争无

序并存现象更为严重。因此，我国的市场建设重点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尤其是规

范竞争行为。这意味着保证市场配置资源和企业运行效率，关键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也就是

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所要强

化的竞争政策包含规范竞争秩序的要求，尤其是在互联网 + 市场迅猛发展出现一系列新的经济

业态，特别需要建立和完善针对新经济业态的竞争秩序建设。规范竞争秩序有两方面要求：第一，

克服过度竞争，降低竞争费用。第二，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克服机会主义行为。

上述分析的几个方面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也就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方

向。强化竞争政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需要一系列的制度配套，如公平竞争

的审查制度等；另一方面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起导向作用。包括针对不充分竞争、不公

平竞争和过度竞争所安排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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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食品安全“有效监管”，促进
“地摊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于晓华   陈志龙   曾寅初①

摘要：地摊食品由于生产规模小、流动性高、生产安全规范性不高，使得食品安全监管非

常困难。在炎热夏季到来之际，食品安全挑战更加巨大。如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对“地摊食品”的食品安全强化监管，

实行《食品经营许可证》制度，很可能无法促进“地摊经济”发展；或者造成监管成本过高并

转嫁给地摊商贩，造成地摊商贩利润降低、竞争力减弱、甚至逆向选择致使食品安全水平反而

降低等问题，影响促进民生发展目标的达成。本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的

政策建议，促进“地摊经济”健康发展。

引言

由于受新冠疫情以及全球经济整体不景气的影响，新冠疫情在我国得到有效控制后，经济

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就业形势严峻，国民收入增长增速放缓。为了优先保障民生需求，中央在

积极引导发展“夜经济”和“地摊经济”。各地的夜市、夜游等“夜消费”项目或恢复开放，

或延长营业时间，“夜经济”持续发力，大大提振了市场消费。中央文明办也明确指出，为了

优先保障民生需求，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

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虽然“地摊经济”包含了多样内容，但是食品却是地摊经济中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

一部分。由于地摊规模较小，食品安全防护和标准化不到位，且地摊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给食

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炎热夏季即将到来，食品容易腐败，滋生蚊虫，这有可能进一步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给广

大消费者健康带来威胁的同时，也给“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阴影。

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对食品安全提出了非常严格的监管，

促进了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的整体提高。如果对标《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① 于晓华，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龙，南京大学长江
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曾寅初，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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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摊食品”的食品安全进行非常严格监管，监管成本会非常高昂，必然会转嫁给地摊食品

商贩，会使得“地摊食品”价格上升、竞争力下降，甚至发生逆向选择导致食品安全水平整体

下降，达不到监管目的以及民生发展的目标。

如何有效监管“地摊食品”的食品安全，促进“地摊经济”健康发展？本文就此提出一些

针对性的政策。

食品安全的现状

食品安全事件原因是多样的，包括：(1) 微生物污染；(2) 农兽药残留超标；(3) 人畜共患病；

（4）违法添加非法成分；（5）假冒伪劣食品等。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造成大规模人

群中毒，社会影响巨大，很可能使大家开始质疑“地摊经济”整体形象，使得整个“地摊经济”

的政策形象受损，同时也使得促进社会消费目标难以达成。

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按照国家统计局 2017 年的民生调查数据，民众最担心

的食品安全具体问题是违法添加食品添加剂；其次是食品过期变质问题；然后是农药兽药、抗

生素以及重金属超标等问题（图 1）

图 1  不同教育水平人群最为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

2015 年之前，由于“苏丹红”、“毒水饺”、“药水豆芽”、“毒生姜”、“罂粟调料”

等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降到历史的低点。国家统计局的民

生调查发现国民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在各项满意度调查中都是垫底的。2015 年全国人大修改通

过了新的《食品安全法》，理顺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责关系，加大了处罚力度，食品安全抽查

合格率开始逐年提高，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也在逐年回复。

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2019 年下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完成并公布

3673579 批次食品样品监督抽检结果，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 3591644 批次合格，81935 批

次不合格，总体不合格率为 2.2%，比 2018 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食品安全的总体形势不错，

但是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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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在针对规模小且流动性很强的“地摊食品”商贩，

监管会遇到很大的难题。必须要采取有效的监管手段，既保证地摊食品经营符合《食品安全法》，

又能使得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得到保障，还要使得地摊食品商贩的利润有一定的保障。

地摊经济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境

“地摊食品”有几个特征：规模小、流动性大、生产标准化程度低、生产过程透明度不高、

人民群众的放心率低等。

按照国家统计局 2017 年的民生调查数据，消费者对路边小摊食品的放心率最低，只有

20.68%（图 2），远远低于大型超市、农贸市场和小卖部、甚至网购。

由于地摊食品的这些特征，给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等有关规定：食品销售经营者、餐饮服务经营者、

单位食堂三种主体都应当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一条更是明确规定：

“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应当依法审查入场食品经营者的

许可证，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定期对其经营环境和条件进行检查，发现其有违反本法规

定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在地方政府实际操作中，《食品经营许可证》是一种“后置审批”程序，要求经营者首先

取得《营业执照》。对于这些新入“地摊食品”经营者来说，很难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

经营许可证》。如果强制要求他们取得“两证”，他们符合要求取得这些许可，这些经营成本

很可能转嫁到地摊食品商贩身上，会造成他们生产成本上升、利润单薄、竞争力下降等问题。

反过来，他们为了必要的利润，过分的监管可能反而激励他们降低食品质量，造成更多的食品

图 2  主要的食品购买渠道及放心率

做好食品安全“有效监管”，促进“地摊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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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

如果不能有效监管地摊食品安全，地摊食品经营者长期处于非法状态，也很难提升消费者

对地摊食品的安全放心率，“地摊经济”很难有长期健康的发展，甚至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社

会影响。

如何在《食品安全法》的框架下，对地摊食品的食品安全做出有效监管，同时不增加地摊

商贩的经营成本，有效促进民生发展，我们具体的提出一些适度监管的政策建议。

促进食品安全有效监管的建议

对于有效监管“地摊食品”的食品安全，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对地摊食品的经营者设立简化《食品经营许可证》制度，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宣传、

教育和引导工作

为了满足《食品安全法》等法规要求，建议对地摊食品经营者设立简化《食品经营许可证》

制度，与《营业执照》等前置许可不挂钩，通过 APP 软件可以在线直接申请。

同时，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相关单位（主要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包括农业行政管理部门、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城市管理部门），就食品安全的注意事项对各个地摊商贩做好宣传、教

育和引导工作，让地摊商贩从思想意识上开始重视食品安全。可以把基本的食品安全知识的考

核作为地摊《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发方条件。

2、设立食品安全自查标准程序，让地摊商户做好自查工作

在对地摊食品经营者实施宣传教育引导的基础上，政府可以邀请专家设立一些食品安全保

障的基本程序（包括用水、洗手、碗筷清洗、进货渠道、定时消毒、厨余垃圾处理等），设立

标准表格，对于程序表格中的每一条，要求地摊商户每天做好自查工作，并公开让消费者监督。

3、地摊要定点安置，减少流动性

对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级，对地摊经营者要做好定点安排工作，减少流动性，在方便

消费者寻找的同时，也便于食品安全管理部门监管。

4、食物来源申报制度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各地食品安全管理部门要建立食品来源的“可追溯

体系”。政府可以设立一个 APP，建立一些标准程序，让地摊商户申报食品来源，基于这些数据，

政府可以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5、集中强化消毒

对于地摊集中地带，政府每天要做好消毒工作。这既有利于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等传染病，

也有利于减少蚊蝇、细菌等食品安全隐患。夏天蚊蝇滋生，大肠杆菌等病菌极易造成大规模食

品安全事件。

6、增加消费者反馈，采取黑名单曝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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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建立消费者对地摊商户的反馈系统。这既有利于培育和发展“好的地摊品牌”，

口碑好的商户自然关注也比较多，将来使他们能够脱离地摊，更加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曝光有

食品安全问题的地摊商户。

7、残余食物垃圾集中处理

地摊食品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残余食物垃圾的处理。如果不集中处理，很容易发生垃圾满天

飞，既影响地摊消费环境，又容易滋生蚊虫和细菌等食品安全隐患。政府要提供必要的公共设施，

对残余食品以及包装等垃圾集中收集处理。

做好食品安全“有效监管”，促进“地摊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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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协作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范从来   蔡欣磊①

“只有利益的明晰，资本才能在长三角更大范围内实现配置，原位城市中富余的资本才能

输入新进城市进行创业投资，新进城市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亦能获得更好发挥。”

处理好长三角区域扩容带来的原位城市与新进城市契合问题，是资本实现高效配置、长三

角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条件。研究表明，目前长三角资本配置效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资本流

动受阻、产业同构和金融发展不均衡。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新布局下，新进城市给长三角注入

新的活力，原本限制长三角资本配置效率的不良因素，有望通过原位城市与新进城市多方深度

协作得到化解。

积极探索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机制。目前阻碍长三角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是“财政

分权”体制下，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资本，自然成为各地的主要争夺对象 , 地方政府

往往会设置流动壁垒对资本进行锁定。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探索投入共担、利益共享

的财税共享机制。就当前现实情况而言，有两方面可以讨论。一是对于毗邻地区，可以借鉴参

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在探索的跨区域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分享管理制

度。二是对于不相邻地区，应进一步推进“共建产业园”“飞地经济”的发展，合理协商确定

利益分享期，建立长效的飞入地与飞出地财税分成利益共享机制。只有利益的明晰，资本才能

在长三角更大范围内实现配置，原位城市中富余的资本才能输入新进城市进行创业投资，新进

城市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亦能获得更好发挥。

合理产业分工，建立原位城市与新进城市的产业规划对接机制，推进长三角产业平衡发展。

据统计，长三角区域 41 个城市中有 24 个城市将电子商务作为优先产业，有 26 个城市将医药制

造业作为优先产业，有 34 个城市将高端制造业作为优先产业，有 36 个城市将金融业作为优先

产业，而实际上很多城市并不具备发展这些产业的基础和条件，或者发展起来的产业可能由于

存在运输、成本、沟通等问题，并不符合比较优势，造成配置于该产业中的资本使用效率低下。

对此，各城市应从长三角“一盘棋”的规划出发，建立合理的产业规划对接机制。新进城市既

要承接原位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进行顺应产业生命周期的梯度转移，又要积极发展具有当地

特色的产业，形成差异化的产业分工。从省级层面看，上海应聚焦核心技术发展，同时借助苏

① 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方向首席专家；蔡欣磊，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
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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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示范区、沿沪宁产业创新带、G60 科创走廊等平台，协同苏浙构建科技创

新共同体。江苏与安徽应分层推进制造业发展。江苏凭借较好的产业基础，应更注重创新链与

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安徽有较多的新进城市，应更积极承接苏浙沪的产业转移。浙江要借信息

技术优势，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引擎，同时区别上海的高端制造和江苏的先进制造，

引领小散乱的低端制造向精致制造升级，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优势。

深入推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提升整体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既有助于新进

城市与原位城市打造功能互补、优势叠加、特色鲜明的长三角金融集聚生态圈，又有助于“金

融马赛克”现象形成，为共享金融资源、促进金融流通提供平台，反过来促进上海“金融中心”

建设。在“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下，金融一体化的特征是要促进中心城市产生“涓流效应”，

使中心城市的经济能量能够向外扩散，促进整体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

中金融辐射效应最强的城市，应更好发挥“金融中心”作用，带动原位城市与新进城市共同金

融深化，优化资本配置。鉴于我国目前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金融体系，信贷一体化

是金融一体化的关键突破口。一方面城市间应打破行政力量分割和地方分治的传统银行管理模

式，推动跨区域的机构互设与区域重组，搭建信贷自由流动的载体；另一方面应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打造“信用长三角”，减少区域间信息不对称，提升区域金融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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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在平衡原油市场时仍需走钢丝
施训鹏   姬  强   张大永①

今天市场传出 OPEC 将在本周六再次召开峰会的消息，不管消息是否真实，目前 OPEC 的

确是日子很难过。

原油市场自 4 月 20 日出现史无前例的负油价以来，在过去一个月内继续大幅波动。美国

原油（WTI）价格从 5 月 11 日的 25.08 美元每桶的最近一个月低点，一路走高至 6 月 5 日 37.6

美元每桶。在短短的四周内涨幅高达 50%。

新冠肺炎这一影响近期原油价格走势的最根本因素，仍旧在全球肆虐，甚至有愈演愈烈的

趋势，中东和南美都存在全面爆发的风险。虽然新冠肺炎在部分地区有所缓解，一些国家内部

实施了不同程度的解封，但是长距离的旅行仍旧受到极大的限制，国际旅行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虽然世界金融市场近期全面复苏，道琼斯指数已经迅速恢复至二月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到了市场对原油价格走势的预期，但是当前油价这种大幅度拉升，很难用市场需求因素来

解释。

供给因素是这轮油价反弹的主要推手。不过，欧佩克在 4 月初达成的史无前例的减产计划，

并未能扭转油价的颓势。在消息宣布以后，油价甚至一度回落。更有甚者，美国得克萨斯轻质

原油（WTI）5 月原油期货报价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价格。

真正出现转机是沙特的进一步举措。在 5 月 10 日沙特国王与美国总统通话后，5 月 11 日，

沙特表态在现有原油协议的基础上，6 月份进一步减产 100 万桶 / 日，将原油日产量降至大约

750 万桶，达到近 18 年以来的新低。科威特和阿联酋也宣布将分别超额减产 8 万桶 / 天和 10

万桶 / 天。沙特的进一步减产，成为改变石油市场预期的最后一块砝码。原油价格一路上扬至今。

然而，建立在沙特自我牺牲基础上的市场平衡非常脆弱。

由于需求恢复有限，今后一段时期油价的走强，还需要进一步通过供给侧措施来支撑。最

近几天市场普遍在议论，欧派克能否将原计划的 2020 年 5 月和 6 月减产 970 万桶的力度延长一

个月。也就是将原定的 7 月份减产 770 万桶 / 日的计划调整为减产 970 万桶 / 日。

沙特毫无疑问会支持。因为延长减产 200 万桶 / 日，可以有助于沙特平稳地退出单独做出

的 100 万桶 / 日的额外减产行动。然而，欧佩克其他国家从沙特的自我牺牲中受益，难免会食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姬强，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大永，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于 21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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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知味。因此，即便不公开反对欧佩克做出新决定，也会磨洋工，让沙特继续扛着油价。这种

利益的分歧，可以解释为何欧佩克对于是否在本周六召开会议模棱两可。

欧佩克及其盟友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要将原油价格维持在什么目标水平。当前 40 美元

每桶的价格，并不符合沙特和俄罗斯的预期。但是，在需求不振的前提下，如果进一步提高油价，

会让已经摩拳擦掌的美国的页岩油进一步增长，抢占欧佩克及其盟友的市场份额。

短期来讲，中东地区疫情的迅速扩散也增加了原油市场供给方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

也是国际金融市场未来走势的一大定时炸弹。更长期来说，新冠肺炎之后的全球原油需求态势

也不明朗。这次疫情，彻底改变了全球很多组织和个人的工作、生活模式。远程办公、远程会议、

自行车交通都蓬勃发展。这些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全球对石油的需求，目前难以估计。

由于这些长短期的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间石油市场的动荡可能还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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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产业发展协同性
沈坤荣①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长三角地区要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为重点促进产业合作，继续强化区内制造优

势和科创优势，大力提升产业发展的协同性。”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要坚持用全面、

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进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要充分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冲击和挑战，充分认识新冠肺炎疫情

增加了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更要立足国内以全球视野应对不确定性。

以传统基建和新基建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应对经济下行。每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投资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而言最直接、见效最快。经过 40 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传统基础设

施建设已经相对完善，但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仍然存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乡基础

设施联通等项目建设的提升空间。更重要的是，要以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重大项目的有机对接、

协同推进来对冲经济下行，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为此，要聚

焦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基本实现区内交通、能源、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有效推进传统基建与新基建重大项目

建设，一是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

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二是创新融资模式，拓展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为新一轮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为重点促进产业合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发展环

境，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长三角地区要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性和竞争力为重点促进产业合作，继续强化区内制造优势和科创优势，大力提升产业发展的

协同性。把握近期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历史机遇，合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一批国家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形成若干世界级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以 5G 网

络和数据中心为重点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强化区域优势产业协作，特别是推动

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以产业转移重大项目为抓手，引导区内产业合理布局。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依托创新链提升产业链，围绕产业链优化创新链，

① 沈坤荣，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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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产业链供应链关键领域的“卡脖子”制约。

以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保障用地空间。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加快结

构性改革。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仍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和“难啃的硬骨头”。

长期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用地空间不足，土地供给结构失衡已成为长三角地区进一步发展的

严重阻碍。要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建设用地指

标有序流动和高效集聚，在发展中促进区域相对平衡。一是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

前提下，依法有序推进区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明

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土地用途和供地方式，完善土地定级、基准地价评估与定期公布、

地价监测等地价管理制度，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探索公平合理的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将部分农村集体所得增值收益用于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是开展宅基地融资抵押、适度流转、自愿有偿退出，探索宅

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探索宅基地流转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效

衔接。三是把握用地审批权下放先行先试的政策机遇，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周期，提高审

批效率，加快传统基建和新基建重大项目落地。四是建立针对土地管理的政府间协商机制，以

此推动区内开展土地综合整治，推动区内制定产业转移、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合作的土地

支持政策，并推动区内国有企事业单位存量土地盘活利用。五是用好跨省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机

制，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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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短缺、国民财富导向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

范从来   张前程①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从人均 GDP 水平来看，我国已由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跻身于中等偏

上收入国家行列。回顾建国以来的光辉历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发展壮大起

来。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产品短缺，整个社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

供应能力远远小于居民的消费需求，粮票、布票、肉票、冰箱票等是这种经济条件下特有的产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后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制等一系列经济体制改

革，通过投资和出口的“双轮”驱动，促使中国经济驶入高速增长轨道，大范围产品短缺的时

代一去不复返，甚至出现大多数产品供过于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在持续多年的高速

增长以及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我国经济又面临新的“困扰”：资产短缺。在资产短缺状态下，

优质金融资产的供给满足不了收入增长所带来的保值增值需求。实际上，当前我国经济所存在

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都与资产短缺密切关联。单纯依靠经济高速增长已无法解决资产短缺问题，

反而会使其进一步强化。这就需要转换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发展理念，以寻求缓解资产短缺的

根本之道，并为扭转经济结构性失衡铺平道路。本文立足资产短缺理论与现实，揭示经济运行

方式转为国民财富导向、实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迫切性。

一、“资产短缺”假说及其测度

1．“资产短缺”假说

针对全球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和重大事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卡巴雷罗提出了“资

产短缺”假说，并在随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对其进行了模型化、系统化。借鉴产品市场供求分析

框架，该假说认为金融资产市场也存在供求不均衡问题。金融资产需求由经济体的价值储存需

要和抵押需求构成。价值储存需要主要取决于经济体的储蓄水平，储蓄越高，投资者基于保值

增值目的对金融资产需求越高。抵押需求取决于金融业发达程度：在金融业极不发达时，筹资

① 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方向首席专家；张前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
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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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要以实物资产进行抵押；当金融业有了相当程度地发展时，筹资人产生对安全金融资产的

抵押需求；在金融业高度发达时，金融市场蕴含各种冲销风险的机会，筹资人对金融资产的需

求将会大为降低。金融资产供应由基础价值和泡沫价值构成。基础价值主要取决于资产未来收

益的贴现值。当资产需求与资产供应相等时，资产市场实现平衡；当资产需求高于资产供应时，

就会出现资产短缺。在资产短缺状态下，理论上有三种矫正机制来实现金融资产市场平衡。一

是出现资产泡沫，让泡沫价值承载“无处安放”的超额资产需求；二是实际利率下降，提升资

产的基础价值；三是物价下行，升值名义资产的实际价值。

卡巴雷罗用“资产短缺”假说解析全球经济失衡时，根据各国资产供应能力的不同，把世

界经济体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达的金融业，

能够创造出充裕的优质金融资产；第二种以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为代表，经济

发展速度很快，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但无法供应足够的优质金融资产；第三种介于前两

种之间，以欧盟和日本为典型，它们的经济增速疲弱，但金融业相对发达，供应资产的能力强

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但落后于美国。显然，在卡巴雷罗看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

代表，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资产短缺。

2. 资产短缺状况的测度

根据资产短缺假说，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的资产短缺实际上是“优质”金融资产短缺，即

源于新兴经济体财富创造活动而产生的优质金融资产需求超过源于其实体经济活动而创造出的

优质金融资产供应。依据该假说，Chen and Imam（2013）以金融资产供求差额构建了资产短缺

指数。该指数构建的依据可用储蓄资金循环图予以描述。如图 1 所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

国总储蓄包括国内国民储蓄和国外投资者流入本国的储蓄，这些储蓄需要投资于各类金融资产

以保值增值，由金融资产吸纳的储蓄资金再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因此，在资产短缺指数中，资

产需求以国民总储蓄为表征；资产供给则包括国内发行的股票、债券、贷款，以及对外国资产

的净购买和国外投资者对本国资产的持有。此外，短期存款的变化也视为资产供给，因为它代

表资金的临时停歇，刻画着微观经济主体出于预防性动机持有高流动性资产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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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资产短缺指数的具体测算公式为：

其中，AS 为本国资产短缺指数；S 为本国国内总储蓄；B 为本国债券发行规模；E 为本国

股票发行规模；L 为本国贷款发放规模；ΔS.D. 为本国短期存款变化量；NPFA 为本国投资者

对国外金融资产的净购买，即本国投资者持有国外金融资产的净头寸与国外投资者持有本国金

融资产的净头寸之差。从图 1 和上述公式可以看出，该指数综合考虑了开放经济下金融资产的

跨境流动。然而，本国投资者持有国外金融资产的净头寸反映本国对国外资产的需求，而国外

投资者持有本国金融资产反映本国资产供应用于满足国外资产需求，所以包含 NPFA 项的资产

短缺指数并不能真实反映本国自身资产供应与本国资产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因此，为更精确

地考察我国自身的资产短缺状况，本文对该指数公式进行修正，测算不包含 NPFA 项的资产短

缺指数。

图 2 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短缺指数变动趋势。可以看出，1994 年是一个重要

节点，在此之前，资产短缺指数在零值上下波动，大部分年份为负值；在此之后，资产短缺指

数一直处于零值以上（2016 年除外），表明我国开始进入了资产短缺阶段。其中，1997 年该指

数达到了 11.41%，2014 年创历史新高，接近 48.90%，此后在波动中回落至 2018 年的 4.53%。

由此可见，金融资产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一个事实。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

要面临的是产品短缺，其根源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开放打

破了种种体制性枷锁，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上世纪 80 年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90

年代中后期主要产品市场的供求力量即发生了逆转，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产品短缺已不再

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大幅提升，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再加上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不健全，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致使消费需求

不振，储蓄率却居高不下，储蓄规模迅速攀升。过量储蓄必然要求足够的金融资产来承载，以

实现保值增值。然而，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产权保护力度和契约

执行效率较弱，金融体系创造资产的能力有限。这就造成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的

强烈需求与金融体系对金融资产的低效、不充分、不平衡供给存在落差，于是产生了资产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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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短缺与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与经济系统中各部门、各行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

系主要以金融资产为依托，因而金融资产供求状况既能反映经济运行，也会深刻影响经济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

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

和实体经济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追本溯源，金融资产短缺同“三大失衡”

密切关联。

1. 资产短缺强化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

总体而言，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很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

部分高端产品的供给能力有限，无法满足高端产品需求。因此，传统产能过剩与先进产能不足

并存，低端产品出口和高端产品进口并举。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

进行供给侧结构调整是化解矛盾的根本性举措。资产短缺的长期存在阻滞了实体经济供给侧结

构性调整。

资产短缺使得过剩产业、僵尸企业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出清。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金融资产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载体。由于实体经济的固定资本具有一定专用性和不可

逆性，一旦投入便很难撤回，这增加了资本在不同部门间转移的难度。金融资产交易机制能够

使难以在市场流通的固定资本以所有权证书或债权合约的形式自由流动，帮助企业并购重组，

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并将释放出的资源重新配置到经济效益高或有发展前景的实体经济

部门，从而优化供给侧结构。在资产短缺背景下，资源优化配置的通道堵塞，优胜劣汰的并购

重组活动难以发动，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清除。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

期，但没有出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较大规模的兼并收购浪潮，实体经济所累积的存量误差越

来越大，供给侧产业结构失衡惯性延续，不能适应需求侧消费结构升级。

资产短缺使得新兴产业、创新型企业难以获得资金支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新

型企业，以技术创新重塑产业结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也是扭转实体经济供需结构

性失衡的主要着力点。技术创新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持，在资产短缺背景下，金融体系无法将资

金有效转移至技术创新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资产短缺不仅表现在总量层面，更表

现在结构层面。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意味着信贷资产是金融资产的主体，但银行在创造信

贷资产的同时，需要消耗抵押资产，在优质金融资产供应不足情况下，固定资产成为最佳抵押物。

这决定了银行信贷在支持传统产业、成熟型企业方面更有优势，而在支持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

业方面受限。与信贷资产不同，权益型资产赋予投资者对剩余利益索取权，比较适合几乎没有

抵押物、成长性更快、风险更高、盈利也更丰厚的创新型项目，但是这类资产在我国的资产结

构中占比太少，无法满足创新型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资产的结构性短缺显然不

资产短缺、国民财富导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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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供给体系质量提高，其结果是加深了实体经济供需结构错配。

2. 资产短缺促使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高歌猛进，实体经济却举步维艰。“因为缺乏回报，货币资金很多没

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在这样的背景下，

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资产短缺是金融和实体经

济失衡的重要因素。

资产短缺催生资产泡沫，引致资金“脱实向虚”。根据资产短缺理论，当过量的储蓄资金

追逐少量优质资产时，资产价格将上涨，资产泡沫随之产生。在资产短缺状态下，资产泡沫具

有不可避免性，它是市场机制试图平衡金融资产供求失衡的必然产物。资产泡沫一旦生成，投

资者的“追涨”动机将被激发，驱动泡沫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资产泡沫

具有黑洞般的“超引力”，能快速汲取社会资源涌入金融系统，进一步将庞大储蓄资金堆积于

少数金融资产上，造成金融过度膨胀而实体经济“失血”。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金融过热现象，

不是因为金融发展过度了，而是金融发展不足形成的资产短缺所致。正是资产短缺引起了金融

资产价格波动，金融投机盛行，使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资产泡沫具有脆弱性，一旦泡沫破裂，

膨胀的资产价格就会坍缩，实体经济将因资金链断裂而雪上加霜。

资产短缺催生影子银行，抬升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根据资产短缺理论，资产泡沫、利率下

降和物价下行通过金融资产升值平衡资产短缺，可称为“价格”机制。在利率双轨制等因素约

束下，“价格”机制作用有限，更需要借助“数量”机制加大金融资产供给。由于银行授信严

格监管、政府发债严格限制、股票发行严格审核，通过正规金融机构供应优质金融资产的渠道

狭窄。顺应金融资产渴求，叠加监管套利，影子银行野蛮生长起来。在影子银行膨胀的同时，

实体经济面临潜在的衰退压力。一方面，影子银行虽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部分融资需求，但链条

太长、中间环节过多，势必加大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相当于从实体经济“抽血”来供养庞大影

子银行体系；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缺乏有效监管，其供应的资产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资产

短缺压力，但这些资产并非优质资产，甚至是“有毒”资产，内含的潜在风险巨大，一旦风险

爆发，其损失最终由实体经济承担。如果金融监管趋严，大量影子银行将“见光死”，实体经

济的资金链可能会骤然断裂，并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财务再融资成本必然急剧上升。

3. 资产短缺引致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

房地产本来属于实体经济，但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就脱离实体经济了。自 1998

年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进入上升周期。地价和房价轮番上涨，不断刷新纪录，房

地产已脱离其原本的住房功能，而更多地体现了投机属性。然而，在我国进入新时代之后，实

体经济却出现下行趋势，与房地产市场火热形成鲜明对比。资产短缺是引致房地产和实体经济

失衡的重要诱因。

在资产短缺背景下，由于优质金融资产短缺，为了开辟投资渠道，人们自然把眼光转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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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商品。农产品、大宗商品、黄金和艺术品等一度成为炒作对象，商品金融化泛滥。其中，房

地产既属消费品，可用于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也属投资品，可用于保值增值。因此，房地产被

人们普遍认为是优质投资标的，货币资金如潮水般涌向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多的国民财富固化

为钢筋混凝土。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家庭总资产中房

产占比 2013 年为 62.3%，2016 年已达到 68.8%；房产中的投资房比例增速加快，从 2008 年的

19.6% 上升到 2017 年的 37.6%，2018 年一季度增长到 50.3%。资金“潮涌”推动房价飙升，以

致房价增速远远高于物价涨幅。尽管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多轮严厉调控，限贷、限购和限

售等措施多管齐下，但只能短暂稳住房价。一旦调控政策松动，资产短缺累积的投资势能将房

价迅速推向新高度，已多次陷入愈调愈涨的调控“怪圈”。

虽然房地产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关联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实体经济。从长期来看，房

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对实体经济发展将起到抑制效应。其一，房地产过热会抑制消费。消费是

人们美好生活的内涵，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房地产投资的门槛很高，对于刚需者来说，

居民获取住房的代价是往往是抑制消费；对于投机者来说，房价上涨虽然能带来财富效应，但

是他们原本就“不差钱”，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双重叠加导致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反转，消

费受到压制。消费低迷往往伴随物价疲软和产能过剩，实体经济盈利空间受限。其二，房地产

过热会抑制实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高收益诱使资金脱实向虚，人、财、物以及土地等

资源流向房地产领域，推高实体经济的用工成本、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等，使回报率本就不高

的实体经济负重累累。苦心孤诣经营实业甚至不如在好地段拥有房产，这种奇葩景象大大激励

了原本从事实业经营的企业纷纷转战房地产行业，从事房地产投资的积极性高涨，进行实业投

资的动力下降。其三，房地产过热会抑制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乃实体经济之魂，为实体经济发

展提供不竭动力，是实体经济利润创造之源。房地产过热形成资源流向的“虹吸”效应，减少

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可用资源，提高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阻遏实体经济向高端攀升。

三、缓解资产短缺：从 GDP 导向转为国民财富导向

既然资产短缺与我国当前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紧密相关，那么缓解资产短缺进而纠正经济

结构失衡就具有现实紧迫性。缓解资产短缺可从增加供给和抑制需求两方面考量，抑制资产需

求意味着改变我国的高储蓄状态，但储蓄倾向因牵涉文化制度等长期深层因素而相对稳定，比

较而言，增加金融资产供应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1. 资产供应的理论逻辑

金融资产表现为各种证券合约，主要包括固定收益证券（如债券、贷款合同）、权益证券（如

普通股、优先股）和衍生证券（如期货、期权）。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境中，金融资产即虚

拟资本，既谓“虚拟”，岂有“短缺”之理？事实上，金融资产虽具有虚拟性，但绝非“虚无”，

而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代表对未来收益的索取权。因此，金融资产要以切实存在的资

资产短缺、国民财富导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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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根基，资产供应数量要以现实资本的未来收益贴现值为理论上限。从微观层面看，如果给

一家企业发行债券，发行的债券数量并非无限，而要取决于该企业创造未来收入的能力（决定

该企业的偿债能力）；进一步地，创造未来收入的能力受企业所拥有的生产能力、资源、团队、

企业文化、制度环境等约束。推而广之，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能够供给的金融资产应该相当

于一个国家能够发行多少有价证券，也应该是这个国家创造未来收入的能力（决定该国的偿债

能力）。

基于上述思想，卡巴雷罗等给出了资产供应的理论公式：Vt=δ·PVt，其中 PVt 为经济体

中资本的未来收入流现值之和，δ 为 PVt 中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规模。进一步地，PVt 是由资

本在未来每期创造的收入流 D1、D2…经贴现率 r 贴现汇聚而得，该贴现过程即收入资本化。

收入资本化机制正是金融资产创造的核心逻辑。参数 δ 能较好地刻画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水平，

其值越大，表明经济体中企业、政府和住户能够借助既定的未来收入流筹集更多的资金，也就

相应地通过收入资本化机制供应更多的债券、股票和贷款合同等金融资产。显然，如果参数 δ

给定，经济体所能供应的金融资产就取决于未来收入流。未来收入流由经济体中的总资本创造，

这意味着总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规定了未来收入流状态，进而从根本上塑造着金融资产的供应能

力。

2. 从 GDP 导向转为国民财富导向

在产品短缺时期，人们的基本消费需求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增

进产品的生产能力，努力丰富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GDP 指标可以很好

地表征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因此产品短缺时期经济运行主要以 GDP 为导向。经济政策制

定的依据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围绕“促增长”“保增长”或“稳增长”展开。GDP 增速成为

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示器，甚至是评价官员政绩和决定官员晋升的核心标尺，以致地方政府

竞相追逐辖区 GDP 的优良表现。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化，持续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

大范围产品短缺局面早已扭转。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的，“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

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

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

在资产短缺时期，如何加大金融资产供应？根据资产供应公式，资本创造的未来收入流现

值是资产供应的源泉。一国总资本是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综合。生产

资本包括机械设备、建筑物和城市土地（包括基础设施），自然资本包括农用土地、矿产资源、

森林资源和自然保护区，人力资本是劳动人口在有生之年拥有的技术、经验以及付出努力的价

值，社会资本是维系社会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制度关系、组织规范和信息结构等归属上层建筑

的无形财富。1995 年 6 月，世界银行环境部发布《监测环境进展——关于工作进展的报告》，

首次提出国民财富的概念，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国所拥有的总资本（即生产资本、自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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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并给出了具体的核算方法。显然，加大金融资产供应需要以提

升国民财富为保障，相应地经济运行的导向要转变，即转为国民财富导向。

国民财富导向和 GDP 导向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国民财富在理论上等价于未来收入流的

总现值，着眼于未来。世界银行就是按未来可持续性收入（以估算的可持续性消费替代）的净

现值来测度国民财富。GDP 则是已实现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着眼于当前。在核算国民财富

时，需要考虑其能否创造可预期的稳定收入流；对于 GDP 的核算，只需关注实际生产的经济

成果，至于生产过程以及对未来产出有何影响则无需考量。其次，国民财富是存量，GDP 是流

量，国民财富的累积与 GDP 的增长不一定同步。如许宪春所言，“GDP 中的一部分，即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会增加国民财富，但如果固定资本形成的质量不行，将很快被淘汰。只有质量较

高时才能保存下来。”在 GDP 创造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以及环境污染成本难以估测，

无法从 GDP 中抵扣，但这些都实实在在地损耗了国民财富。这意味着，以 GDP 为导向虽有助

于经济高增长，但未必能同步提升金融资产供应的基础。同时，由 GDP 高增长衍生的高储蓄

会提高资产需求，从而加剧资产短缺。总之，如图 3 所示，GDP 导向适于缓解商品服务市场中

的产品短缺，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国民财富导向适于缓解金融资产市场中的资产短缺，满足

人们的保值增值需求。

国民财富的内部构成蕴含国民财富导向的实现路径。第一，改善生产资本。GDP 导向下，

改善生产资本重在数量扩张，通过高强度大规模投资即可实现；国民财富导向下，改善生产资

本重在质量升级，需要优化生产资本结构，强化生产资本的技术内涵。淘汰落后产能，清理僵

尸企业，是改善生产资本的基础前提；推进技术进步，加大研发支出，是改善生产资本的重要

保障。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去产能、去库存的同时，为生产资本补短板、配置

资产短缺、国民财富导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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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第二，保护自然资本。GDP 导向以高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为表征，高速增长附带高

昂环境成本，严重破坏自然资本，如“竭泽而渔”般不可持续。转为国民财富导向，“要坚定

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要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

战，做好节能减排，推进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积极推动新能源革命，实现能源供给

技术的颠覆性创新；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得以贯彻，让自然资本参与创造的未来收

入流更可持续。第三，提升人力资本。根据 2018 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2014 年人力资本占全

球财富的 64%，是国民财富中最大组成部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推进器”。对我国来说，

支撑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已渐行渐远，转为国民财富导向后人才红利的作用愈加凸显。因此，

要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大健康和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目前，很多城市出

台优惠政策竞相“招才引智”，说明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储备人力资本，这有助于推动经济运

行从 GDP 导向转为国民财富导向。第四，完善社会资本。GDP 导向追求的是现实的商品和服务，

国民财富导向追求的是未来收入的资本化。现实商品和服务的创造可以不论“白猫”“黑猫”，

而未来收入能不能资本化，取决于资产的主体是明确的，未来的收入可以预期，并为主体所拥

有或控制。显然，没有产权的明晰以及制度的完善，国民财富导向实现不了。因此，需要建立

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金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

创造国民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3. 国民财富导向对金融发展有新要求

产品短缺时期，金融业发展的重点是筹集资金，组织生产，增加产品的供给。在 GDP 导向下，

我国金融业实现了快速扩张。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2018 年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

长 12.1%，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1% 提高到 2018 年的 7.7%。根据马克思的利息理论，

借贷生息资本的利息来自职能资本利润的分割。这也意味着，金融业的收益最终来自实体经济

创造的收入流。因此，GDP 导向下金融业增加值快速增长不代表金融发展水平提升，也不必然

表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增强，反而可能挤压实体经济，以致“釜底抽薪”般地截取了

资产供应之源。

资产短缺时期，人们既需要价廉物美的商品，更需要能保值增值的金融资产。为满足这一

新需求，片面追求金融规模扩张已不可行，金融的功能定位必须调整，金融业发展的重点是在

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供应优质资产，增强财富管理职能，提供价值储藏服务。如前文所述，资

产供应公式中的参数 δ 能较好地捕捉金融业把未来收入流现值转化为金融资产的能力。在国

民财富导向下，为加大资产供给，还需着力提升这种资产转化能力，即提高参数 δ 的值。为此，

不仅要求提升金融产品技术开发水平，更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加大金融供给侧改革，完善金融

市场体系：

其一，金融市场制度环境层面。我国仍然存在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金融资产的市场化定

价机制尚未真正形成，这限制了优质资产的供给能力。应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利

率“两轨并一轨”，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为金融资产提供坚实可靠的定价基础。另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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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监管制度尚不健全，大量金融资产是为了追逐监管套利而创造，而非源于实体经济的未来收

入流，这降低了优质资产的供给动力。应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制度，统一监管标准，弥补分业

监管框架下形成的监管真空，让金融资产创造切实以实体经济活动为依归。

其二，金融市场微观主体层面。把未来收入流转化为金融资产的能力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的映射，提升资产转化能力也就是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这就要求金融机

构提高信息获取、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多元化、特色化和精细化

金融服务。要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鼓励适度竞争。允许民间金融合法经营并加大

对其监管力度，充分发挥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地缘优势。借鉴美国硅谷银行模式，组

建专门服务于创新型企业的科技银行，加快发展科技担保和科技保险公司，为科技创新企业提

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其三，金融市场产品体系层面。银行信贷是我国金融市场产品体系中的主体，但信贷资产

创造主要依赖于客户已经拥有的抵押品，这与以经济增长为轴心的工业化时期相适应。在国民

财富导向下，信贷资产的创造要依托于客户未来创造的现金流，合格抵押品也应拓展至动产和

无形资产。更为关键的是，应该优化金融市场产品结构，丰富金融产品谱系，大力增加中长期

债券以及股票等金融资产的供给。这需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将更多的企业纳入资本市

场进行融资。同时积极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工具，降低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提

高金融产品开发能力。

四、以高质量发展统领国民财富导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速增

长和 GDP 导向匹配，强调的是“数量追赶”；高质量发展和国民财富导向相容，侧重的是“质

量追赶”。如果说国民财富导向是“术”，那么高质量发展就是“道”。所谓“以道驭术，术必成。

离道之术，术必衰”。因此，为加大金融资产供应，从根本上缓解资产短缺，就要以经济高质

量发展之“道”来统领国民财富导向之“术”。否则，国民财富导向无法落实，资产短缺将会

持续，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难以纠偏。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自

然包含价值的保值增值需求。高速增长阶段，金融资产供应赶不上因快速累积储蓄而衍生的保

值增值需求。因此，以高质量发展统领国民财富导向，增加金融资产有效供给，是矫正金融资

产供求失衡的内在要求。另外，高质量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2018 人类发展指数，我国得分 0.752，排在第 86 位，这与我国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这也意味着转向高质量发展已刻不容缓。那么，如何以

高质量发展来统领国民财富导向？这需要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里寻

找统领机制：

第一，以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改善和创造国民财富的重要引擎，是高质量发

资产短缺、国民财富导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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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统领国民财富导向的动力机制。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发

展的核心，是改善生产资本的直接手段，在全面创新中起到引领作用。要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开展重大基础科学研究，实施重大科技项目。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大力推动“政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破解技术创新的融资难题，发展私募股权投资、风

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等资本型金融，推动科创板建设。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联结起来，切实解

决“科研成果转化难、科研产品两张皮”的突出问题，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产业集群

的形成和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有

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体系、产权制度、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

第二，以协调作为发展的内生特点。加强发展的协调性，解决新时代面临的不充分不平衡

发展问题，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挖掘国民财富导向的内在潜力。应强化薄弱领域的发展后

劲，在协调发展中释放国民财富创造的潜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实现东部地区

优化发展。鼓励产业在区域间梯度转移，引领生产资本向落后地区倾斜。发挥每个地区的比较

优势，打造自身的竞争优势。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城乡互助互促、和合相生的一体化联动

机制。重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供应机制。调动新

型农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把小农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纳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推动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物质文明向更高层次推进的同时，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打造

社会诚信体系，提高国家软实力。

第三，以绿色作为发展的普遍形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基本国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是高质量发展的准绳和方向，更是推动国民财富中自然资本增值的根本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自然资本也是发展生产力。为此，需要探索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摸清自然资源“家底”，这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前提。构建清洁高效、安全低碳的新能

源体系，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水平，健全排污权和碳排放权分配制度，完善自然资本利用效

率的奖惩机制。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对已破坏的自然资源要增加治理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

入，做好自然资本修复工程。落实环境监测监察工作，及时掌握环境质量状况，既要防患于未然，

又要阻止已污染的环境进一步恶化。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

多维生态安全保障体系，为自然资本的增值构建长效机制。

第四，以开放作为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体系，在新形势下要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为高质量发展统领国民财富导

向拓展新的国际空间。需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发展更高层次的

开放型经济，让资本在世界范围创造的未来收入流更可持续。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主

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逐步使我国成为新的中心国家，

搭建新的“中心—外围”体系，形成新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完善对外贸易布局，在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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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情景下，把追求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对外贸易模式转向主动扩大进口、实现

进出口联动的新模式。完善对外投资布局，把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结合起来，适时推动中国企

业“走出去”，把已不符合当前比较优势的部分资源密集型产业适时适度转移至外围国家。积

极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妥善应对国际经贸摩擦，

让开放发展的“红利”在更高层次得以延续。

第五，以共享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发展强调的是构建包容性发展新机制，使发展成果更多

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将充分调动所有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高质量发展统

领国民财富导向提供最深厚的动力。一方面，要通过益贫式增长消除绝对贫困，做好精准扶贫

工作，打好脱贫攻坚战；另一方面，要通过优化收入分配为高质量发展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

做到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更要分好“蛋糕”。具体来说，可以以技术创

新为动力的商业模式创新增加劳动者经营性收入，改善分项收入结构；通过调整分配关系使得

劳资共赢；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其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考虑其益贫性。

上述分析表明，体现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本身蕴含了国民财富的增值机理。唯有高

质量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增进国民财富，从而确保经济发展从 GDP 导向顺势转为国民财富导向。

以高质量发展统领国民财富导向，就是厚植金融资产供应之根基，从而实现优质金融资产的“枝

繁叶茂”，资产短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也会随之缓解。

五、结语

我国长期面临的大范围产品短缺时代已经过去，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是金融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导致资产供应满足不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投融资需求，资产短缺成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

的典型化事实。资产短缺会引致资产泡沫此起彼伏、影子银行泛滥、金融过热以及资金“脱实

向虚”等现象，与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密切相关。需要从金融供给侧加大资产供应来平抑资产

短缺带来的“虚火旺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资产虽然具有虚拟性，但并非

虚无，资产供应数量的理论上限是现实资本创造的未来收入流贴现值。因此，增加金融资产供

应就要把经济运行方式从 GDP 导向转为国民财富导向，以提升资本累积的数量与质量，从而

创造出更丰裕、更具持续性的未来收入流。同时，国民财富导向对金融发展有新要求，即金融

的功能定位必须调整，金融业发展的重点是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供应优质资产，增强财富管

理职能，提供价值储藏服务。国民财富导向与高质量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只有从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高度来统领国民财富导向，才能确保国民财富导向真正落实。因此，以新发展理念推动

高质量发展，就是夯实资产供应的根基。由此，本文逻辑链条可归纳为“高质量发展→国民财

富导向→加大金融资产供应”，这也是缓解资产短缺，进而纠正新常态下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根

本路径。

资产短缺、国民财富导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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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for the better
LIU ZHIBIAO ①

To consolidate the status of China's supply chains it is essential that it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y clusters

This pandemic will probably disrupt China's long-term global value chain ecosystem that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export-oriented strategy. This in addition to some other trends will change the 

environment for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China's industrial added value 

only accounted for 6.8 percent across the globe in 2003, and then it climbed up to 23.9 percent in 

2017. China became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over 120 economies in 2018.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data provided by the World Bank, which allows users to query sev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bases, nearly 200 economies worldwide import goods from China, among which, 

the intermediate goods imported from China accounted, on average, for 21.7 percent (the median) in all 

their imports.

The intermediate goods for export from China are out of stock, which has already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automobile supply chain in South Korea, Japan, Serbia,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disorder throughout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will in turn influence normal economic operations 

in China.

In view of the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developed nations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the 

principles proposed recently by govern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for restructuring 

their industrial chains,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r instance, three objectives in restructuring its industrial chain: First, to 

facilitate the reshoring of manufacturing; second, to promote near-shore outsourcing, for example, the 

country of origin principle in the 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is one of the means to meet this 

objective; third, boost diversification of supply chains away from China to relocate some value chain 

links to other Asian reg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e war the US launched against China and 

the global pandemic, this process will accelerat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ill probably alter their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首载于China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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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from pursuit of the lowest production costs to the pursuit of the lowest social cost, which 

means with economic efficiency taken into account, controllability of industrial security will be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configuration in production chains, sections and processing areas. Therefore some 

key industries will probably return to their homelands, move close to their own borders, or diversify 

their configurations.

Although a counter-globalization trend has emerged and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s being 

loosened, China now maintains a more open attitude and it has reduced its negative lis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ccess and is promulgating its negative list of cross-border trade in services to embrace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to enter China and promote industrial chain clusters. China will have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strategically emerging industrial chain cluster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Chengdu-

Chongqing Region, in order to develop world-class clusters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sharpen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edge.

To this en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after the 

pandemic:

First, to build stronger industrial clusters, China should intensify i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make breakthroughs at the core nodes along industrial chains. Most of the sectors mired in low value-

added industrial clusters in China rely on low prices to squeeze into the global industrial competition, 

however, the high-end technology-intensive sectors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most essential factor in consolidating the status of China's supply chains is to upgrade the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o hold the critical parts in our own hands to create an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landscape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econd, to achieve high-level openness of the economy, China should rely more on domestic 

demand. As the Chinese economy scales up to 100 trillion yuan ($14 trillion), the ultra large market in 

China is gradually coming into being, when the mod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y alter as it utilizes its own market to gradually replace the export-oriented one. This means to enable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to become a strong factor prope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clusters, by enhancing the economic interactions and cycles between coastal areas, inland areas and 

northeastern China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Belt and Road routes.

Third, concerted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within the clusters in the future. Many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clusters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ir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ppear to be 

decentralized and uncorrelated. The reason is that these clusters usually do not evolve naturally,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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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ead governments use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attract foreign businesses and investment. Usually these 

enterprises are only geographically close to one another, instead of coupling and integration according 

to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levance in industrial chains. This means China's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clusters lack synergy. We should encourage competition among clusters, for example, restructuring the 

assets or regrouping the business of enterprises along the same industrial chain in a cluster on a large 

scale; introducing enterprises to form clusters of different ownership systems, different scal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r countries, to compete against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This will help optimize 

cluster development.



325

激活长三角一体化，从上海都市圈破题

激活长三角一体化，从上海都市圈破题
沈晓杰①

在长三角一体化实施上，一大问题就是“官热民冷”。如何塑造一个公众都感兴趣、利益

影响面大的战略目标尤为重要。

长三角一体化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国家的“重点工程”。尤其是两年多前国家最高领导人

把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中央部门到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府就举措不断，中央层面还

专门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此前，沪苏浙三地还在结合部共同打造“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被称为“开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征程”。在前

几天结束的今年两会上，长三角一体化又一次出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但实事求是的说，尽管长三角一体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政府层面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但它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获得感”的“作品”太少。660 平方公里的示范先行区，尽管被

戴上“新征程”的高帽，但它也只占到长三角 35.8 万平方公里规划范围的 0.18% 略多。更何况

和官方的热炒相比，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真正主体和主角的市场和民众，远没有出现官方所预期

的热烈反响。

如何使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从政府层面“轰轰烈烈的政治课作业”， 变为公众热情

回应、市场反应强烈和社会各方齐心协力的巨大行动，这就需要上上下下找到“破题”的最佳

切入点。

长三角一体化或长三角都市圈，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

1982 年，时任国家领导人就提出包含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等城市的、“以上海为中

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在当年底，国务院还发布过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通知的红头文件。从

此之后，长三角经济圈或一体化的各种文件和呼声就不绝于耳。但是，尽管长三角的概念越来

越完善，所包含区域也越来越大，38 年下来，长三角一体化的伟大构想，还似深藏闺中待嫁的

美娘，难现风采，更不见果实。

长三角一体化从提出至今，38 年未能宏图大展，这中间最大的制约，既有中国行政体系及

政府治理分割等体制机制的制度和政策障碍，也有一个如何“破题”的战术问题。在长三角一

体化的实施上，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能给公众和市场带来广泛“获得感、存在感”的切口，塑造

一个公众都感兴趣、利益影响面大的战略目标的开启和示范，就显得尤为重要。

① 沈晓杰，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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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推广和实施，一大问题就是“官热民冷”。各地政府看起来

动作不断，但真正能给市场和民众“眼前一亮”的兴奋点太少。红头文件多，市场有感少；官

员说的多，百姓共鸣少。而要使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正的“生

机盎然”，首先必须找到长三角一体化最能触发市场和民众的“兴奋点”，使这些真正的主体

对一体化产生强烈的需求和冲动，积极参与和投入到长三角一体化之中。而“兴奋点”如何破题，

就必须找到一个既能给各方带来利益多赢，又能在短时间内创造极大示范效应的战略部署。

综合比较和权衡，笔者认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的切入口，应该是在尊重城乡空间

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基础上，集中聚焦在对一体化需求最强烈、影响面最大、融合度

最深的上海都市圈一体化的集中打造上。特别是可借鉴和对标东京都市圈的成功经验，打造真

正一体化体系下全新上海都市圈，这才是破题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最好的切入口。

之所以把打造全新真正一体化的上海都市圈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最佳的切入口，首

先在于上海都市圈所对标学习的对象——东京都市圈，有着在全球都令人瞩目的城市群和都市

圈发展亮眼的巨大光芒：东京都市圈占全日本 3.5% 的国土，集聚了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

GDP 更是占到了全日本的 40%。可以说，一个东京都市圈就“托举”起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日本。

这样的城市群发展的典范效应，放在任何国家都是膜拜和学习的榜样。

其次，无论是上海市还是都市周边的居民，都非常期望通过真正的都市圈一体化，能为他

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使上海都市圈的一体化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此外，无论是上

海还是周边市县的政府和企业，都可以通过都市圈的一体化赢得更大更优的发展空间，实现一

举多赢。

第三，相比较去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所包

含区域和内容，上海都市圈的一体化不仅可在规模和总量上高出一个数量级（如一体化区域可

从 2300 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充到 2 万平方公里左右），而且一体化上是综合系统全面的融合，

而不是仅仅在产业或者行政治理上的某些方面创新，可产生强大而生动的示范冲击波。

有人以为，如果现在就“真枪实弹”搞起上海都市圈一体化，可能会打破现有以行政区域

为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格局。不但实现不了各方面多赢，还可能带来此消彼长的一体化

下新的不平衡，反而使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欲速不达”。其实，这些一体化实施的“战术和

技术”问题，无论在哪种一体化规模的层面都会遇到，都不可能“一蹶而就”。同时，如果全

面而深刻地厘清都市圈一体化的大账，也许这样的担忧也会少得多了。

现阶段的上海都市圈的全面一体化的顶层政策设计，一定会是先易后难，从都市圈一体化

可以给各利益相关方能带来实实在在“幸福感”的方方面面实施推进。那些可能会触犯现有的

利益格局和体制的“硬骨头”（比如上海的高考录取线和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等），只有

随着一体化的不断深化而逐步自然消融。

那么，为什么说上海都市圈的真正一体化，能够给各方面带来共赢和共鸣，成为开启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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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一体化动能最强、影响面最广、存在感和幸福感最大的兴奋点呢？这里不妨就几个方面进行

简单的分析。

第一方面，从民众层面来看。对上海市民来说，上海都市圈的一体化至少可以给他们带来

两方面的巨大红利。首先，对大部分在上海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新老市民来说，上海都市圈的

一体化，不仅一下子大大拓宽了他们居住和买房的地域空间，更可以使他们能以合规合法、性

价比极高的方式，用上海市区房价几分之一的价格，名正言顺地买到负担得起、住得好的体面

小康的住房，从而一举使他们解决住有宜居这个一生中最大的民生难题，从根本上解决了安居

乐业这最大的问题。

上海都市圈居住一体化可以为深受高房价大山重压的上海新老市民“掀除”多大的负担、

带来多少的红利呢？数据比较可以做最好的说明。

据中国房地产协会下的中国房价行情网公布的全国住房市场监测数据，今年 4 月份上海市

的房价为每平方米 5.41 万元。按照住房小康的标准，一家三口至少是 100 平方米。这就意味着

在上海要买到一套小康体面的住房，至少要花 541 万元。而如果他们到上海都市圈的昆山、太仓、

启东、海门、吴江和浙江的嘉善、平湖买房买一套同样的小康住房，投入又会减少到多少呢？

请见下表：

居住和买房的空间，只是从上海市区延伸到多坐 20 分钟左右高铁的都市圈范围内，这对

平均单程通勤时间近一小时（极端通勤平均时间甚至超过一个半小时）的上海打工一族来说，

还真不算上是“多大的事”。甚至由于各大火车站都有轨道交通相连，实际的通勤时间可能也

就增加十来分钟左右。但就是这样很小的改变，却可以使他们在普通家庭一辈子最大支出——

买房上，最低只需用不到上海房价的四分之一，最高也就是 38% 的投入，一下子实现住有宜居

的住房小康最大梦想。

有人会认为，天天上班都要“打高铁”，经济上是否得不偿失。其实，只要把整个开销综

合算一下，就可看到其中让人兴奋的“经济价值”。我们以一个家庭双职工工作在上海、居住

注：以上数据，江苏县市来源于江苏城市论坛， 浙江县市来源于楼盘网

激活长三角一体化，从上海都市圈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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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山为例。在现有高铁票价对通勤者没有任何优惠的情况下，上海到昆山高铁票价单程为

24.5 元，双职工每天花在高铁上的通勤费大约 100 元。我国每年的法定工作日为 250 天，一年

下来这方面的开销为 2.5 万元，相当于 2019 年上海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615 元）

的三分之一多。这看上去似乎占到家庭开销相当一部分的比例。若以从购房到退休用 30 年的

工龄来计算的话，在昆山买房的家庭，在 30 年的工作时间内所需付出的双职工上班通勤费就

高达 75 万元，怎么看这也似乎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但是，如果放在上海和昆山两地买房的投

入巨差上来权衡，异地买房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则会使人兴奋不已。

从上面的表格我们已知道，在昆山买体面的小康住房，要比在上海购置同样的住房少花

361 万元，相当于整整减少了三分之二。如果这 361 万靠的是购房贷款，并以 5% 的购房综合贷

款的利率来计算，付出的年利息就高达 18.05 万元。而在昆山买房的双职工 30 年工作的 75 万

元高铁通勤费，算起来也就相当于 4 年多的利息。这就是说，买同样的小康住房，在昆山买不

仅比上海买少花 361 万元的投入，而且所付出的高铁通勤成本也只相当于其在上海购房贷款 4

年多的利息（当然，如果中国的铁路公司也能像国外发达国家那样，实行高铁年票和价格优惠

浮动，可能 2 年半的利息就足矣）。这笔大账一算，怎能不让民众为上海都市圈一体化所带来

的巨额红利而欢欣鼓舞呢。

上海和都市圈内房价的巨差，之所以对都市圈一体化可形成空前兴奋点和“巨浪般效应”，

是因为它可能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群。根据上海市统计局 2019 年的年度统计公报，在上海

2428.14 万常住人口中，户籍常住人口为 1450.43 万人 , 而外来常住人口已高达 977.71 万人。而

在非户籍人口中，大学生和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的新市民占了较大的比例（白领精英等高薪阶层

大部分已户籍化），群租蚁居是他们常见的居住方式。相对于他们的收入，上海的高房价只能

使他们望房兴叹。据去年底房产媒体公布的一项机构调查，尽管上海 4 成以上常住人口来自外地，

可带来 3.58 亿平方米住房需求，但真正买得起房称得上真刚需的不到 5%，上海外来人口中租

房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以上（67.7%）。

如果上海周边房价只相当于上海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太仓、启东和昆山等地，能为上海

非户籍市民提供一体化的便利条件，使这些在上海租房、被上海高房价压抑购房需求的这 661

万外来常住人口中，有三分之二可以到都市圈内这些小城镇安居，就意味着有 440 万人的上海

上班族可以从“都市圈居住一体化”中受益，使他们不再是“无居可依”的都市的浮萍。这些

被高房价压得看似一辈子都无法在上海买房的新市民一代，本身就不可能是上海高房价的消费

者，他们的住房消费的转移，也基本上不影响上海的高房价市场。但对这些新市民来说，他们

从此就有了新的安居乐业的阳光大道。能够以更小的居住成本、更适宜的生活，在继续上海工

作和事业的同时，解决了最大的民生之患——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的。这是民众的兴奋点，也

是都市圈一体化最大的动力所在。

其实，这居住和工作的两地化的 440 万人的规模，要比东京都市圈同样两地化的规模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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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东京的二分之一都不到。上海都市圈完全有更多更好的条件，让更多买不起上海高价房

的市民到都市圈的小城镇安居。

上班族借助都市圈一体化优选到上海周边小城镇居住外，只是上海过度拥挤的人口和空间

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方面大有可为的群体，这就是上海市的退休和养老一族。在中

国的独生子女父母开始进入退休养老年代，他们要过体面的养老生活，既不能指望政府并不充

裕的养老金，更不能依靠传统的养儿防老。独生子女不仅本身负担重，而且异地就业的比例越

来越大。这就造成在独生子女普及率高的城市，老人的空巢率接近 65% 左右。

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后的最佳生活，只能是抱团养老。但要在房价高企的上海抱团，几无

可能。而只有上海几分之一房价的周边小城镇，才可使这样的美梦成真。那里不仅环境和空气

更好，更适合休闲养老，而且两地巨大的租房甚至购房的差额，还可使他们每月得到数千元以

上的额外收入，大大提升他们养老的含金量。据统计，2019 年上海市户籍 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518.12 万人。扣除 81.98 万 80 岁以上的老人，再加上 50 岁以上的女性退休者，估算适合到都

市圈周边清心优雅的小城镇养老休闲的上海潜在人群有 530 万人。如果他们中间有四成左右的

人希望到小城镇养老，就意味着又有 212 万的上海人可以到都市圈内的小城镇生活。

这 212 万退休后异地养老休闲生活的老人，加上前面居住工作两地的 440 万非户籍市民，

意味着过度拥挤到环境不堪的上海，借助都市圈的居住一体化，可优化疏解 652 万人到上海都

市圈内其他小城镇更宜居的生活，一下子使上海实际的居住人口减少 27%。这不仅可使上海市

的人口总量从高出东京都（1378 万人）四分之三以上降低为高出不到 30%，使上海的社会环境

和空间结构更加优化适宜，而且还为上海市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腾挪了空间。

以上还是上海市民从都市圈一体化中可得到的实实在在的两大方面利益。而对于都市圈内

的小城镇的居民来说，都市圈一体化不仅更便利于他们到上海的就业创业，而且上海 650 多万

人疏解到来，也必将给本地就业市场和营商条件带来几何级的巨变。

除了民众的强大热情动力，对于企事业单位来说，都市圈一体化的实施同样也可以给它们

带来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受制于土地制衡的上海企事业单位，可借助一体化跳出上

海市域的束缚，在都市圈内更大的空间扩大发展；另一方面，都市圈内“小龙小虎”可更方便

地借助上海的舞台，使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全球化；第三，长三角内甚至是海内外过去承受不了

上海高昂的经营成本的外地企业，也可以借助都市圈小城镇的“跳板”，寻求企业的突破性发展。

至于政府层面，对都市圈一体化的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其实，有些属于被“精明

思维”耽误了聪明之说。全面权衡分析，无论是对都市圈内小城镇政府，还是上海市政府，都

市圈一体化都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

上海都市圈内小城镇能从一体化中得到多大的礼包，我们在下篇具体细说。这里就有“不

同说法”的上海市政府的利益来梳理大账。

从根本上来说，650 多万人的“居住圈化”（都市圈内小城镇居住），对上海市政府来说

激活长三角一体化，从上海都市圈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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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笔亏本的生意，同样也可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首先，650 万

人居住空间的腾挪，不仅使上海这个过度拥挤的大都市的人口一下子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27%）

人口总量，而且使几十年来一直靠红头文件、各种手段和巨大投入都没能解决的大都市人口过

度拥挤的老大难问题，通过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纲举目张地做到了。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

的“瘦身优化”一举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居住圈化”和”腾老换青”，不仅使上海多年梦想的城市空间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结构性

优化得以实现，大都市病可基本根除，而且还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可吸收更多海内外各类优秀

人才和青壮年“优质人口红利”到上海来发展。这对老龄化已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老年人

已占上海户籍人口 35% 以上，达到惊人的 518.12 万人）的上海来说，也是大幅提升城市竞争力，

焕发更多的城市活力的最强有力的支撑。而从政府支出来说，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者通过都

市圈一体化自我实现“居者有其屋”，不再依赖政府投入巨资搞住房保障，又可以使政府公共

财政的真金白银少投入数以万亿元。同样，200 多万退休康养人群到都市圈内小城镇生活，租

房或住房的置换也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提供政府远远无法保障的“高含金量”的退休生活，大

大减轻了政府的养老金压力。这里还有一笔“小账”，就是这些在上海工作异地居住的数百万

上海市民，按照现在单位代缴税收和费用的惯例，包括他们个调税等多方面税收还是留在上海

的。这种即能保住税源、又不需要为住房保障等付出巨额支出的好事，对上海市来说，是绝对

占到了大便宜。

一旦数以千万的百姓，能从上海都市圈的一体化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体化的国家

战略就会迅速转化为巨大的群众性自发力量。一旦民众兴奋点被激活，长三角一体化的巨轮就

会有无穷的动力，长三角三省一市 35.8 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一体化才会全面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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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油价，沙特说，“我已经尽力了，兄弟们看着办吧！”

保油价，沙特说：“我已经尽力了，
兄弟们看着办吧！”

施训鹏①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石油市场需求面临前所未有的低靡，沙特“领头大哥”的角色日益

吃力。

疫情导致的需求下跌超出 OPEC 及其盟友（OPEC+）的预期。以至于在 OPEC+ 达成了

史无前例的减产协议仅仅一周后，国际原油价格于 4 月 20 日首现负值。直到 5 月 11 日，沙特

在美国的威胁下，做出 6 月“自愿”进一步减产 100 万桶 / 日的决定，市场预期才改变。原油

价格稳步走高到 40 美元 / 桶。

然而，沙特独木难支。建立在沙特额外减产基础上的国际原油市场的平衡不可持续。此次

减产后，沙特的日产量从 4 月份增产后的 1230 万桶，大降至 750 万桶，达到近 18 年以来的新低。

幸运的是，上周六，OPEC+ 成员国同意将 7 月的减产目标提高近 200 万桶到 960 万桶 /

日。这帮助沙特卸下了一部分重担，给了沙特喘息的机会。沙特因此乘机决定，在 7 月份结束

其 100 万桶 / 日的自愿额外减产。

沙特在最初做出“自愿减产”的决定的时候就表明这是为期一个月的临时措施。此次延长

到 7 月份，已经是额外的诚意。然而，国际市场并不买账。周一布伦特原油和美国原油都收跌

了 3.5% 左右，分别收报每桶 40.80 美元和 38.19 美元。

虽然国际原油市场期望更多的减产，但是沙特应该没有意愿再次牺牲自己。因此，沙特一

方面通过大幅上调 7 月官方原油售价来提振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沙特喊话 OPEC+ 伙伴，要

求大家遵守减产协议，甚至要求其他伙伴在 9 月份之前补齐 5 月的欠账。不过，沙特“我们没

有任何允许成员国不履约的空间”的断言尽失领导风范，几近哀求。

目前供应方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一方面“OPEC+”的减产协议缺乏约束条件，伊拉克、

尼日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后进生”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其配额规定还不清楚。

另一方面，利比亚在上周六的 OPEC+ 当天宣布，该国最大的日产 30 万桶的 El-Sharara 油

田将很快重新开放。此外，不受 OPEC+ 制约的北美产量也存在很大的变数。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澳大
利亚能源转型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原载于 21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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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沙特传递的信息是：我已经尽力了！如果 OPEC+ 一些伙伴不履行减产协议，导致

油价继续走低，沙特不排除放弃平衡市场的努力，而追求市场份额！那可能再次触发价格战。

当然，这还要取决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态度。

皆大欢喜的结局是随着世界各国逐步解封，经济复苏使得原油市场在现有 OPEC+ 减产计

划下实现供需平衡。原油市场的所有人，都在等着一个未知的答案！



333

疫情倒逼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

疫情倒逼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和
转型升级

新  望①

疫情凸显中国制造业优势，也暴露了短板

中国是最早实现疫情基本控制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在经历了巨大冲击之后，现已在稳步恢

复之中，中国制造业企业不仅给国内疫情防控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国际社会尤其发展中国家

尽了最大努力。中国制造经受了疫情的考验，也凸显了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中国制造业门

类非常齐全、国内的市场特别大、产业组织协同的能力强。但是，这次疫情也暴露了中国制造

短板和不足。未来，需要补短板，需要转型升级。比较突出的有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性过强。GDP 当中，进出口占的比例比较高，约 30%；出口多，

进口少；进出口当中，中间产品占比较高，约 40%；出口的普通商品比较多，而进口高端的产品、

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产品多。对外部市场是强依赖。全球市场突然断裂之后，对国内制造业

打击和冲击比较大。

第二，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口罩、防护服，生产没有问题，但是高端一点的呼吸机，

尤其核心零部件，有瓶颈。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制竞争，也有一定差距。总体来说，普通制造可以，

高端制造存在短板。

第三，创新能力弱，原创产品少。主要是产学研的结合机制有问题。这一点上，我们特别

需要向德国学习和借鉴。

第四，产品品质还有待提高。疫情期间出口欧洲国家防护用品就发现个别质量问题。我们

制造能力强大，但依靠的是低成本、低价格优势，质量、寿命比较弱。

第五，标准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品牌在国际上的通行度和认可度比较低。比如，许多药

品的认证都是在美国那里。口罩，一个是 3M，一个是霍尼韦尔，它的品牌有优势，疫前占据

国内市场垄断地位，而且卖价也高。

第六，国际贸易规则变化，需要重新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没得到欧美承认，这给

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化制造了一些困难。疫后，各国保护主义抬头，开始注意自身产业链

建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这也是中国制造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其实，制造业的这些短板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2015 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制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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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开始致力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从数量型、速度型转到质量型、效益型，

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中国制造业正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这次疫情使这些矛盾和问题

表现得更加突出，也促使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加快步伐。

疫期有可能倒逼中国自主创新上一个台阶

疫情可能给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新的转机。应对得当，中国制造业或许能

通过这次大疫能得到超额补偿。

1. 更加重视“强链补链”。这次疫情对中国制造，尤其中国的自主创新，猛击一掌。产业

链突然断了，怎么办？重构。原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高端部分、核心部分、关键部分有可

能是外资、外商。进出口停了，外资外商链条瘫痪了，或者搬迁了，逼迫自己把产业链补起来。

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保”，其中的有一个就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补链，显得格

外迫切。对中国企业来讲，往往补中高端的，往上走，倒逼自主创新再上台阶。“补链”应当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其中的九大任务、

五大工程、十个领域，都是对标世界先进，提升创新能力。这些领域的自主创新，都有相应配

套政策。今年是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公布后的第五年，很多自主创新的工程

和项目都正在进行当中。关键领域、尖端领域，有差距，正在迎头赶上。

2. 更加重视功能性产业政策。未来，产业政策的作用或许会越来越弱化，更多是基本制度

的完善，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产业政策在中国和欧洲都是颇有争议的事，如何处理好产业

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是中德面临的共同问题，欧盟层面可以有一些产业政策，但欧盟

各国内部仍是竞争政策为主。中国也在反思产业政策，甚至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随着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将是未来趋势。

这次疫情来了之后，有几个行业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增长。譬如与移动终端有关的半

导体、电子产品、智能机器人等，生产销售逆势而上，网上培训、游戏、社交等等非接触、非

聚集行业爆发式增长。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网易、顺丰等企业都有不同程度增长。

3. 疫情之后会产生很多新生活方式和新生产方式的需求，比如说云生活、云办公，通过网

络智联、大数据来应对日常生活，来进行生产、生活。或者有些需求被抑制的，疫情来了以后

被激活，比如说生物制药、健康、医疗、宅消费。这也对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有了新的拉动。疫

情期间，中国开始强调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就是针对新出现的需求，从

供给上去满足。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五个方面：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 网络，数

据中心。这些都属于数字基建，也是疫后发展最快的行业。这应该是一个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

新起点。

疫情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数据公司把全国可以生产口罩的或者是与口罩的生产环节相关

的链条上的企业全部梳理出来，给到了工信部，工信部然后找这些企业，纳入产业链，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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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度，统一出口。

防护镜 3D 打印，有公司通过网络找到那些就地可以做 3D 打印的这些地方，防护镜的生

产效率大大提高。

中国的社交互联网，应该在全球前列。微信在疫情的防控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隔离后，

基层、街道、居委会、社区的联系，基本通过网上微信群，形成网络化的虚拟社区，效率非常高。

4. 效率和隐私保护的平衡会影响创新政策。微信或支付宝里面嵌入一个 APP，然后做健康

码的检查，首先是从浙江开始使用，最后是全国推广。高风险地区，健康码变红，就寸步难行。

疫情严防严控中，关于数据保护，中外有不同认识。在欧洲尤其德国这边非常不一样，一

个 APP，全民讨论，而且不强制性使用，因为数据的保护和隐私，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

但这其实是个选择问题。灾难突然到来，你是要命呢？还是要隐私？如果说要保护生命，

你就牺牲一部分隐私，牺牲一部分信息安全。移动终端越来越多，要注册什么或者获取某项功能，

就牵涉隐私。疫情结束之后，把隐私保护和公共需要之间界限重新界定一下，确有必要。其实，

这不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在德国和整个欧洲，说这个“要命还是要隐私”的话会引起反感，属于政治不正确。这可

能与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中国是人口大国、城乡二元社会，区域发展很不平衡，

而德国等欧洲国家，面积小、人口少、区域差距不大，就好办一些。

未来社会，数字化生存，数字资产、数据交换、数字安全这些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

越受关注，也不排除出现数字战争的可能性。

中国走出疫情，须依托国内超大内需市场

疫后，中国仍然希望把中国制造放到世界产业链里面。外资企业有部分回迁，全球产业链

收缩。当然，这个事也不是这次疫情才出现的，实际上 2008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个国家就

已经开始注重这个问题了，搞制造业回归。德国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英国、美国、日本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重建自己的产业链，这次疫情加快了这个进程。

美日等国认为，高等级制造尤其生物医药健康的生产链不能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不能掌

握在别人手中，至少国内应该有备份。未来产业链布局不光考虑成本低、分工协作程度高，还

得有安全的考虑。中国制造高度依赖全球化，全球产业链收缩，这是疫后中国制造需要应对的

问题。

1. 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可能会变成区域化的、洲际的产业链。比如说东亚、北美、欧洲，各

自成链。在中国而言，还有可能收缩成一个国内产业链。但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即

使是全球产业链断了，中国可以深耕国内产业链。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市场巨大，国内产业

链没有大问题。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全球化可能是基于内需的全球化。当然，这是全球化的降

级版本。

疫情倒逼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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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后中国要启动超大内需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巨大。未来的内需、投资、出口怎么样？

肯定也受这次疫情影响会有所下降，疫情对出口的影响是明显的。疫情来了，停工停产，开始

复工复产后，发现疫情转移到国外，国外的订单没了，需求没了，出口停了，甚至出现退单。

随着疫情延续，全球产业链开始涣散，企业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出现一系列次生灾害。

疫情的长鞭效应，越到末端越震荡、越破碎、损失越大，恢复的成本就越高。2003 年非典以来，

通过消费互联网、现代物流，国内市场的消费条件改善很大。电商、快递，打破国内区域市场

的行政分割，一夜之间建成了国内统一市场，市场的容量大大扩容。但内需的进一步启动，最

终取决于国内发展有没有新的动力，譬如体制机制改革、城市化进程等等。未来中国，城市化、

都市化，如果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也是大几千万进入到城市人行列，需求就会释放，消

费就会激活。

高层次对外开放，要素市场的完善，使得加入到新行业高收入人群的人越来越多。中等收

入群体扩大，内需市场也会有很大的拓展。

中德制造互鉴互补，潜力无限

德国和中国有缘分，德国和中国的合作非常紧密，尤其在制造业，比如电器、电机、机械、

机床，都是中德合作广泛的领域，这几项也是中国制造业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这次疫情

来了以后，普通产品是中国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如德尔格等高端医疗器械，德国在中国市

场份额很大。中德制造业合作的典范，就是“双车”，一个是汽车，一个是火车，火车是指高铁。

德国的汽车业，大众、宝马、奔驰、奥迪，都是在中国完成了华丽转身。高铁的主要的技术来

自西门子，牵引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其中最主要的都来自于德国。

德国的工业化的程度、工业化的阶段和中国不一样。德国是先进者，中国学习德国是必须的，

后来者就要学习先进者。目前，中国在世界制造强国排在第三阵营，德国是第二阵营。德国是

我们追赶和学习的对象。

具体而言，德国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有六个方面：

第一，重视实体经济。前些年我们有点脱实向虚，办工厂的，搞不过炒房地产的。搞企业的，

挣不过搞金融的。搞制造业的老板，都灰溜溜的。英国和美国对此都有惨痛教训。英国、美国

都曾是制造大国。但是后来都前后放弃了制造业，经济学家都在讲后工业化，讲现代产业。只

想掌握高端的设计、品牌、研发，但是英国和美国都吃了很大的亏。产业空心化，要扭转局面，

费劲不小，效果不理想。德国一直没有放弃制造业，强调实体立国，德国的法律甚至于规定制

造业占到 GDP 比重 30% 以上。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开头有一句话：制造业

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这是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是受德国

启发。

第二，培育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小巨人。中国国内现在叫“专精特新”。德国企业咨询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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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西蒙，其《隐形冠军》一书在中国国内很畅销。所谓隐形冠军，企业规模不大，但是寿命长，

百年老店，家族企业，只做一种产品，做到世界老大。全世界的隐形冠军有 2600 多家，德国

就占了 1300 多家。这是德国制造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如何踏踏

实实把企业做到行业隐形冠军，须向德国学习。

第三，德国的产业政策也非常有特色。中国学产业政策最早是学日本，但中国有集中制的

优势，做的比日本还要好。美国也有产业政策，但是美国的产业政策就像一篇论文，放在那，

没法执行，底下各州没人管。美国班农等人极力攻击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其实也有酸葡萄心理。德国工业 4.0 的精髓，就是不断用政府规划推广引导，做顶层设计，推

进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立足德国实际，吸收东西方之长，效果比较明显。

第四，品质制造、极端制造，德国是样板。中国因为要素成本曾经比较低，市场大，起步

比较容易，有些野蛮成长的味道。德国制造，是往高端走，利用技术含量、品质、品牌含量，

把产品做到极致，这与中国过去这些年的低成本制造形成了很大的对比。未来，中国的低成本

制造、合格制造要向德国优质制造、极端制造学习，给消费者创造更大的消费者剩余，同时也

使产品有很好的附加值。

第五，工匠精神 + 企业家精神。德国的中小企业为什么这么多呢？这是因为遍布于民间、

有良好土壤、深厚基础的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使得德国的中小企业非常发达，而

且成就了许多隐形冠军。同时难得的是，德国企业内部工匠精神的代代传承，专业、专注、极致、

匠心。中国人追求发财，企业家精神这些年发挥的不错，但是，中国的工匠精神比较弱，做事

不较真。在德国，喝啤酒，有啤酒泡沫法，开商店，有商店关门法。做事较真，讲规矩，讲标准。

这特别需要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学习。不能总是什么快就来什么，什么成本低就做什么。

在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中德两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及培训问题。德国的制造业从业人

员特别注重培训。德国双元制教育非常值得玩味，一方面上学，一方面到工厂做学徒，这种双

元制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德国制造业工人素质是全球典范。

中国也出现了一批蓝翔技校这样的培训机构，开始重视蓝领培训。但德国制造业从业人员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都是本土化、社区化，而且是长期在一个企业里面工作，有的是一辈子，

甚至父子两代人。中国不是本土化的，是跨区域的，西部到中部，中部到东南沿海，是流动性的。

中国的产业工人，尤其生产线上的工人主要还是农民工，缺少长期性、稳定性。通过城镇化和

城市化，让这些产业工人能够留下来，使他们不光能够乐业，同时也能够安居。不再像候鸟一样，

每年春节坐高铁回家，年龄大了后又回老家盖房子。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必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德国制造业工人是全球的制造业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在欧洲也是最高的。德国小时工资最

高，但单位成本又最低。这说明，德国的工人收入高，效率也高。德国工人享受很长的假期。

在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工资福利高于制造业，德国恰恰相反。

这可能也是观念上的差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在中

疫情倒逼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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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一些地方，做工人，做到了八级、十级工，也觉得低人一等。高素质的人才不愿意去做工人。

所以，总体上，中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的素质还是相对较低。

第六，制造业与科学、技术、教育的结合，也即产学研合作机制。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科技、

教育和工业、制造业是分离的。教授们拿国家的课题，发表论文，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和生产、

制造的结合非常有限。产学研在机制体制上没有打通。德国最典型的 Frauenhofer，做得很好，

直接为企业服务，与企业生产和市场结合起来。中国特别需要协同创新，把创新要素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合作机制。

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德国制造总体上走在中国制造前面，所以说中国向德国学习的东西

要更多一些。但反过来，德国也有许多值得向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中国人有强大的学习能

力和开放心理。中国的开放比较晚，所以对外开放有非常大的渴望，姿态还是比较低的。正因

为我们一直是抱着后进生虚心学习的态度，所以，中国制造业这些年发展走的快。中国人在制

造业方面的灵活性。比方说，我们在企业管理上，做事效率很高，没那么多死板的规矩。中国

企业适应市场的强大能力与德国企业的严谨精神结合起来，必将双双得益。

当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界限上可能也模糊一些，需要改善和加强，中国的进步也是显而

易见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多有诟病，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历史地看，中国几十

年来是一个公有制国家，在之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也基本上没有知识产权概念。这些年开始，

已经非常重视，初步建立了一整套法律法规体系，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也早已告别市场换技

术或者所谓“强制技术转让”阶段。2019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外商投资法》，从法制上加强

营商环境建设，2019 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

意见》，再次强调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的基础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中国创

新的重要推动力。最近颁布《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

意见》，将技术和数据均列为要素范畴。应该说，中国企业正在告别知识产权的野蛮生长阶段，

中国现在已经是申报专利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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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融资和影子银行清算已经开始
陈志龙①

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著名的《黑天鹅》一书的开头这样定义黑天鹅事件：意外性、稀有性、

极大的冲击性和事后的可预测性。最近，金融市场的“黑天鹅事件”再度频飞。老牌上市公司

安信信托 3 月份“因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向上交所申请股票停牌，随后连续发布五

次停牌公告。随着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安信信托逾百亿信托产品兑付逾期、项目踩雷、业绩跳

水等浮出水面。深陷困境的安信信托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复牌后股价连续跌停。

安信信托是目前 A 股仅有的两家以信托公司为主体的上市公司之一，也是上交所唯一一家

上市信托公司。这一事件余音绕梁尚未解决，最近又传出四川信托因大面积的项目踩雷和产品

兑付逾期“出大事”了。上周五，众多投资者集聚四川信托总部成都川信大厦讨要说法，负责

接待的四川信托监事会主席孔维文称，四川信托资金池业务遇到流动性困难，在考虑处置资产

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他对投资人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一分钱，5 月份拆借了 9 亿元已经消耗光，

连总部所在的川信大厦也早已抵押出去了。一家大型金融机构沦落到此番田地，对投资人来说

也是“活久见”的事。

作为大类资产管理行业，在国家降低整体杠杆率的政策导向下，信托业因从事的业务范围

较广，资本金要求低，业务模式较为灵活，项目利润率高，近年获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特

别是通过与地方政府平台类项目的合作，一家中型信托人均利润甚至是国内头部银行业的数倍。

因其特殊的激励机制，一些项目负责人做两单业务就能实现财务自由，可以退休了。

在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行业门槛不断降低，风控日渐粗放型，以至出现

什么资产都可以证券化、信托化、通道化的。过去几年间，不少信托产品、理财产品销售的都

是正规银行信贷无法做的过量债务堆积的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还有一些资产失真，管理层

无法真实穿透，“臭鱼烂虾都打包在内”，这些有毒的高风险通道类产品，项目现金流和收益

都不满足信贷市场的授信要求，但是通过涂脂抹粉的包装，居然可以通过信托和银行理财来实

现“通道融资”。

在货币宽松和大面积资产荒的年代，由于流动性的极度宽松，少数钱多人傻的中小法人银

行打着“做大资管、做大通道、做大表外、做大投行”的四大战略，盲目开展委外业务，把卖

理财产品融来的体系内外资金高进高出“配”表外资产，看上去表内加表外的资产规模“肚子”

① 陈志龙，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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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得很大，但“一肚子草，甚至都是气”。大量资金在非实体部门空转，一些传统信贷无法逾

越的项目通过绕道信托或者其他通道，轻松获得资金，尤其以民企类、市政项目和房地产项目

为最。唯一的诱惑在于，双方都敢开高价。前几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信托融资，资金成本都在

15% 左右。

当一个行业所投项目大部分没有现金流覆盖，而是通过不断的再融资实现现金流时，最终

就演变为一场庞氏融资，其风险不言而喻。当规模足够大，分散的个体风险累积到市场所不能

承受的极限时，必然出现“安信”和“川信”这样的“末日轮事件”。那些飞蛾扑火的资金瞬

间灰飞烟灭。应验了西方的“火鸡理论”：“喂你投食的那只手可能是最后拧断你脖子的那只手”。

因囿于经济环境和下行风险加大而一再延长过度期的资管新规，年底终将落地。某种意义上说，

两起信托风险事件的出现，说明对庞氏融资和影子银行的清算已拉开序幕。

2019 年，银行业飞出三只“黑天鹅”。若干年后回头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峡口，

是一个重大事件。特殊年景里，货币和监管当局以快刀斩乱麻的动作雷霆出击，央行、财政（中

央汇金）、宇宙行和地方以洪荒之力，尽最大可能降低其对市场的冲击，全力维护金融稳定。

从包商、恒丰到锦州，三家小银行因为外部人资本挪腾的控制术和少数人极度贪婪的内部人控

制，暴露了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上致命的短板。今年以来，疫情加剧经济下行风险，中小银行

资产质量进一步劣化。

中国有句老话，水落石出。而今年以来的几轮货币洪峰充裕的流动性短时间淹没了风险的

礁石，但累积的问题并没有消化。在中小银行获得喘息之机，近年来狂飙突进的以信托为代表

的通道和资管类非银机构却一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而鼻青脸肿，满脸是血。这既是必然，又是

宿命。

通道类业务没有资本金约束，有了牌照，行业就没有门槛，可以闭着眼睛盲目加杠杆，理

论上“可以想做多大做多大”，可以做到无穷大。一些看似高收益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项目，因

市场持续低迷，相当一批项目沦为庞氏融资，一些市政类项目抵押物都是形同虚设、不符合标准，

甚至公益用地、医院、公园、人行道、大妈跳街舞的空地，都拿来抵押包装成理财产品信托产

品去卖。等项目所筹资金消耗光，再融资无门、市场彻底断流，大面积违约出现，信托踩雷就

成躲不掉的“宿命”。

过去几年间，因为没有资本金约束，盲目加杠杆发展，超出安全边际一路疾驰的信托机构

系统的脆弱性增大，必然出现如安信、川信“账上已经没有一分钱”的猝死事件。它们死于持

续过度兴奋、膨胀失控后严重的大失血。这也说明，以信托业的野蛮发展，通道类业务的失控，

已构成中国影子银行风险的重要环节。如不引起高度重视，极有可能重蹈上世纪 90 年代信托

业的风险，甚至会触发系统性风险的引信。

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欧债危机后的一篇文章中说，每一场危机都把我们推向金融世界

中“伟大的死亡边缘”。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几乎定期发生在地球生命的演化历史中，像寒武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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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大灭绝造成 90% 的地球物种消失，或者白垩纪第三纪的灾难造成的恐龙灭绝。如果说这种自

然界的“伟大的死亡”是因为气候变化破坏了全球的自然环境，而金融机构的“伟大的死亡”

往往是因为一场人为的灾害缓慢而痛苦地改变了金融体系和秩序。这可能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近年来，金融系统不同板块的跨市场风险事件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金融体系的跨市场风

险，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复杂有机体，所有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都是相通

的。次贷危机后，美国人说金融体系就像是水泵房内的动力学结构图，而不是会计手中简单的

资产负债表。当然，它也不完全按照液压物理学规律运转。它就像到处都是水管、锅炉和储水

罐的复杂迷宫，液压阀、水管装置和辅助泵无所不在，并彼此精巧地相互连接。次贷危机的教

训证明，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部类这种唇齿相依的咬合对危机触发、发展和深化会起到关键性

作用。

信托类非银金融不仅为存量资金提供中介融通，而且还能创造信贷、高能货币和购买力，

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管道型系统中，每个市场主体都是互为关联的转轴和齿轮。当前，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金融市场整体比较脆弱，各类信号政策频繁，多重政策叠加，各种信号此起彼伏，

其间的碰撞和扰动强烈，特别要防止监管竞赛导致政策叠加的风险。非常时期的政策要有弹性

和韧性，让市场有充分的时间来吸纳和消化政策效应。如果过于刚性，简单粗暴地“霸王硬上弓”，

可能会造成市场结构性脆断，甚至系统性坍塌。

金融系统是如此复杂，其中非线性的骨肉关系的相互纠结缠绕，注定了每一波风险都不是

孤立的事件，每次新的挑战都会引起链式的连锁反应。今年下半年，随着资管新规落地，要特

别注意房地产、资本市场和以信托为代表的资管市场风险的内在联动性。这几个市场本质都具

有高杠杆属性，并因此而呈现风险的独特性。20 多万亿的资管规模与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着复杂

的“输油管道”般的嵌套和关联，传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近年来野蛮生长的影子银行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既是利益共同体，又是命运共同体。

一个环节出事可能就会火烧连营，甚至可能把整个系统推入“一片火海”，其风险处置难

度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传统认知。一个市场发生险情，会迅速传导到相关市场，并互相强化共振。

这种病毒式、管道化传播也是金融体系致命的脆弱性所在。

同理，在这个“水泵房”和“水电气”相互交缠的复杂系统中，任何一个“小泵房”水管

破裂或者电光火石的事故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混乱，甚至触发灾害的“链式反映”，产生类似

多米诺骨牌（Domino effect）的效应。在这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一旦触发，

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引发整个系统的坍塌。一个复杂的高杠杆交易型系统一旦

出问题，其严重性不是用程度来衡量，而是用级别来衡量。

所以，无论是银行业，还是信托等非银领域，针对个体风险要有总体预案，及时做好风险

隔离，防止风险的“链式传导”引发断层性的崩塌，防止恐慌和风险共振的病毒性发酵式传导，

危及整个系统安全。

庞氏融资和影子银行清算已经开始



长江产经视点·2020

342

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风险的优势
与政策取向

闫  浩①

中国内生的产业优势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一是拥有最完整的制造体系。是全世界唯

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多数产业生产规模超过全球 30%，有 220 种以

上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各个细分行业的产业链已经形成，抗风险的韧性很强。二是在空间布局

上多数产业链已经形成产业集群形态。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突出，对市场和客户的快速响应其

他经济体无法比拟。三是 14 亿人口的巨大统一市场为中国各类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这

是制造业赖以快速发展壮大的最大优势。技术先进性和规模经济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形

成良性循环。就产业竞争而言，时间在中国一边。四是人口红利尚未消失。中国还有 2 亿—2.5

亿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出去，人才红利（主要是工程师红利）已经发挥作用，这是其他单纯依赖

低端劳动力的新兴经济体难以企及的。五是传统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经济的

整体运行效率。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高效快捷的物流服务系统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

本。网络经济的发展不仅使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商业模式上的探索领先全球，更使

中国在 5G 时代的产业竞争中立于有利地位。

现在国际上出现逆全球化思潮，美国提出重新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以求推翻中国世界工

厂的地位，但要达到目的很难。因为当今世界产业链格局的形成（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取

代日本成为亚太区域供应链和需求链中心等等）是在经济规律作用下逐步形成的，是生产要素

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不断优化配置的结果。其未来的演变趋势虽然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但

是也不可能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毕竟在中国之外要迅速形成有效率的新产业链集群不是轻

而易举的事情，资本投入、产业配套、工人素质、基础设施、企业和政府的管理能力等要素无

法在短时期内供给到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美国商会的研究结果显示，

2019 年底仅有约 17% 的美国在华公司考虑或已经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这一比例相比 2017 年

的 23% 和 2018 年的 19% 反而有所下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所今年 4 月对 710 家在华

日资企业调查表明，9 成企业表示不会从中国撤回生产据点、改变供应链，而且有进一步强化

在中国的制造和产业链体系的考虑。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发现，原本一些公司为了规避中美贸易

摩擦而在疫情前准备实施的迁出中国计划，在疫情之下反而放慢进度，甚至停顿下来。究其原因：

① 闫浩，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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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球经济衰退，企业资金紧张，投资意愿下降（中国经济形势趋好）。二是中国制造业产

业链集群优势无可替代。三是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在复工中展现出的管理能力让世界刮目相看。

四是看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理性的跨国公司企业家不会完全听命于个别政客的政治需要和主观臆想，一定

会理性地推动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性重构。对中国制造企业来说，目前因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

单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由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并不大。对此我们应

该有清醒的认识。疫情之后，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主体的东亚地区将因为人文传统相近、政

府治理能力较强、疫情恢复快、产业基础雄厚、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周边新兴经济体承接产

业转移能力较强等因素成为战后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即全球高端产业、高端人才和

技术资本向东亚转移，中国向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及其他中低收入经济体转移中低端产业，同时

承接全球中高端产业转移。届时，亚洲制造业高地将由两大生产体系构成：东亚全球高端制造

业基地和以中国为核心、覆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中低端制造业生产体系。中国位居连接

两大生产体系的枢纽地位，是亚洲制造业高地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将迎来产业升级的历史性机

遇。

为此，我们要审时度势，厘清全球产业链重组变化的方向和途径，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营造工业互联网时代的产业生态，加速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进一步巩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一是通过补短板确保关键产业链的安全可控。目前我国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短板包括：

石油天然气、关键基础材料、集成电路、工业软件、汽车、液晶显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医药品、

大飞机、核心半导体器件、数控机床等等。我们需要在上述领域持续有效发力，运用科技创新

实现技术和工业突破，尽快补齐短板，健全产业链。关键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和关

键零部件要实现本土化，确保关键产业链的安全可控，防范“一剑封喉”式的断链风险。

二是通过建设产业链集群增强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产业链集群是体现中国产业优势的产业

组织形式，其实质是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最适合产业发展的特定区域，通过产业创新优

势与区域集聚优势的叠加，通过全球化水平分工与产业垂直整合机制的有机结合，使组织获得

对环境的利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构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疫情之后，产业链重构要坚

持产业链集群的合理方向，积极培育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增强中国产业的

国际竞争能力。

三是通过主动布局拓展本土产业链的生存空间。中国美国商会的研究表明，疫情之后亚洲

新兴市场国家是跨国公司转移产业的首选目的地，我们要超前谋划、主动布局，以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为契机，继续深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把产业链的被动转移转化为

产业能力的主动“溢出”，把产业转移的过程转化为完善本土产业生态、拓展本土产业发展空

间的过程，建立外移产业与本土产业之间更加紧密的分工合作关系，提高外移产业对本土产业

核心技术的依赖程度，延长本土产业链的生命周期和持续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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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力推江苏经济稳步回归常态
张二震①

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听取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新形势下，

江苏如何聚焦“六稳”、聚力“六保”，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稳经济稳就业。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只有企业活了，整个经济才会活，

企业正常运转了，才有产出，才有就业，才有消费，社会经济才能恢复常态。可见，企业是经

济恢复常态的关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

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江苏各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各项惠企政策，千方百计保住市场主体。“苏

政 50 条”、南京稳企十条、苏“惠”十条、泰州“双十条”、盐城“二十条”、徐州“中小

企业 21 条”、“个体工商户 11 条”等政策纷纷出台，财政、税务、金融等多部门联合发力，

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企业“元气”渐渐恢复，经济活动重

现生机。省市场监管局统计数据显示，4 月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 25.5 万户，同比增长 52%，环

比增长 32.2%，增幅全面超越上年同期水平。日均新登记市场主体 8500 户，其中企业 2067 户，

分别较上年同期多 2900 户、300 户。截至 4 月底，全省累计市场主体 1087.4 万户，较上年底增

长 4%，增幅超过去年同期 1.2 个百分点，市场主体总体形势稳定向好。“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企业稳住了，运行正常了，经济就稳了，就业也有了保障，经济的长远发展才有坚实的微观基础。

以激活消费为抓手促进市场潜力释放。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社会经济生产、分配、流通、

消费的循环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重点，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从再生产角度看，没有消费就

没有生产。我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充分挖掘这一潜力，不仅有助于短期应对疫情危机，还

将释放巨大的长期发展动能。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内需潜力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

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要多措并举扩消费，适应群众多元化需求”。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涉及衣食住行、精神、文化、教育、娱乐、体育、健康等方方面

面新的、更高层次及更高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为扩大内需提供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

江苏多措并举，在全国率先推进各类商场、市场和生活服务业恢复到正常水平，激活消费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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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领导带头“下馆子”，促进餐饮业复市。南京提出“新消费”概念，提出优化消费供给，

打造消费品牌，释放消费升级“驱动力”；苏州设立“无理由退货”资金池，让消费者放心购

物。发放各类优惠券鼓励消费，全省各地财政共出资约 5.7 亿元发放各类优惠券。“五一”期间，

全省消费品市场累计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 2.3%，市场潜力逐渐释放。

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产业循环。疫情防控导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停摆”，直

接引发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对企业运行带来极大困难，危及制造业发达的制造业分工体系。

中共中央常委会 5 月 14 日召开会议，强调“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继续围绕重

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加强要素保障，促进上下游、产

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达产”。

江苏在畅通产业循环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作为实体经济大省，江苏特别注意呵护制造行

业的产业生态。江苏见事早，行动快，及时打通人流、物流堵点，放开货运物流限制，确保员

工回得来、原料供得上、产品出得去。产业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运

转。江苏特别注意加强省内外区域之间上下游产销对接，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江

苏各级政府加强对企业复工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特别是防疫服务和畅通物流管理，通过与

企业的沟通，及时梳理哪些事情是企业正常运行必须的环节，而受疫情防控的限制单靠企业无

法解决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打通交通运输“大动脉”，畅通“微循环”，做到“货

畅其流”。产业发展的“生态”恢复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自动引导企业恢复经济

活动。此外，江苏化危为机，抢占先机，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一季度，江

苏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数、计划总投资、完成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1.8%、37.9% 和 17.6%；江苏

5000 万元以上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2.9%。

以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推进对外开放。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

外贸外资基本盘”，对江苏尤为重要。江苏是开放大省，制造业已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

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中心。外资经济也已经深度融入江苏经济，成为江苏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

全球蔓延，对我省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了很大冲击。

江苏迎难而上、多措并举，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强化

外资外贸联动发展。将“稳外贸”与“稳外资”联动起来，将招商、安商、稳商等政策措施与

外贸发展的扶持政策等结合起来，实现“稳外贸”与“稳外资”的政策协调。通过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促使外资项目尤其是大项目不断落地生根。在当前跨国交易不畅的背景下，利用国

内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和市场规模优势，以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将关键和核心零部件

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向江苏转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4 月，全省新设立 892 个外商投资项目，

实际使用外资 10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全省累计进出口 1814.0 亿美元，同比下降 7.0%，

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0.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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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洪银兴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日前发布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强化竞争政策基础

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这是进一步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路径。

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公平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就如马克思所说，

市场只承认竞争的权威，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结果是效率的提高、供求

的平衡。市场充分竞争的表现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地点转移到另

一个部门和地点，其条件就是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

以外的一切垄断。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竞争政策则是政府为保护、促进和规范市场竞争而实施的经

济政策。竞争本身属于微观经济行为，竞争政策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需要国家实施支持和保护竞争的政策。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是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

竞争政策不是孤立的，在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体系中，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资源配置以竞争为基础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说到底是通过竞争机制配置资源，表现为各类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及其

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的自由选择也就是自主地选择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以及自

由进入和无障碍退出某个市场。生产什么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供求平衡取决于追求

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之间的公平竞争。怎样生产即采取何种生产方

式，取决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由此推进技术进步并提高生产效率。为谁生产取决于各类要素

市场的供求及相应的竞争，由此使最稀缺的要素得到最节省的使用，要素实现最有效率的组合，

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信号和优胜劣汰机制，促使资源流向符合市场需

要的行业、效率较高的企业。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也需要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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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竞争的作用。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就是要为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提供政策环境，包

括政府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放开对资源配置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等。

市场主体的培育以竞争为基础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是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企业的自主经营与自担风险联系在一起，实质是市场参与者承

担竞争的结果，不仅涉及收入的盈亏，还涉及产权的收益和损失。这是对市场主体最大的激励

和约束。市场主体的培育所需要的竞争政策涉及多种所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培育市场主体主要涉及两个方

面：一是从制度和政策上确保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处于平等地位，市

场竞争机会均等。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平等进入和退出市场，这就是所谓的竞争中立。

二是国有企业要强化预算硬约束。为企业经营困难而亏损提供各种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贷款

放松等软性预算约束，实际上是将企业的经营与风险承担脱钩，由此弱化竞争效应。强化竞争

政策的基础地位，就是要强化企业预算硬约束，使其依靠自身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来保持和巩

固主体地位。

产业组织政策以竞争为基础

产业政策是国家引导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的协调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涉及国家对产业的

选择、扶持、激励和淘汰等方面的政策。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竞争政

策属于产业组织方面的政策，不是像有人说的是在产业政策以外的政策。竞争政策在产业组织

中起基础性作用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产业组织的选择上突出市场机制的作用。虽然产业政策反

映政府意志，但是产业政策的实施主要依靠竞争机制：竞争性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竞争性选择

鼓励发展的产业，竞争性淘汰落后产业，竞争性建立上下游产业联系。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要求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

供给，其实现途径不能靠行政手段，而应经由产业政策提出产业发展方向，并且在环保、安全、

劳动者保护等方面严格标准，具体实施则需仰赖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依靠市场竞争

来去过剩产能和去库存。这样去产能和去库存更精准，效果更好。二是进一步完善反垄断相关

政策。市场上存在的垄断结构和垄断行为是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相矛盾的。垄断会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程度的垄断，因而有不同程度的竞争。面对不

同垄断（竞争）程度的市场产业政策，就会有不同的引导政策。以竞争为基础的产业组织政策

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减少垄断，无论是哪种市场，都要遏制垄断行为。

市场秩序建设以竞争秩序建设为基础

竞争是否有效，关键在竞争是否有序。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交易有成本，竞争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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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可避免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过度竞争和

竞争不足并存，“血拼式”等恶性竞争行为会使竞争各方不堪重负，严重浪费资源。所有这些

无序现象都会弱化甚至扭曲竞争效应。由此，提出市场秩序规范和建设问题。市场秩序建设以

什么为基础？最初的市场秩序理论以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为中心，主要涉及反垄断、反政

府保护等内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市场信息不完全等理论，提出了建立市

场竞争秩序的要求。我国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同时存在自然经济的残余，还有竞

争不足和竞争无序的现象。为此，市场建设的重点在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尤其

是规范竞争行为。这意味着，所要强化的竞争政策包含规范竞争秩序的要求，当前特别需要建

立和完善针对新经济业态的竞争秩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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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争得上海都市圈一体化
万亿级蛋糕？

沈晓杰①

长三角一体化只有从上海都市圈破题，才能使国家的宏伟战略迅速转为民众、企业和政府

同心协力的巨大行动。那么上海都市圈该如何划分？

长三角一体化只有从上海都市圈破题，才能使国家的宏伟战略迅速地转为民众、企业和政

府同心协力的巨大行动。

01、上海都市圈该如何划分，谁又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各种长三角一体化的议论中，常有人把长三角和东京都市圈放在一起做比较。确实，从

土地面积、人口分布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例来说，长三角和东京都市圈的数据相对比较近似：

长三角三省一市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3.7%，东京都市圈范围也恰好是占全国面积 3.5%；长三角人

口占全国总量 16%，东京都市圈则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长三角经济总量占全国 24%，东京都市

圈则高达 40%。这样比较下来，长三角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例还明显小于东京都市圈，

似乎把长三角和东京都市圈作对比更合乎情理。

但这种简单的比较忘记了最大的基量不同：中国有 14 亿人口，日本总人口则只有 1.26 亿，

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按美元计算，2019 年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 14.4 万亿美元，而日本是

5.21 万亿美元，为中国的 36%。最主要还是地域范围差别巨大。虽然在全国的比例几乎相同，

但长三角面积达到 35.8 万平方公里，东京都市圈则只有 1.34 万平方公里，只是长三角的 3.7%。

如果硬性把长三角和东京都市圈进行对标，甚至把后者作为前者学习对标的对象，这样的生搬

硬套只会适得其反。

都市圈的社会经济在地理空间和规划发展上有其自有的规律。“圈子”划得过大，都市圈

效应就会大大降低；“圈子”过小，又不能充分发挥和用足都市圈的效能。笔者曾经试图以“1+3”

的架构（上海，加上周边的苏州、南通和嘉定全域）来勾画，但综合权衡比较，还是“圈子”

画得过大。那么，现阶段的上海都市圈，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多大的范围更为合适呢？

经过多种系统权衡，笔者认为上海都市圈的划定，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的条件：

① 沈晓杰，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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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该在上海市中心 80 公里的半径范围内；

第二，应该有高速的轨道交通（高铁、动车），单有高速公路进出上海的城市会受到极大影响；

第三，单程的高铁上的通勤时间约为 20 分钟左右。

一句话，时间距离决定都市圈的划分和规模。

为此，笔者专门和东京都市圈的划分进行了比较。东京都市圈圈内小城居民到东京或都内

其他地方上班，大多数都是乘坐电车（相当于我们的城际铁路）。虽然速度不如高铁，但毛细

血管般的线路、大大小小的停靠站以及极为方便的快车换乘，弥补了电车速度的不足，使总的

通勤时间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这样条件相陪衬的，就是东京都市圈的半径，控制在70公里左右（见

下图）。据统计，东京上班族平均通勤时间高达 1 小时 42 分钟（单程 51 分钟），和上海近似，

比日本全国上班族平均通勤时间要少 23 分钟。

而相对应的上海都市圈，由于我们以高铁为主要交通工具，这使上海都市圈的半径可划得

更大些，但又因为缺乏毛细血管般的轨道交通拉长了通勤时间，半径范围又必须相对压缩，这

也是为什么笔者把半径 80 公里作为上海都市圈范围的依据所在。

划定好都市圈范围的标准，上海都市圈的轮廓也就应时（时间距离）而出。从上往下逆时

针方向扫描，江苏的启东、海门、太仓、昆山、吴江和浙江的嘉善、平湖都在其范围内。其中

昆山和嘉善现在已通高铁，而启东、海门、太仓、吴江和平湖，也将近几年内借助北沿江高铁、

南沿江高铁、通沪铁路、沪苏湖高铁以及沿海高铁中的沪乍杭铁路和启东到上海段等，陆陆续

续开通到上海的高铁和动车线路。这些线路有的已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通沪铁路），其他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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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在今后几年内建成通车。

按照这样的设想，上海都市圈由一龙七小虎构成，这也是目前最合适的上海都市圈组成。

虽然这“七小虎”中有的综合条件有待加强（如海门和平湖），“七小虎”外有的城市条件也

相当不错（如常熟）。但现在这样的构成应该是最合情合理的。

这里，我们不妨把笔者设想的“一龙七虎”的上海都市圈构想和对标借鉴的东京都市圈做

一个对比（见下表格）：

从上面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从整体上来看，“一龙七虎”的上海都市圈架构和东京都市

圈相比，虽然在面积、人口上比较接近，但在 GDP 的比较上相差较多。但这符合中日两国的

实际情况，况且这也为今后上海都市圈的扩容留有了空间。

02、上海国际大都市辐射，带来的一体化效应和影响

厘清了上海都市圈一体化最合适的架构，下面的问题，就是“七小虎”最感兴趣的，也就

是上海都市圈一体化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万亿发展蛋糕”红利。这对有些还陶醉在“千亿俱乐部”

（县域经济总量上千亿元）的“七小虎”来说，可谓是不可多得的“天赐良缘”。当然，这既

是最让“七小虎”从民众、企业到政府最兴奋、最感兴趣的议题，也是一些地方的“敏感话题”。

上海国际大都市辐射带来的一体化效应和影响，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早在 1997 年沪宁

高速公路开通之时，高速公路“时间距离红利”所带来的一体化效应就在当时反映出来。当时

强政府下的江苏各级官员，特别注重和善于利用沪宁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时间距离缩小”的红利，

主动对接上海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同时利用高速公路带来的新的地理优势，吸引包括台商

谁能争得上海都市圈一体化万亿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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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资在内的八方来客，沿着沪宁高速公路布局发展。从上海沿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开始，各

地都建立起一个个城市开发区（如昆山开发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苏州高新开发区、无锡开

发区和常州开发区等等），而且基本都是建在最靠近上海的城市东边。各开发区的业绩和规模，

似乎都和上海的距离成反比。可以说，1997 年沪宁高速公路的开通，打开了江苏沪宁高速公路

沿线全新的经济版图。“苏州速度”和“昆山现象”，就是沪宁高速公路最佳的结晶。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比沪宁高速公路晚一年通车的沪杭高速公路，似乎就没有带来同样

的“运气”。主要靠民企和民间撬动的浙江经济，似乎并没有从“高速公路红利”中争取到更

大的好处。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及都市圈的辐射效应究竟能带来什么？政府在对接上海的一体化上“强

作为”和听任自行发展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差别？ 20 多年来沪宁高速上的苏州、昆山和沪杭高

速上的嘉兴、嘉善的对比，会给人“强烈的震撼”。

苏 州

几十年前昆山在苏州地区被称“小八子”，经济总量在当时苏州所辖八县中排名时常垫底。

1978 年 GDP 仅为 2.4 亿元，但到去年已提高到 4045.06 亿元，41 年暴增 1685 倍，年均增长高

达 20% 以上。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 GDP 更是高达 24.26 万元（达 3.52 万美元），比 1978 年

的 466 元增长 520 倍，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约 3.6 倍左右。昆山已连续多年稳居中国百强县

第一，更荣获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七连冠”（福布斯），并还荣获过百强县综合实力、投

资潜力、创新创业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四个全国第一。长期研究“昆山现象”的南京大学张二震

教授认为：昆山已从高速度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

苏州的发展也是这样。去年全市的 GDP 已高达 19235.8 亿元，是仅次于北上广深和重庆后

的中国第六，也是全国地级市中的“状元”。同时，它更是以 33592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成为中国第一和全球第一制造大市，并发展成为常住人口超过 1000 万的特大城市。

嘉善 & 嘉定

而嘉善和嘉定，相对应的指标与昆山和苏州相比就显得“惨不忍睹”了：嘉善去年的 GDP

只相当于昆山的 15% 略多；嘉定去年 5370.32 亿元的 GDP，不到苏州的 28%。人口规模也在

500 万以下（2019 年常住人口总量 480.0 万）。

启 东

当年同样没抓住高速公路带来的“上海都市圈效应”的，还有江苏的南通，尤其是启东。

早在十几年前上海长江大桥和崇启大桥（崇明到启东，都是上海第一条直通苏北地区的高速公

路组成部分）宣布开建之时，笔者就提出：启东发展上海“后花园经济”的时代来到了，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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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学习苏州，主动迎接上海都市圈的辐射效应。但十几年下来，效果远不如当初设想。

如今，高铁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上海周边纵横密布的高铁和高速公路，正在使上海都市圈

一体化的发展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历史性转变。如果说，二十多年前“单打独斗”的沪宁、

沪杭高速公路，还只是打开了上海都市圈一体化辐射的起点，开启了上海的产业和海外的资本

沿着高速公路转移与布局，那么，今天高速轨道交通带来的更大的时间距离红利，高铁和高速

公路密布的立体交通网的建立，则使上海都市圈一体化空间体系能给都市圈“七小虎”带来的

远远不止产业和外资的红利，还包括从小城的人口消费到经济总量的倍增，从产业和实体承接

到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被空心化边缘化的“虹吸效应”的牺牲品，一举成为大都市的

共荣之地。

03、上海都市圈一体化给“七小虎”带来的红利和蛋糕究竟有多大

上海都市圈一体化给“七小虎”带来的红利和蛋糕究竟有多大？这里不妨做些简单的分析。

在上篇（《激活长三角一体化，从上海都市圈破题》）文章中笔者已分析过，如果上海都

市圈能够像东京都市圈那样一体化地发展，那么对于上海都市圈内的小城来说， 就意味着可以

给它们带来 650 多万的上海市民。不仅可一举弥补过去在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中被“虹吸”

的人流，甚至还将使这些小城镇的人口实现倍增，其规模在有些地方还将超过现有的居民人口。

在上图表格中我们已经知道，设想中的上海都市圈内的“七小虎”，现在的常住人口（个

别的户籍人口）总共加起来是 676.59 万，这正好约等于上海都市圈一体化后从上海外溢出来的

650 多万上海市民。尽管其中的 440 万人一开始仅仅会把这些小城镇视为在上海工作的“卧城”，

但他们终将和这些小城镇融入在一起，更会成为“七小虎”的市民，上海市区只是他们的工作

上班之地。就像在东京都市圈居住工作的“两栖人”一样。另外的 210 万上海来的休闲养老人群，

则会完全地融入当地的生活。

这 650 万上海人的到来，能带来多大的影响？让我们还是从最让人感兴趣的房地产及住宅

产业说起。按照都市圈这些小城镇最基本的住房现代化标准（人均 40 平方米），650 万人的到来，

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都需要新建 2.6 亿平方米的住房。而在上篇文章中我们已知道，上海都

市圈内“七小虎”的房价，最低的平湖每平方米只有 1.24 万元，最高的吴江也就是 2.05 万元。

我们取一个最近似中位数的每平方米 1.5 万元的住房销售价格来计算，仅房地产市场一项，就

能为这些小城镇带来 3.9 万亿元的住房市场。要知道，这七个县级市（或县）去年的 GDP 加起

来也就是 11228.32 亿元。仅此一项，就相当于这七个县级市（县）去年 GDP 总和的 3.5 倍。

但这还远远不是城市群大红包的全部。按照世界银行的模型（即每销售 100 元的住宅，可

带动 130-150 元的其他商品的销售 )，考虑中国的高房价和消费力相对较低的现实，以每 100

元的住房销售带动 33 元（三分之一）的其他相关产业增长（如建材冶金、家庭装潢、电器设备、

市政配套、交通物流和商业服务等）的标准来计算，就会发现住宅产业拉动的相关产业市场的

谁能争得上海都市圈一体化万亿级蛋糕？



长江产经视点·2020

354

空间也是高达 1.29 万亿元。仅这两项相加，就可以带来 5.19 万亿元的消费市场。

此外，210 万上海退休养老人群的到来，同样也带来一个规模宏大的康养市场。以偏低的

每人每年这方面支出 1.2 万元（月均 1000 元）为计，养老产业链上每年的市场也将新增 252 亿元。

650 万人的到来，同样还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210 万养老人群的消费基本留在了小城镇，

而 440 万人上班族计算有一半消费在居住的小城（算 220 万全员消费），以人年均 3 万元（相

当于 2017 年的昆山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430 万全员消费每年也可新增 1290 亿的消费市场。

由此不难看出，上海都市圈一体化给圈内小城镇带来的 650 多万人，不仅能给这些都市圈

小城带来万亿元计的 2.6 亿平方米的新增住房需求，还将给些小城镇的住宅及相关配套产业市

场带来几何级的爆发性增长。200 多万的抱团养老人群，也将直接激活和倍增当地的康养产业

发展。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房地产是中国延续了几十年的第一大消费产业；而养老和康养产

业，又是公认的中国今后将取代房地产的新的第一大消费产业。一老一新两个第一大消费产业，

不仅在上海都市圈内的 7 个小城可以实现完美的融合，而且还将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大跃进般的

发展。这就使“七小虎”不仅通过上海都市圈的融入，在经济规模上实现倍增，而且产业结构

上也可同步实现最佳化的转型升级。

其实，除了这两大“第一消费产业”以外，融入上海都市圈，还可以为这些小城带来其他

新的发展机遇。高速交通所带来的“时间距离”大大缩短的红利，必将吸引更多在上海发展倍

受土地空间制约的新兴和大型实体（如大型企业、大学新校区甚至大学城、大型科研基地和研

发中心等），到都市圈的小城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国内外发展的惯例。如总部在深圳

的华为，它新打造的投资 100 亿、占地 1900 亩、总建筑面积约 126 万平方米“最高大上”的

研发基地——欧洲小镇，就在东莞的松山湖。世界著名的丰田汽车城，也是设立在距名古屋 30

公里的小城——丰田市。全球一些最具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很多都是扎根在小城镇

中发展壮大的（如德国高斯海姆小镇的机床制造业、英国 Sinfin 小镇飞机发动机制造业等）。

至于国外著名的大学城，绝大多数都是在小城镇。都市圈内的小城镇不仅消解了大型实体在大

城市的过度拥挤和发展空间受限之忧，而且在营商的优惠政策等方面也可得到更多在大都市中

难以想象的奖励。这是一场多赢的结局。

正是因为上海都市圈能给圈内的小城镇带来过去难以想象的、前所未有的“超级大蛋糕”，

所以也引发上海周边城市一些“嗅觉敏感的父母官”的高度关注。毕竟，这是相当于新建一个

650 万人“特大城市”的超级大蛋糕，让“七小虎”竞合夺食。这样空前的历史机遇，谁也不

想放过，谁也不能掉以轻心。

笔者注意到，就在两个月前，苏州和南通签订《关于加强苏通跨江融合发展的战略合作协

议》的“重磅协议”。虽然名称是“跨江融合”，但敏锐的人都感觉到这是围绕上海都市圈的

“江苏布局”。正如两地的官媒所表述的那样：“苏州、南通都是江苏对接上海的桥头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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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海大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苏通跨江融合将成为江苏对接上海、长三角一体化探索的关

键一环。”这里还有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秘密”，作为苏州和南通的一把手“市委书记”，

都互为在对方城市成长起来的官员，这就使精于“系统推进”的江苏下起“上海都市圈”这盘

大棋来更加挥洒自如。而浙江方面，早在今年 1 月初就发布了《浙江省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行动方案》。其中也提出“主动融入上海大都市圈”，并豪情十足地提出“着力打造

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金南翼”。其实，无论各方在一体化的战略发展上如何“角力”，上海都

市圈一体化发展有一大因素不可忽略，这就是作为“龙头”的上海市一把手、市委书记李强，

此前不仅担任过浙江省长，而且到上海前还担任过江苏的省委书记。有了这样分别统领三地的

经历，在讲究“人际”的各地政府的协调中，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

上海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势必将引起和激活整个都市圈内新生动力的发展。而它们的竞

争和合作，必将产生新的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再造一两个“2.0 版的昆山”（不

再以制造业为主），再孕育几个“苏州的小兄弟”，也不再是不可实现的美梦。尤其是浙江，

这些年的发展势头和政策倾斜及创新更是锐气十足，嘉兴更有条件充分发挥其绝佳的地理空间

优势。这为良性竞争、共赢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万亿级的上海都市圈一体化大戏，究竟鹿死谁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谁能争得上海都市圈一体化万亿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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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思路有效推进新基建
陈  柳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之一就

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发力新基建，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可谓正当其时。我们要准确把握新基建的内涵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顺应新基建新特征精

准施策、主动作为，努力取得更多新成效。

新基建具有新特征

新的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型基础

设施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内容。可见，在过去若干

年逐渐补齐铁路、公路、港口、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短板的基础上，新基建强调调整对抗经济

下行的传统投资领域，比如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

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以及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

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新的主体。新基建的领域更多的是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游，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同时

投资强度更多的是决定于市场主体对投资收益的预判，相对于市场主体，政府部门的直接投资

在新基建中并不具备专业领域的优势。新基建的投资主体不能仅是依靠政府或者是政府各类平

台，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拓宽融资来源，政府资金主要应该通过奖补方式引导社会投资。

新的布局。传统基建基本是各级政府主导，更加强调公共产品的公益属性，各个地区通过

财政和政府融资开展建设，但新基建则需要因地制宜根据产业规律进行布局。因此，新基建将

会根据要素禀赋的差异在某些地区形成聚集。比如，贵州利用气温和电价优势大力发展大数据

产业；上海提出加快布局全网赋能的工业互联网集群，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系统与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搭建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群众》（决策资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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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思路有效推进新基建

新的内涵。新基建固然引致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更重要的逻辑是通过产业

转型升级带动更多的企业投资，同时新基建通过支持和推动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发展壮大，提升

经济运行全要素生产率。新基建不是为基建而基建，而应围绕新产业发展和新业务场景需求，

加强其商用进程，实现二者螺旋式、交互式迭代创新。新基建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可能不会像传

统基建那样立竿见影，但可为新技术人才提供就业，因此不能按照传统基建那样简单采用短期

投资增量来评价新基建的效果，其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牵引作用需要放到同等重视的程度。

推进新基建须有新思路

一是要把新基建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新基建的领域与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有关，

自身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基建的投资与建设会拉动上下游和软硬件领域的

巨大需求，为重要产业的国产供应链提供发展机会和进步空间。新型基础设施会为更多的产业

和应用提供基础环境和条件，从而衍生出更多的产业和企业，提升整体的产业结构水平。此外，

新基建不仅仅是一种新增量，更是对存量具有很大的效率提升效应。传统产业需要借助这些新

型基础设施，尽快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因此，在新基建推进的同时，传统产业

的技术改造需要同步进行，这本身就是一个普遍的规模较大的技术投资过程，有助于整个宏观

经济整体效率的进步。

二是要打通新基建与新型消费之间的通路。在线娱乐、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智慧零售等

新消费业态依赖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基建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支持下游更多应用，其最

终规模取决于新消费能够开拓更多创新空间。因此，提升新基建的效率不能就建设抓建设，而

是要进一步广泛地、根本地提升新消费体验。在一定意义上，新消费为新基建指明投资方向，

明确发展目标。数字平台呈现出显著的网络效应，使用者越多，对使用者的价值越大，需要尊

重和提炼消费新趋势，挖掘阻碍消费升级的共性难点堵点，着力为新消费打造更扎实的平台基

础。与此同时，广大市场主体应该充分借力新基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渠道，力

争创造出更多更好满足大众需求的消费业态。

三是要顺应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努力拓宽投融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方式，进行分类指导，

积极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涉及带有新基建属性的成熟基建模式，可以以债权融资为主，

同时投融资模式以政府性为主、市场化为辅；工业互联网、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由于自

身的高风险和高投资回报率，未来收益不确定程度高，可以鼓励风险偏好更高的股权资金积极

参与；而对于新基建投资可以获得稳定收益的项目，则更适合于精细化的市场化资金。近期政

策层面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募 REITs 试点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电信基础

设施如 5G 基站、数据中心等具有长期可持续的租金类收入，应当加快在新基建中推行 REITs

模式。

四是要把握国际竞争的方向。当前国际经济争端和贸易摩擦加剧，逆全球化的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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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不仅承担投资功能，更承担自主创新功能。要加速推进智能技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推

进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基建的融合，畅通软硬网络连接通道，努力通过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产业链、

供应链、创新链的薄弱和被动环节，通过新基建的统筹规划着力实现基础、关键、核心部件、

基础科研平台、通用软件、协同创新组织等各板块的稳固和自主可控。

抓住机遇有效推进新基建

努力抓住宏观层面的机遇。新型基础设施是技术支撑的外在表现，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保障。江苏要发挥自身优势，努力确立在先进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地位。一是对接好

移动、联通、电信、电网等新基建国家队在江苏的机构，解决好新基建的土地、能源、环保等

建设前置条件的配套。二是促进新基建与工业数字化协同推进。充分发挥江苏制造业特色，布

局 5G、F5G 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并推动下游工业场景应用，实现融合发展。三是政府主动开

放场景推进新基建的应用。通过场景开放，企业得以不断将核心技术与场景深度结合，以应用

推动研发，让城市拥有智慧的大脑。

支持中小企业广泛创业创新。新基建支持的领域技术更新、产业业态模式迭代速度快，要

从企业培育成长的一般规律入手，转变发展思维，更大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特别是要

构建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创业创新支持机制，如制定中小企业创新研究、技术转移、创业合作

等扶持计划，通过鼓励兼并重组、融资支持等推动中小企业创新成果技术成果产业化等。通过

将政策更加侧重于普惠型营商环境的塑造，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公

平准入，创造机会均等，致力于为每一个创业者提供一个工位，形成创新创业的汪洋大海。

培育数字经济生态环境。数字经济发展是新基建的重要目标。数字企业大多是轻资产企业，

对发展环境非常敏感，在对外招商和服务企业上要高度关注这一特征。一方面，不断优化政策

环境。可以借鉴深圳的做法，在数字产业领域引入知识产权筛选机制，不要笼统规定对企业固

定资产规模的支持门槛。加强对数字内容发展和软件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与数字经

济相关的政府基金和风险投资。另一方面，着力完善数字经济的商业生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

运用的便利化、提高政务数字化水平等方面是数字生态的应有之义，要促进企业应用、政府应

用与社会应用形成合力，实现“数动江苏”的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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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需求是否已经达峰？

石油需求是否已经达峰？
施训鹏①

6 月 18 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溢价 30% 收购了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完成了全球第一大石油商

对全球第四大化工企业的收购，这也是今年全球最大的收购交易。也说明沙特进一步整合石油

化工的上下游，强化生产能力。但是从目前的整个石油市场的发展变化而言，则存在一个比较

大的疑问，全球石油需求是否已经达峰，是否还有空间？

国际能源署（IEA）于北京时间 6 月 16 日下午表示，预计 2020 全年的原油需求降幅将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IEA 在刚发布的月报中认为，今年第二季度封锁措施的影响最为严重，原油

需求相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1780 万桶 / 日，这一降幅创下了单季度的历史纪录，不过相比该组织

此前的预期要小。它同时预计，2020 全年的原油需求预计同比将减少 810 万桶 / 日，2021 年石

油需求比 2019 年仍旧低 240 万桶 / 日。

另外一个权威机构，美国能源情报署（EIA）和 IEA 预测基本相似。EIA 在 6 月份最新的

短期展望中认为，2020 年全年全球石油和液体燃料的平均消费量将为 9250 万桶 / 天，比 2019

年减少 830 万桶 / 天，2021 年需求仍旧比 2019 年低 110 万桶 / 天。

不过，EIA 早前的预测更加乐观。2020 年 4 月，EIA 的预测原油消费 2020 年底之前回升至

1 亿桶 / 日，全球年度消费量仅减少 520 万桶。并预计 2021 年的每日消费量为 1.02 亿桶 / 日，

比 2020 年高出约 700 万桶，比 2019 年的 1.008 亿美元的水平高出 1％。

这种日渐悲观的预期，意味着新冠疫情的影响超出预期。今年以来，各国旨在减缓新冠病

毒传播所采取的封锁措施，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即便在 OPEC 及沙特大幅

度减产、最近两个月油价将近翻番的情况下，油价相比年初，仍旧下跌超过 40%。长期看，一

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新冠疫情会减速全球石油需求峰值的到来。需求达峰后，石油需求不仅

不再上涨，而且会持续降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3 月份发布报告称，石油需求预计 2040 年或更早到达峰值。在

当前疲软的石油市场情况下，有观点认为，全球石油需求峰值已经到来，未来几年全球石油的

消费将徘徊在 9500 万和 1 亿桶 / 日之间，然后掉头向下。

支持石油需求已经达峰的首要的理由是燃油车的效率提升可能会抵消人口和运输需求的增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澳大
利亚能源转型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本文首载于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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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个重要的参照是美国的情况。美国的原油需求在 2005 年达 2080 万桶 / 天的峰值后，尽

管人口增长了 2000 万，汽车行驶里程也增长了近 10％，但 2019 年美国的石油消费量仍然低于

2005 年的水平。

其次是交通电气化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大力推进电动汽车。氢能驱动的

燃料电池车，也被广泛地提上议事日程。一些国家甚至制定了淘汰燃油汽车的时间表。有分析

认为，在保守的预测中，新能源汽车在 2050 年的中国市场渗透率也将达到 40% 以上。

上述分析都没有考虑到本次新冠疫情对石油需求的深远的负面影响。新冠疫情可能会对全

球石油需求造成永久的损害。一个众所周知的因素是消费者工作方式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几乎

每个工作的个体消费者及其雇主都体验到了在家办公的优劣势，但研究表明在办公室工作和远

程工作之间取得平衡是最理想的。疫情以后，在家办公应该比疫情以前更加普遍。Facebook 甚

至宣布员工可以永久在家办公。这种改变对于中国和东亚这样缺乏灵活工作文化的国家来说，

可能更加明显。这些变化大大减少了通勤需求。

更宏观来说，由于各国、各地的封锁，众多的会见、会议和会展被取消，航空运输被大幅

度削减。依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2020 年航空客运量将比 2019 年下降近 55%。这种长

达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准自然试验，让很多组织和个人意识到很多面对面的会见可以避免，或者

在线实现。“云”会见不但省去交通成本，而且会节约旅行和会见的时间，一举多得。这种“云”

化会见会大大减少航空运输需求，或多或少会遏制航空燃料蓬勃发展的势头。

从生产侧来说，新冠疫情导致各国重新思考其供应链安全。本地化生产成为发达国家重新

考虑的选项。这种逆全球化的举动，会减少全球产业分工以及随之的航空和航运需求。

当然，随着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对化工原料需求将大幅上升，带动对石化

产品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会抵消燃料下降的影响。但是，化工原料用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例较

低。2017 年在 OECD 国家，这一比例仅为 14%，而交通运输用油占 63%。交通领域的需求变化，

决定了石油需求的总体形势。

由于新冠疫情的长远影响，虽然还不能判断全球石油需求是否已经达峰，但是可以肯定，

需求达峰一定会提前。石油以及相关行业必须认清这个新形势，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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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刘志彪   凌永辉①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面向未来，我们

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新优势。此前，在 5 月 1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

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表述，意味着中国将对发展战

略进行重大的调整和转变。

如何理解“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笔者认为有三层意思：一是面对逆全球化杂音，中国

要继续坚持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二是未来的发展进程不能仅仅依

靠、依赖和利用国际市场，需要更加注重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以此构建独立的国内经济循环

体系；三是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把自己封闭起来发展是要不得的，要想办法参与和带动国际

经济循环，把国内国际循环统筹起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不同于过去的新的发展格局。

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积极应对当前外部环境严峻变化和推进国内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在“逆全球化”倾向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目前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松动、分离的严峻形势，未来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撕裂或脱钩的

风险。在短期内，我们要通过更快的复工达产、更多的国际合作、更大力度的开放等措施，去

竭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从中长期看，则应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纠偏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失衡的现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实现中国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大国经济优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揭示的“国内市场效应”

原理表明，在一个存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需求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凌永辉，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本文原载于《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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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这就意味着，国内大市场循环可以支撑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在功能上实现互补，而国内市场需求较小的小国经济则不具

备这种优势。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大国均具有一个共性特征，即通过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进

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向国际市场扩张，这是一种典型的“先内后外、内外并举”的发展路径。

然而，我国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在过去的发展格局下却呈

现长期分离趋势，突出表现为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过去

在出口导向战略下注重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长期忽视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培育和开发，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大国经济优势的发挥。诚然，出口导向战略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

该战略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是依赖于一些内外部条件的，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如要素成本上

升等），出口导向战略的负面影响也就凸显出来，尤其是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所产生的割裂效应。

因此，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要任务就是转变以出口导向为特征

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国内市场效应作为国内经济循

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连接“桥梁”。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具体路径

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关键着力点，在于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其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指导，推进本土企业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中国经济过去以

廉价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是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相一致的。然而，静态比较优势无

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些特定产品上拥有技术优势，因而不适用于指导中国在赶超

战略下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目标。相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大国经济国内市场对内

生创新的引致作用，而大国经济具有规模性、内源性、多元性等特征，这意味着本土企业可以

更容易地利用国内市场获得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等创新前提，如果某种特定产

品的创新一旦成功，就能在全球产品市场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尤

其是对于一些作为产业基础的关键部门（如半导体的加工设备、电子产业的高档芯片等），是

我国产业链体系中明显的短板，同时也是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下缺乏竞争力的部门，但这些部门

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必须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进行“扬长补短”。

二是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培育本土的“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在国内价值链中，

地理临近效应（既包括地理空间邻近，也包括文化习俗邻近）使得本土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的联

系更为紧密，进而更容易获取领先用户、细分市场等需求信息。这样一来，一部分企业就可以

通过掌握领先用户获得先行者优势，且最有可能成为该行业规则的制定者，有利于实现从供应

商角色到发包商角色的转换，以及从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者”到国内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

制者的转型，同时也有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抓住细分市场的商业机会迅速填补市场缝隙，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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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分市场上精益求精，最终成为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企业。

三是以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在近期的疫情冲击下，

全球产业链的纵向分工或将趋于缩短，进而导致跨国技术溢出减缓、贸易一体化规模收缩，但

在横向分工上或将趋于区域化集聚，这反映了原先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生产工序和环

节，将回缩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内或若干邻近国家组成的区域内，形成产业集群式发展。在

这种内向化的演变趋势下，产业集群与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联系有望得到改善。实际上，产业

集群是市场经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政府可以在产业集群初步成型之后有意

加以培育，尤其是发挥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若干产业集群与国家创

新体系形成对接，使之成为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四是以“互联网 +”数字经济为契机，促进存量优化和增量创新相结合的产业结构调整。“互

联网 +”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互联网与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的嵌套、融合，重塑整个产业链

上下游生态。一方面，用数字经济改造传统产业，延长产业生命周期，优化经济存量；另一方面，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社会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创新经济增量，

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譬如，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先后共有近 100 个城市设立了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验区利用“互联网 +”搭建了线上“单一窗口”和线下“综合园区”平台，

不仅使政府部门间可以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而且也有利于汇聚物流、金融等

配套设施和服务，进而为跨境电子商务打造完整产业链和生态圈。跨境电子商务为推动经济一

体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极大地拓宽了本土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

五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关键技术谱系的国际生产

体系。在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程度松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合

作机遇，不仅要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而且更要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国内价值链相互衔接，在

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本土龙头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主

的国际生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横向分工的区域化集聚趋势中，中国应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

度，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布局这种“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体系。譬如，在当前疫情

仍然严峻的形势下，可以把抗击疫情与新基建相结合，为沿线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

服务和物资，在网络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等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援助和加强合作，这是应对中国

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松动的具体办法之一。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政策取向

第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我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国内市场的高

质量供给。具体来说，可以以产业创新为主要抓手，积极探索和试点科研成果按照市场规律实

现高效率产业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发挥我国所有制经济协同优势，使较多分布于产业链上游

的国有企业和较多分布于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在动态竞争中形成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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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支持的关系。

第二，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改善国内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扩大内需规模和优

化内需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富民水平是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终点，也是重点和难点，需要从

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两个方面共同发力。尤其是在当前疫情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下，可以采

取多种优惠组合政策，分步骤分阶段地补贴广大工薪阶层，提振国内消费能力。

第三，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

思潮上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发展国内价值

链的根本驱动力，但不能将其与“闭关锁国”画等号，相反，要以更加开放的理念来促进国内

经济循环。建议加快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来吸引全球跨

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最后，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中的容错纠错机制。我国仍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构

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协调和创新，健全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是鼓足

干劲、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而且，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门类齐全、体系完整、规模庞大的产

业体系，也都意味着我国对于新的制度或政策拥有更大的进退余地。可以说，健全完善的容错

纠错机制是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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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吴跃农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是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意见》

提出七个关键领域改革举措，几乎都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为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

放指明方向，对加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领会《意见》精神，要与

民营经济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促进作用联系思考。

完善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同样有责

民营经济诞生、发展、壮大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厚实土壤，民营经济具有要素

市场配置资源和追求市场效率的本质属性，是服务和完成党的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的重要力量。

《意见》强调重视和发挥好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积极作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健全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政策、法治和社会环境，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

和招投标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等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

壁垒，营造民营经济等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要素资源、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

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完善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同样有责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和政府都要真心实意

致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同力革除非市场配置的寻租危险和降解乱出手的失策风险，以“亲而

有界、亲而有据，清而有责、清而有为”政商关系相互制约、相互协同、相互提升，合力达到

政府部门权力透明化、服务化的“政不扰企、企不媚政”的政商状态。

政府有为在有为之处。在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要素市场资源配置、健全完善金

融体系、平等放开市场准入等方面深化改革，推动政策落准、落稳、落细、落实，形成更为有

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民营企业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中生存发展。政府规划经济发展战略、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长江产经视点·2020

366

制定经济发展目标，通过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中远期发展策略、全程全领域监管、

吸纳民营经济的积极建议作出政策反馈，增强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的协同合力性，在促进市场

竞争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和降低市场耗损，坚决防止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的混乱盲目现象。

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限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素市场中最核心要素是人才市场化配置流动，在这些方面，《意见》

及跟进的落实举措要有更大的制度设计突破。

我国要向科技创新转化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目标前进，要涌现更多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实现

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并举和“一带一路”新全球化，必须要破除人才流向民营企业的全部体制

性限制，实现“促进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完善企事业单位人才流动机制，畅通人才跨所

有制流动渠道”。为此，《意见》提出要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在制度层面为民

营经济人才流动全力提供智力支撑：“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改

革完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形成机制和组织实施机制，更多支持企业承担科研任务，激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绩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技术成

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这些相关政策在顶层设计和现实

通行措施层面，有望帮助民营经济蓄积科技创新力量，呼应和支持民营经济突破人才体制阻隔。

优秀的民营企业是“量才用人”的灵活人才机制实践者，其用人制度具有点面联动的社会

效应，但长期以来社会广泛层面上的联动呼应不够。《意见》致力于拆除科技创新人才有形无

形藩篱，增加民营经济对科技创新人才实现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吸引力。笔者相信，优秀民营

企业的人才观契合国家创新发展需要，并将进一步影响全社会。优秀民营企业普遍性获得对人

才的技术资历、学历、高级职称的裁量权，并“一视同仁”纳入国家人才评价体系，将民营企

业吸引科研创新人才的公共服务优惠待遇纳入政府引智体系，使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使用

和认定，具有与公务行政、科研院所“通行通用”的功效，如此将影响科技创新人才要素释放

和流动，科技创新人才流向民营企业会更畅通，他们的才智发挥会更充分，社会经济效益才能

达到最大化。

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与改进

民营经济的发展，本质上要求通过市场化配置获取要素资源。因此，减少政府对要素市场

的过度干预，同时实施有效的价格监管，坚持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行政垄断、行业垄断，

推动基础产业、能源行业改革，推动资金、土地、劳动力等市场和电力石油等重要资源产品价

格合理化，推动形成市场价格，鼓励民营经济进入等，有利于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创造力和

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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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质是通过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资源配置

方式的优化与改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其实质就是一部凝聚劳动力、扩张劳动力的要素流动史。

企业家和劳动者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契合企业家精神，不断提升着社会经济整体水平。

民营经济是运用数据要素、数字资源和经济数字化发展的开拓者，是金融数字化创新的先

行军。民营经济金融数字化创新在建设无现金社会转型中与央行、国有银行有更广阔合作空间，

有助于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的、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体系。疫情之后，民

营经济在运用数据要素方面继续一马当先，并将在“新基建”和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

融合上继续发力，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民营经济更是土地要素、土地新政的积极实践者。“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为民营经济搭建

了更为宽广的发展舞台。民营经济在美丽乡村建设、农业现代化集约生产、数字化生产、工厂

化无土栽培、农工土地双层一体化使用、建设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获得农村土地要素的有效配置，

将意味着民营经济有新的发展天地。

促进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意见》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一致，对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内涵构成有明确界定，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有决定性规制和关

键影响。

民营经济是《意见》强调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的分配制度和“坚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积极推进者。

在企业创造市场价值的过程中，企业家的才能秉赋是决定性因素，必须承认企业家的知识

资本属性、企业家才能的生产要素本质，承认其组织生产承担的企业责任和市场风险的经济才

能非他人可类比性，坚持民营企业家薪资分配价值中立原则和非道德化原则，对他们的创业创

新创造收益必须充分尊重，且充分保障。

同时要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一是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健全企业工资

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民营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三方协调机制，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强

化工资收入支付保障制度，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生产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让全体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二是积极配合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

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积极弘扬企业家精神

和工匠精神，使“知识、技术、管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尤其在民营经济的生产分配中，

更为积极地反映其对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贡献。

民营经济是促进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的重要税赋之源。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进行的再分配，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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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部分国民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

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其中，强化税收调节至关重要，

特别是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更好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民营经济是

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贡献了超过五成的税收，未来将要以更高质量的发展、全球化的产业链

布局，作出更丰赡的税收贡献。

民营经济是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积极力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以

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文化传统和社会公序良俗等影响，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日渐

增强，更加自愿通过民间捐赠、光彩事业、慈善事业、社会紧急救济援助、志愿行动等方式济

困扶弱，积极投身“万企帮万村”、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减贫事业，已成

为第三次分配的积极贡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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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赋能”再认知

传统产业“赋能”再认知
程俊杰①

不论是从产值规模，还是从国际竞争力来看，传统产业都是我国实体经济中极为重要的组

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江苏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进一步

提出，要坚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共同发力，不能一味“喜新厌旧”，传统产业通过“研磨”

技术、“嫁接”智能，完全可以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焕发新生机。但目前对于传统产业仍存

在很多认知误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认为传统产业是低端、低效的，并将其看成过时的产业。

这种认知对于江苏更好发挥传统产业作用、应对经济下行巨大压、在高质量发展上继续走在全

国前列是非常不利的。

传统产业并非是低端、低效的代名词

传统产业是上一个发展阶段保留下来的一系列产业。它并非专指制造业或劳动、资本密集

型产业，能源、采矿等一些非制造业门类及与普通居民生活消费紧密相关的服务业均有可能是

传统产业；它并非专指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传统产业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它也并非专指

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成长空间有限的产业，那应该是成熟产业或衰退产业。对于我国来说，

当前的传统产业是工业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一批产业，多数是资源型工业及非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完备了我国产业门类，亦为推动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传统产业是一个“四性范畴”。一是成熟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工艺

相对成熟稳定，主要依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二是产业生命周期进入成熟期，产品需求弹性较

小，成长速度放缓。如，近十年来，我国水泥、钢铁、汽车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平均年增长 3%

左右，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 10%。但正因为成熟，所以往往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

二是竞争性。技术、工艺相对成熟，产业技术创新难度较大。研究发现，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

段的创新率呈现明显差异，成熟期较之前要低。因此，传统产业相对而言进入壁垒较低，市场

结构偏向竞争。三是相对性。传统产业的内容不是绝对的，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先发地区的

传统产业可能是后发地区的新兴产业，这也是产业转移的内在逻辑。当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

就是要正确认识发展的阶段性并尊重产业分工的客观规律，避免陷入“只要是别的地区转出的

产业一律不要”的认识误区。四是动态性。某个产业是否是传统产业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传

① 程俊杰，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任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群众》（决策资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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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产业与新技术融合后亦可成为新兴产业。二战后，比利时为鼓励产业创新，建立了一批共性

技术研究中心，覆盖几乎所有现在看来的传统产业，这些研究中心随着经济发展、产业演进也

在不断进行调整，如部分装备制造业被分离并专门为其成立了技术产业研究中心，纺织业虽然

1950 年就已兴起，但直到 1975 年才成立研究中心。

没有低端的产业，只有低端的技术。毋庸讳言，传统产业大多是研发活动不密集的低技术

产业，但其对经济的重要性和特有的创新能力不能被轻视。德国有约一半的产业工人就业于低

技术产业，创造了接近 42% 的工业增加值。事实上，低技术产业同样具有创新性，主要体现为

持续对已有产品进一步开发，及时响应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工匠精神实际上就是对于这类创

新活动的完美体现，例如，在圆珠笔头、高铁防松螺母等看似不起眼的高端零部件制造领域，

日本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相当高。因此，低技术产业同样可以培育出“隐形冠军”，过度偏

好研发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实际上是对价值链升级路径的误解。

传统产业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产业。以美国为例，2018 年，作为传统产业的纺织业与 1947

年相比产值仅增长了 4.3 倍，而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了接近 100 倍，1947 年后者产值

不到前者的 30%。虽然传统产业由于进入成熟期甚至衰退期，规模增长有所放缓，但是生产率

并不低。2018 年，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是纺织业的约 16 倍，但增加值率仅为 2

倍左右；1987—2018 年，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比纺织业仅高约 5 个百

分点，但前者产值年均增速比后者多出 5 个百分点以上；纺织业细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

速差异较大，高低差距超过 10 倍。

因此，传统产业与低端、低效并无必然联系。恰恰相反，由于对产出、就业、中间投入等

方面的贡献，传统产业比新兴产业更能影响国内价值链，不仅对国内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

传统产业面临再次赋能的机遇与挑战

不断赋能是传统产业永不过时的关键。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传统产业进入成熟期后并

不一定走向衰退。1947—2018 年，美国纺织业的发展呈现出“多峰”态势。1990 年左右，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集

成制造（CIM）等，纺织业一改颓势，重新迸发出快速增长势头；近年来，由于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的兴起，纺织业再次展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当然，除了技术，市场与政策也是传统产业

焕发新生机的另外两大重要因素。当前，我国传统产业发展正面临着再次赋能的机遇与挑战。

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当前，以数字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为代表

的新科技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开展。这种颠覆式技术创新降低甚至消除了很多传统的行业

壁垒，掌握先进技术的潜在竞争者得以快速地进入和替代原先占据垄断性主导地位的企业，于

是不同产业的内涵和边界产生融合。你很难清晰区分像阿里巴巴、苏宁、海尔、无印良品等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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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属于哪个行业。同样，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范式的更高频、更快速变化也深刻改变了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边界。例如，传统的纺织产业运用高性能纤维就变成新兴的新材料

产业，传统的汽车产业采用清洁能源作为动力、无人驾驶技术就成为新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智能汽车产业等。

国内市场变化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国内市场正表现出两大变化：一方面，以市场

一体化为重要内容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将会进一步扩大传

统产业的市场规模；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市场需求的质量得到提升，结构出现变化，

个性化定制趋势越来越明显。当前，国内很多传统产业面临的产能过剩，实质上更多是产品不

适应市场需求所致。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自主品牌只有基于内需才能够发展起来，

国内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是我国传统产业品牌成长的最佳机遇和主要空间。

全球化新趋势迫使更加注重产业自主可控。国际上，以中美经贸争端为典型表现形式的大

国竞争将长期存在，为此我国作出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大部署。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业自主性、可控性和安全性。这不仅是针对新兴产业

提出的要求，更是对面广量大的传统产业提出的要求，应将其视为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的绝佳契

机。为摆脱技术依赖，不少传统电器企业，如海信，转型进军芯片市场，不仅在电视画质超高

清芯片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亦带动了国内电视芯片企业的崛起，使国产芯片的市场占有率超

六成。传统产业插上了自主可控的“翅膀”，将可以“行稳致远”。

以“四位协同”为导向实施传统产业升级

建设由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要素协同发展——即“四位协同”

的产业体系，不仅是传统产业升级的微观本质，而且是江苏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导向和思路。

根据系统耦合协同度评价，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不高是制约江苏传统产业“四位协同”的最主

要因素。为此，需要重点采取以下四项举措。

更加注重传统产业创新。当前，财政支出的创新资金绝大多数投向了高技术的新兴产业。

但应看到，创新没有唯一的最佳方式，创新也并不只发生在高技术领域或主要通过研发实现，

不应排斥或歧视低技术的传统产业在开发新产品和改善工艺、流程、功能等方面做出的创新努

力。可以借鉴德国补贴创新产品、工艺和服务的经验，制订传统产业创新计划，以鼓励传统产

业更高效、快速地吸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成果来影响市场。

实施传统产业人才工程。由于吸引力不足，传统产业普遍面临研发人员、企业家等高端人

才与高技能技术工人的“双重短缺”。实施传统产业人才工程，除了要补上职业教育短板、构

建低技能工人培训的长效机制外，更重要的是完善人才评价、激励和服务机制。比如，弘扬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在荣誉称号、物质奖励等方面让工人技师也有相应的地位和身价；提高“创

新溢价”，鼓励企业以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等方式对作出巨大贡献、取得创新成效的人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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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股权激励等。

推动产业集群治理提升。传统产业升级依赖于本地化的产业集群支持，特别是在创新成果

的市场应用环节尤为重要。除了重点培育的 13 个先进产业集群，江苏传统产业集群比例超过

80%，虽然很多地区已经实现了企业的空间集聚，但企业之间的交流、竞合活动却并不多，更

远未形成具有开放包容性和根植性的产业组织网络。因此，应着力提升产业集群治理水平，促

进组织变革，鼓励集群内企业之间相互合作，推动产业集群技术共生、利益共享、组织共治，

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

鼓励企业加快兼并重组。传统产业升级的过程也是新产品、新技术采用和扩散的过程，由

于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企业不断地进入、退出，推动要素逐步实现有效再

配置。除了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模式、减少信贷配给和金融错配、消除企业尤其是国有企

业和支柱企业预算软约束外，还应该设立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为主的引导基金，发挥资本市场

作用，加快企业开展兼并重组。要转变当前以行业内土地、设备等资源整合为主要动机的重组

思路，把推动传统产业兼并重组上升到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战略高度，鼓励行业间产业关

联强的企业进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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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所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所在
吴跃农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的很多改革举措都是围绕怎么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对这一点

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增强信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落实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提出七个关键领域改革举措，几乎都与民营经济发展

相关，为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指明方向，对加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我认为，领会《意见》精神，要与民营经济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积极重要的促进作用

联系思考。新时代党和国家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民营经济配合、协同、参与，积极有为，

民营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之源，既是市场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得益者，也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生力军，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促进者。

促进市场经济

民营经济是市场主体。当前我国市场主体超过 1 亿户，其中 90% 以上是面广量大的民营经

济，这充分体现了民营经济的人民性。

《意见》强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意见》强调重

视和发挥好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积极作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

政策、法治和社会环境，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民营

经济等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民营经济等

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

境。

民营经济需要有为政府。不要政府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行不通的，让政府包办市场、

消解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作用同样行不通。市场经济改革，既要防范化解市场失灵，也要防范

化解政府失策造成的经济失势失能。因此，民营经济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希望政府有

① 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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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市场有效，希望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促进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同样担责。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和政府部门都要真心实

意致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双方同力革除非市场配置的寻租危险和降解乱出手的失策风险，以

“亲而有界、亲而有据，清而有责、清而有为”政商关系相互制约、相互协同、相互提升，合

力驱动，达到政府部门权力透明化、服务化的“政不扰企、企不媚政”的市场化中政商相互状态，

政府放手要素市场资源配置，只在要素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和经济社会危机及紧急状况之时插手

干预。

政府有为在应为之处。在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要素市场资源配置、健全完善金

融体系、平等放开市场准入等方面深化改革，推动政策落准、落稳、落细、落实，形成更为有

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民营企业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中生存发展而非其他。市场有效在充分

市场化资源配置之中，这也是更好发挥政府有为作用的相互制约性关系。政府通过经济发展战

略、经济发展目标规划，通过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中远期发展策略和全程全领域监

管以及充分吸纳民营经济市场主体信息和积极建议作出政策反馈，有效弥补挽救市场失灵，增

强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的协同合力性，在促进市场竞争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和降低市场耗损，

坚决防止出现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的混乱盲目现象。

促进科技创新

民营经济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生力军，是释放科技创新能量的促进者。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要素市场中最核心要素是人才市场化配置流动，这是所有要素之要素、决定性要素。

在这些方面，《意见》及跟进的落实举措均指明有更大的制度设计突破。

我国要向科技创新并转化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目标前进，要涌现更多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实

现中国制造与中国智造并举和“一带一路”新全球化，必须破除体制性人才流向民营企业的全

部限制，实现“促进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完善企事业单位人才流动机制，畅通人才跨所

有制流动渠道”。一个视“公务员”为择业第一选项、民营企业就业为后选项的社会文化集体

意识中的择业鄙视链，是阻挠和抑制科技创新创造力释放和社会创新力勃发的，也是不能让民

营企业找到“我们自己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之一。《意见》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

在制度层面向民营经济加速释放人才流动，全力提供智力支撑——“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

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形成机制和组织实施机制，更多支持企业

承担科研任务，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绩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机制，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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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在顶层设计上和现实通行措施上更向民营经济蓄积科技创新力量，呼应和支持民营经济

突破人才体制阻隔。

优秀民营企业是“量才用人”“不求所有只求所用”等灵活人才机制的实践者，其用人制

度具有点面联动的社会效应，但长期以来社会广泛层面上的联动呼应不够，《意见》会从根本

上加以扭转和改变。由此，优秀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取向，有利于促进社会广泛层面形成

内释放到外释放的相互性合力，形成更统一、更大范围的科技创新人才的才责相配、创造力和

创造性报酬相适以及科技创新人才兼职获酬更为合法合理的安排，尤其通过相关政策落实举措

引导让科技创新人才更多向民营企业部门流动及科研院所与民营企业的创新人才融合性，促进

全社会科技创新人才要素流动渠道的畅通和创新创造力生产一线释放及科技创新生产力转化的

优化方向。

《意见》致力于拆除科技创新人才有形无形樊篱，这会使民营经济对科技创新人才实现直

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吸引力更加增效和具有社会文化塑造价值。我相信，优秀民营企业的人才观

契合国家创新发展需要，一定会借此越来越影响全社会，并被有效吸纳采用：首先是优秀民营

企业普遍性获得对劳动者、人才的技术资历、学历、高级职称的裁量权，并“一视同仁”纳入

国家人才评价体系，并将民营企业吸引科研创新人才的公共服务优惠待遇纳入政府引智体系，

使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使用和认定，具有与公务行政、科研院所“通行通用”的功效；二

是由此影响科技创新人才要素释放和流动的各种切合实际的创造性发挥，科技创新人才流向民

营经济则会更畅通，他们的才智发挥会更充分，使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

促进要素配置

传统三大要素市场现状是，土地市场城乡分割，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缓慢受阻，

同地不同价问题突出；资本市场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步伐较快，但却是扭曲的非一视同仁的，

民营企业的贷款总额与其“56789”的重要贡献地位完全不成比例；劳动力市场更是城乡分割

难打通，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进入城市落户和转化成市民体制机制障碍重重，这些对经济社会

发展是制约，对民营经济发展更是要素获得的严重阻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

个要素领域的改革方向，对形成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机制，提高要

素质量和市场的决定性配置效率，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推进市场配置资源功

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十分关键。

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民营经济既是动力之源，也是生产关系方式。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实质是通过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与改

进。这首先落实在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决定就业岗位、城乡适龄人口向劳动者价值的有效

转化。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其实质就是一部凝聚劳动力、扩张劳动力的要素流动史。民营企业

总体上是循着生产要素的“水往低处流”配置规律，即向劳动力成本低处流动，向这部分地区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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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生产车间和产业链环节，而劳动力的流向，则是“人往高处走”，向劳动力价值实现的高

处流动，就是在这种企业家和劳动者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契合于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之中，

不断提升社会经济整体起点“水位”和更高层次、更高发展质量、更高发展目标追求。

民营经济是运用数据资源和经济数字化发展的开拓者、是金融数字化创新的先行军。蚂蚁

金服支付宝和腾讯微信占据我国 90% 的数字支付市场，并将助力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推广，民营

经济金融数字化创新在建设无现金社会转型中与央行紧密合作并加强自身，民营经济金融数字

化创新与国有银行有更广阔合作空间，有助于拓展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

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民营经济并将在“新基建”和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

深度融合上继续发力，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民营经济更是土地要素、土地新政的积极作用者。“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必将为民营经济

搭建更为宽广的发展舞台。“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我国第二个 100 年发展历程的启动，必定

有一个缩小农村空间、增强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必定是减少农业人口，增强第二、第三产业劳

动力和城镇人口的发展过程，民营经济在美丽乡村建设、农业现代化集约生产、农工土地双层

一体化使用、建设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获得农村土地要素的有效配置，将会获得新动能，农村土

地要素市场配置，必将使民营经济有新的发展天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腾跃。

促进民生保障

《意见》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一致，对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内涵构成有明确界定：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

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重要发展和深化。三项制度并列，才是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的完整性，而且三者相互不可或缺、相互联系支持、相互促进提升，这是我国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要素结构，起着规范方向作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民营经济发展有决定性规制和关键性影响。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制度构成，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包括民营经济的伟大创造。民营经济是

《意见》强调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坚

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积极推进者。

优秀企业家精神起重要作用。在企业创造市场价值的活动中，企业家才能秉赋是决定性因

素，必须承认民营企业家的知识资本属性、生产要素本质，承认其组织生产承担的企业责任和

市场风险的非他人可类比性，必须坚持民营企业家薪资分配的中立原则和去平均主义“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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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他们的创业创新创造收益必须充分尊重和有充分合法性保障。由此，民营经济是完善

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的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初次分配制度的主动参与

方：一是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健全企业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民营企

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劳动三方协调机制，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强化工资收入支付保障制度，增

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生产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全体员工共

享企业发展成果；二是积极配合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

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积极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使“知识、技术、

管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尤其在民营经济的生产分配中，更为积极地反映其对企业发展和

经济增长的贡献。

民营经济是促进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的重要税赋之源。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进行的再分配，

即对部分国民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

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其中，强化税收调节至关重要，

特别是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更好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民营经济是

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贡献了超过五成的税赋，并要以更高质量的发展、“走出去”全球化的

产业链布局，创造和掌握全球价值链，作出更丰赡的税赋贡献。

民营经济是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积极力量。在社会主义道德观、核心价值观、优秀文化

传统和社会良序习俗等影响之下，民营企业家更加自愿通过民间捐赠、光彩事业、光彩基金、

慈善事业、社会紧急救济援助、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尤其是通过“万企帮万村”、脱贫

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衔接，成为第三次分配的积极贡献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及随

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民营企业家及全社会公益慈善意识日渐增强，积极发挥

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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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冒出一个贾老板骗了 200 亿 
这回用假黄金把信托骗坑里了

陈志龙①

武汉金凰究竟是怎样的一起黄金骗案，我们且坐等事件的调查结果。愿这样由低级错误引

发的悲剧能少一点！

2008 年 8 月，摩根大通银行撤回了几年前投入费尔菲德哨兵的 2.5 亿美元。因为随着次贷

危机的不断演化，摩根大通在重新调查麦道夫管理的这笔基金时，发现不少问题。而基金管理

者给不出答案。大摩的首席投资官果断决定撤回了这笔“看不懂”的投资，因为“某些应由我

们的审查但从来没有，它缺乏透明度，已带有明显的庞氏特征”。大摩的管理团队是专业、敏

感而幸运的，随之一个裹挟了数百亿美元的庞氏骗局悄然崩塌，大摩是唯一一个在灾难降临前

跑出去的幸运儿。

麦道夫曾经是无数投资者心中的“国王”和“交易王子”，许多人以把自己的终身积蓄和

退休保险计划交给他而激动万分，他的“几十年不败”的稳定投资收益可以保障他们退休生活

的体面和衣食无忧，因为“当你看到麦道夫的赚钱机器像上了发条一样运转了 10 年、15 年、20 年、

25 年了，没有人对他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时间进入 9 月，随着雷曼、贝尔斯登的猝死，恐慌

袭来，投资者被混乱的市场吓坏了，他们纷纷向“最稳定的基金”——麦道夫旗下的费尔菲德

哨兵基金发出赎回申请时，麦道夫的公司无资金支付，巨大的黑洞显现。而此时的麦道夫拒绝

让任何人检查他的账目，一场持续了 25 年、总金额高达 650 亿美元的财富毁灭的游戏终告结

束了。伴随着一声呜咽，GAME OVER。他从华尔街的“国王”成为臭名昭著的骗子和恶棍。

时隔 12 年，一起颇具麦道夫庞氏特征的骗案再现。那就是这几天媒体备为关注的武汉金

凰 83 吨假黄金事件。这一涉案金额 200 亿的事件，把多家信托、银行、保险机构拖入泥淖。

事发于今年 5 月，民生信托有一个 6 亿信托计划还有一个月到期。按要求，民生信托要对融资

方武汉金凰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所质押的黄金开箱检测。开箱结果出来前一晚，武汉金凰董事长

贾志宏“强烈希望叫停检测”，被明确拒绝后，贾志宏发了条短信，大意是感谢多年来机构对

武汉金凰这家民营企业的支持和帮助。短信的最后两个字——“别了”。这两个字把所有与其

① 陈志龙，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财经专栏作家。本文原载于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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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冒出一个贾老板骗了 200亿 这回用假黄金把信托骗坑里了

有融资和借款往来的信托、银行、保险机构吓得七魂出窍。“我一看这俩字，就知道那抵押的

金子百分之百是假的，当时我的心就凉了。”民生信托一高管回忆当时的心情。

实际上，早在今年 2 月份，东莞信托在处置贾志宏用以抵债的黄金时，随机抽检了一根一

公斤金条，结果显示：金条表面为镀金，内部是铜合金，而非 Au 999.9 足金。当时正值疫情爆

发期间，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东莞信托未敢声张，也许是想自己悄悄退出，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

此后，针对坊间四起的传闻，贾老板各种场合义正辞言矢口否认黄金是假的，只说是“早年收

购的老人民银行金子成色不是很好”云云。即使面对记者的质问，贾老板理直气壮地的回应称：

“如果黄金有假，东莞信托为什么不报案？都过去五六个月了。如果有假，赶紧报警抓人不就

完了吗？你想想这个逻辑。”、“哪里有假？保险公司都开了保单的。”但随着民生信托等后

续投资人加入到检测队伍，武汉金凰颇具黑色幽默的 200 亿元假黄金案终于败露。现在看来，

被骗了 200 亿的信托机构只有贾老板说的一条路可走：“赶紧报警抓人。”

83.03 吨什么概念？ 2019 年中国黄金官方储备 1958 吨，年消费量 1000 吨，年生产量 380 吨。

而中国黄金产量最大的公司——紫金矿业黄金年产量约为 40 吨。而武汉金凰所质押的全部黄

金居然是紫金矿业年生产量的 2 倍。稍动点脑筋想想，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惊天的局。事发后，

一位业内人士提出置疑：武汉金凰采购黄金的唯一渠道是上海黄金交易所，银行保险柜中质押

的黄金都有上金所的发票，且发票水单和金条编号一一对应。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武汉金凰作

为上金所会员，完全可以直接把自己的黄金托管在上金所账户内抵押，既保留实物金，又获得

融资，何必脱裤子放屁找麻烦用“实物质押 + 保单增信”的非标手段融资呢？信托融资的资金

成本要比上海黄金交易所高出一倍，200 亿的融资，一年的资金成本要多出近 10 个亿，不是贾

志宏的脑子坏了，就是放款给他的信托机构脑子坏了。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啊。然而，就是这

样一个类似当年摩根大通问麦道夫的“常识性的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多家金融机构没人提出

这个问题，从而被拖入绝望的泥潭。目前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如果这起黄金真有大问题的话，

那么这是 2015 年陕西潼关 19 家金融机构被假黄金骗了 190 亿之后，武汉金凰又刷新了一个新

的记录。

麦道夫事件发生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展开了最

高级别的国家调查行动。骗子们故作高深的复杂投资计划、精心炮制的巨大诱饵的画皮被一一

掀开。调查发现，在 25 年的时间里，麦道夫几乎从未进行过任何证券交易，这个伟大的投资

家靠编织谎言和虚假的财务报告欺骗了全世界。他有本事一直将他涉案数百亿美元的罪恶企业

维持得井井有条，“仿佛通过平整窗帘就能控制他自制的定时炸弹。”事后调查发现，其伦敦

办事处在公司的循环系统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纽约，麦道夫声称他那并不存在的价差执行

转换套利策略的交易都是在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市场进行的，纽约办公室几乎所有的交易员、

经纪人和投资人都轻信了这个故事。为了支撑这个谎言，麦道夫会定期从他的投资顾问部门取

出上千万美元打入伦敦办事处，然后又将钱重新打回纽约，完成一轮横渡大西洋的往返洗钱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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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检方和马萨诸塞联邦对该公司的一份诉讼材料中，麦道夫的报表虽然列有交易价格，但是

数字通常都是错误的。有些交易数字会在周末和假期中下跌，而这时市场是关闭的，显然违背

了常识的，全是假的，所有的交易数据都是捏造的。在漫长的时间里，他成功混迹华尔街的上

流社会，给人以一种难以接近的高尚和优越感。许多人倾其所有上当受骗，被蒙了若干年，直

到他被抓后都不敢相信，“为什么？他酒后驾车了吗？”“不是，是因为超过 600 亿美元的惊

天诈骗。”“不，这怎么可能？”“我们相信他是个神，相信他神一样地掌控一切。”但偶像

最终还是坍塌了。

他的信徒和追随者不少，他依靠如簧巧舌和庞氏手段吸引了华尔街巨头、欧洲的西班牙国

家银行、国际奥委会等著名机构和全球顶级富豪的数百亿美元，“他完全利用别人的信任和别

人的钱来设局行骗更多的人”，并成为华尔街的传奇人物，最终成为华尔街史上一宗 650 亿美

元最大骗局的主谋，上演了现实版的“庞氏骗局”。他生活奢糜，无时不在把自己包装成神秘

的成功人士。在上流社会的圈层里，人们都知道麦道夫和夫人对顶级名牌服饰极度苛求，就像

他对他那价值 2400 万美元的私人飞机一样。他的私人飞机经常去接欧洲的顶级服务设计师，

他也常常将萨维尔街乔高专卖店的裁缝请到家里为他量身订制衣服，同时邀请他的神秘的圈子

的客户参加。他在棕榈滩的乡村俱乐部如法老王一样接受富人们的膜拜。他在昂蒂布的一家海

滨餐厅 Les Vienux Murs 吃大龙虾沙拉或海鲈鱼。不过他的低调丝毫不影响他尽情享受欧洲为富

有阶层提供的奢华生活。在巴黎，他喜欢住在靠近香榭丽舍大节的艾瑟尼广场酒店，这里是历

代文化名流——包括艾娃加德纳和伊芙圣罗兰最喜欢的地方。他与那里的大堂经理十分熟悉，

“甚至当他的私人飞机在纽约还没起飞时，用餐的地方已经由这位大堂经理为他预定好了。”

麦道夫夫妇经常在假期乘私人飞机飞巴黎或伦敦，在伦敦，他喜欢住在最昂贵的兰斯伯富

饭店。那里有他喜欢的套房，他在房间里放置了一个单独的衣橱，以防自己到达伦敦后未来得

及准备高棉纺西装衬衫。晚上，他和露丝喜欢在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过去常去喝酒的乔治酒店以

及社会名流常去的常青藤吃晚餐。随着时间推移，伯尼的中间人和投资者数量不断翻倍。连奥

地利梅迪西银行管理的一个联接基金几乎向他的公司投了同样数量的资金。在每个 PARTY 上，

麦道夫都是他们幸福的源泉，这样的私人晚餐中，他们总会举杯祝福他，有些人会在公开场合

接近他，满脸泪水地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人们敬畏地望着国王一样的他，因为是他让他们变

得富有。自从他们遇见麦道夫之后，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又一场宴会。每个人都已深陷其中，

欲罢不能。

纸牌屋倒下，真相大白于天下。所有笼罩着神秘光环的剧情褪去光环后，投资人难以接受。

麦道夫事件后，多位投资银行家无法面对惊人的财富毁灭，割腕或开枪自杀。他们以喜剧入场，

最终都以悲剧终结。这几乎已成为一场宿命。近年来，类似麦道夫式的庞氏骗局，不断在资本

市场、影子银行体系、各类爆煲的 P2P、私募爆雷中出现，许多投资人的身家性命被卷入其中，

事业、家庭和后半生的命运为之改变，代价十分惨痛。类似麦道夫式的庞氏骗局，手法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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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十分相近，就是主谋为自己捏造编织神秘的光环，演绎各种难以证伪、更难以证实的

装神弄鬼如梦如幻的故事。常识告诉我们，“故事大王”们装神弄鬼的“系列剧”、“连续剧”

总是破绽百出。骗局之所以有市场，都是由人性的弱点创造的需求所决定的。这也注定了所有

的故事大王都以喜剧开场，最终都在泪水涟涟中剧终。

又冒出一个贾老板骗了 200亿 这回用假黄金把信托骗坑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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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未来前景可期
施训鹏①

据南方能源观察报道，6 月中旬，深圳市人民政府同意在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加挂“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牌子。至此，筹备多年的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以出人意料的方

式浮出水面，有望成为全国第三个天然气交易中心。

不过，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成立，目前对于天然气行业改革乃至形成天然气中国价格的

作用有限。上海、重庆已建立两个天然气交易中心，并运行多年。当前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交

易的天然气品种，完全可以在这两个交易中心买卖。

天然气价格发现的综合体通常被称为交易枢纽。交易枢纽主要包括以交易中心为主要形式

的交易平台、现货和期货交易产品和天然气产权物理交换的交割地。通俗地说，交割地是商品

的集散地，而交易中心是电商平台。一个交易枢纽上交易的产品，必须要有一个指定的交割地，

但这些产品可以在多个平台交易。比较典型的交易枢纽是美国“亨利枢纽”这样的在多条管道

物理汇聚点交割的实体枢纽，和英国国家平衡点这样的天然气在一定范围管网内交割的虚拟枢

纽。

相较于天然气交易中心，天然气交割地更为重要，也更难以设立。我国天然气市场目前还

没有得到市场认可的交割地。现有交易中心上交易的产品，由于交割区域太大，管网相对不发达，

限制了天然气交割，不利于价格信号发挥作用。

所以，申请设立深圳交易中心，其深远意义体现在促进广东本地形成天然气交易枢纽。相

比其他交易中心，深圳交易中心更有动力在广东本地设立交割地，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天然

气现货和期货产品。

此外，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成立，如果意味着广东在天然气市场改革方面发力，那则前

景更为可期。

广东具备形成虚拟交易枢纽的硬件条件。一是广东省天然气消费量大，来源多，具备发现

市场价格必备的气 - 气竞争的物理基础。广东省气源包括 LNG、海上气田、西气东输等多种形式。

2019 年，天然气设施供应能力达到约 470 亿立方米 / 年，消费量达到 251 亿立方米。2018 年，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澳大
利亚能源转型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原载于 21财经。



383

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未来前景可期

仅大湾区天然气消费量就是浙江省的 1.36 倍，超过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单位，亦超过比利时等发

达国家。

二是广东省天然气管网基础设施相对较好。到 2020 年，将形成以大湾区为中心、联通 21

个地级市的天然气输送网络，形成全省“一张网”的格局。

当然，如果要将前景转化为现实，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还需要广东省乃至国家有关部门的

配合。天然气枢纽要具备价格发现功能，除了物理交割地这个必要条件外，还需要有竞争性的

市场环境，包括但不限于竞争开放的上游、独立的管输系统，和互联互通、公平准入的的基础

设施。这需要省以及国家层面的通盘考虑。在划定交割地方面，可能涉及到管网独立运行、不

同所有制管网的互联互通、管输计费、打破固定价格合同等难题。由于国内没有先例，还需要

广东下定决心，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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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现代化
洪银兴①

在后疫情阶段，经济工作重点不只是应对衰退，还要主动为衰退过后的经济复苏及长期

发展培育和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加快转入快速发展期。当前最为迫切的是要做好

十四五规划。

根据十九大制定的蓝图，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苏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需要在十四五期间为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探路。其主要目标涉及五个

方面：跻身创新型省份前列；人民生活由小康进入宽裕阶段；收入差距显著缩小，尤其要使重

视中等收入人口占到大多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尤其突出公共卫生体系的完

善；补环境、生态的短板，这点对工业化较早的制造业大省尤为重要。

十四五规划需要根据新时代的特征勾画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道路被概括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道路。现在每一个“化”

都带有新时代的特征。

新型工业化的新内容。进入新时代传统意义的工业化任务实际上基本完成了。GDP 中的农

业增加值比重，2010 年为 10.1%，2019 年降为 7.2%；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 2010 年为 46.67%，

2019 年 39.8%。而服务业的比重 2019 年才达 53.0%，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都已达到 70% 上下。

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已经不是增加比重，而是要为发展服务业留出空间。与此相应，新型工业

化有了新内容，这就是推进新型工业现代化。其内容包括：一是推进低消耗、低排放的绿色工

业化。二是质的提升，发展先进制造业。一方面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由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

强国，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研发中心。三是产业迈

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信息化的新水准。现代化是由世界最新技术支撑的。信息化水平越高，现代化水平越高。

至今信息化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没有结束，但信息化的最新最高阶段是互联网、智能化、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和服务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

要推动力，也正在使各个产业的技术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

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和数据成为最关键的战略资源。在此背景下推进的信息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理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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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着力在三个方面：一是创新和研发下一代信息技术，进入国际前沿。二是重点建设基于新一

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新基础设施。三是以信息化带动各个产业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信息技术

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使传统产业部门一跃进入信息化社会。

新型城镇化进入新阶段。进入新时代，传统的农民进城意义的城镇化基本到位，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2019 年达 60.60%。但 2019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只有 44.38%，明显低于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这说明新时代农业人口转移意义上的城镇化速度将明显放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市民化即享受平等的市民权利。进一步的要求是没有进入城市留在

农村的农民也要享受平等的市民权利。这体现共享发展的要求。面对个人、企业、政府都要支

付的高昂的市民化成本，不能都涌进大城市实现市民化，处于农村区域的城镇将成为市民化的

重要基地。但是现有的大多数城镇明显落后于城市。要使城镇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并使其市民化

就需要城镇具有城市功能，即城镇城市化。主要涉及三方面建设：一是增强城镇的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二是按现代城市要求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三

是按市民化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去，把

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城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这

样农民不进入城市在当地城镇就能享受到各种市民的权利。城镇城市化建设的关键是城乡融合

发展，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农业现代化的新范式。根据木桶原理，现代化进程是由短板决定的，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四

化同步”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 70% 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

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

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过去我国农业发展范式属于“剩余”范式：追求农

业剩余，提供剩余农产品和剩余农业劳动力。进入新时代其弊端显现，附加值太低，增产不增收，

务农不富裕。因此，农业现代化需要范式革命，这就是要转向新范式，即追求品质农业：转向“品

质和附加值”范式。按此要求，农业现代化就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构建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相

适应的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二是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建设美丽农村。三是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尤其是生物技术创新。四是解决好谁来种田的问题，在土地制度三权分置的

背景下通过经营权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生态文明成为现代化的新内容。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内容要有生态文明要求，由过去讲的“四

化同步”扩展为“五化同步”。发达国家当年的现代化是在工业文明时代推进的。由工业文明

时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已经没有先行国家当时那种资源和环境。长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及过

度开发所遗留的环境和生态破坏问题，在全面小康阶段不可能完全解决，必须在推进现代化阶

段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浪费和掠夺资源的现代化道路，不

能完全仿效西方现代化模式，一开始就要有生态文明的目标。生态财富同物质财富一样重要，

要走低消耗、低排放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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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现代化进程。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

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

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过去关于现代化的讨论过于关注 GDP 的指标，在实践中

往往是以抓 GDP 来推进现代化。

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后，现代化就要由高质量发展来支持，相应的启动现代化就不

是简单的规定 GDP 指标问题，而是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推进现代化。以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来推进现代化，是高质量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性战略安排，为整个现代化建设进

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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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止房地产“肥尾风险”
触发“明斯基时刻”

陈志龙①

这种以防止货币贬值和对冲通胀为主要目的的新一轮房地产热已经出现，要警惕其中的“肥

尾风险”。房地产在高位持续过快上涨对任何国家都是棘手而危险的宏观经济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国内疫情形势总体得到较好控制，部分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继续在高

位向上攀升，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房价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有些楼盘还在不断刷新各种纪录。

近日有消息称，深圳一处新楼盘开盘，8998 人抢 394 套房。“交了 100 万元认筹金，仍没能摇

上号。在深圳买新房摇号像买彩票一样，除了凑够钱还得碰运气。”有人无奈地说。

根据上述楼盘的公告，参与此次认筹的 8998 位购房者，合计认筹冻结的资金额近 90 亿元。

认筹人数和冻结资金数量都刷新了深圳史上新盘摇号纪录，中签率只有 4.37%。

这样的火爆场景不是个例，还有多个楼盘出现“秒光”现象。6 月 20 日深夜，深圳另一楼

盘发布 5 套房的诚意登记客户名单显示，认筹人数共计 1171 批。也就是说，每 234 人抢 1 套房，

中签率仅 0.4%，创下深圳楼市最低中签率。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现象在上海、南京等地也同步出现。疫情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

货币政策宽松叠加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行，一线城市楼市均价持续上行，也加大了投资客押注的

热情。这种以防止货币贬值和对冲通胀为主要目的的新一轮房地产热已经出现，要警惕其中的

“肥尾风险”。房地产在高位持续过快上涨对任何国家都是棘手而危险的宏观经济问题。

楼市基本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 2018 年四季度开始，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从美国纽约到中国香港，楼市基本面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去年底，我在美国短期学习期间，与加州大学的教授和当地金融系统管理者充分

交流过房地产问题。其实，2019 年以来，美国房地产销量一直处于下跌状态，跌幅为 2016 年

以来最大。热点城市加州圣何塞和波士顿的房价下跌尤甚。

在中国香港，楼市降温的迹象日益明显。香港楼市连续 16 年上涨的“神话”正在被打破。

90 多岁的李嘉诚老先生去年初曾劝告市民：“未来香港楼市波动会更厉害，买房要量力而行。”

① 陈志龙，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财经专栏作家。

要防止房地产“肥尾风险”触发“明斯基时刻”



长江产经视点·2020

388

话音刚落，有媒体报道称，一位买家放弃在香港山顶购买豪宅，因此损失 460 万美元（约合

3610 万港元）的定金。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内地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一骑绝尘，其中“无法模

型化的动物精神和肥尾风险”让人担心。

疫情期间，得空系统性地翻了一下格林斯潘、伯南克等美国的“中央金融操纵室里”神一

样的大人物的传记作品。他们深刻解剖了次贷危机前美国金融体系中的“房地产之癌”。

无论是 2008 年前的美国，还是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房地产都呈现共性的“肥尾

风险”。所以，格林斯潘也多次感叹：“我们从内心深知，我们对远期的预见能力是有限的。

在古希腊，国王和将军们在采取政治和军事冒险行动前都要到神庙中拜一拜，看能否从诺查丹

玛斯的神秘预言和先知们那里得到些许建议。可是我们不是先知，我们的预测不断地失败。鉴

定房地产泡沫是一道非常棘手的命题。”

高度金融化的房地产市场和华尔街一样，大众的恐惧、狂热和从众的动物性决定着繁荣和

崩溃，而“人性永远是难以模型化的经济组成部分”。而“美国式梦想绑架了房子，也绑架了

金融体系和决策者”。在泡沫真的破灭之前，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包括格林斯潘这些金融体系

的决策者都不会说那是泡沫，这就是房地产泡沫的不可知论。总有人相信房价会一直上涨，虽

然有些人会有某种程度的怀疑，但是他们相信自己比别人聪明，能够在泡沫破灭前逃出。房地

产市场的动物精神和近似于精神分裂的行为最终导致难以收拾的局面。

对房地产金融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要有清醒的认知

许多危机的记忆已成往事，但是危机还会一如既往地再现。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我

曾前往新加坡、中国香港、吉隆坡采访。当时，得益于国际私人资本的大量流入，特别是上世

纪 90 年代初韩国和日本银行资本的蜂拥而入，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下实际利率为负，

东亚地区整体的通胀率远高于美国。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把持有优质地产作为对冲通胀的工具，

信用泡沫激增，这就进一步推动了重要城市房地产由于需求过旺而扶摇直上，持续飙升。

当时，中国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等地的房地产成了国际机构、本地中产阶级梦寐

以求的市场。危机爆发前的 1997 年，房地产部门已成为香港经济中最大的部门，对 GDP 的贡

献度达到 26.8%，而同时期的金融对 GDP 的贡献度只有 10%，区域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畸形繁荣，

为最终触发“明斯基风险”埋下了伏笔。整个 90 年代，就是东亚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史。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韩国席卷全国的房地产热潮中，韩国地价高企，仅次于日本和美国，

居世界第三位。韩国地价是加拿大的 6 倍，是法国的 9 倍，而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是韩国

的 100 倍左右，法国是其 5 倍左右。单位土地价格（每坪），韩国是英国的 4 倍多，是美国的

50 倍。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卖掉韩国土地的话可以买 6 个面积是其 100 倍的加拿大，可以

买 9 个面积是它 5 倍大的法国，或者可以买半个美国。今天回头来看这个数字让人吃惊，但当

时就真的发生了，“一切就像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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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是人性贪婪的试金石，人们在高涨的利益面前很难摆脱对群体性共识的渴望。房地

产泡沫和股票一样，它天然具有自我麻痹效应。市场持续上涨和外溢的财富效应让多数人在面

对房价上涨时都像注射了荷尔蒙，不灭的如梦如幻的财富神话让他们如鲨鱼嗜血般地追逐下一

场“轮盘赌”，这方面的教训都是过几年来一轮。所以，政府和金融决策者不仅应该阻止个体

非理性的蔓延，还要基于宏观审慎的考量，对房地产金融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有清醒的认知。

“房地产不败”的神话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韩国、90 年代初的日本、1998 年的东亚、2008

年次贷危机台风眼的美国，一个个破灭。韩国房地产泡沫最严重的时候，房地产市值是国民生

产总值的 5.7 倍。房地产是债务滚存堆积最严重的部门，泡沫破灭后，韩国、日本反思房地产

对经济金融体系的绑架，称经济房地产化为“经济的房地产之癌”，是使经济崩溃的“亡国病”。

可见杠杆之高、损失之巨大、教训之惨痛。次贷危机前，华尔街的杠杆率中位数在 50：1。这

意味着市场存量资产市值 2% 的波动，就能让高杠杆机构陷入万劫不复的被动境地。当前的复

杂环境下，我们必须正视房地产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动辄为了一些小目标、举债数千亿元的机构，

从国家在金融体系的管理来说，更要谨防经济金融过度房地产化导致的“癌变”，这方面已有

太多的教训了。

总量巨大的流动性可能进一步诱发资产价格泡沫

一个共同的教训是，在房地产失速过程中，金融加速器的信用创造和货币乘数的放大机制

能量是巨大的。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都承认，正是这种无限的货币和信用创造制造了“美国历史

上最糟糕的投机狂潮”——美国住房价格的飙升具有经典的狂热泡沫的所有特征。零利率释放

的宽松货币洪流把投机泡沫推向高潮后，“必然出现买方对卖方的大量过剩，导致已经涨得离

谱的资产价格继续攀升，否则价格水平绝对达不到那样高的沸点”。

实际上，当大多数投资者都形成群体性共识认为价格还会上涨并对此深信不疑时，危机会

不请自来，价格上涨可能会突然停止。在狂噪劲爆的音乐和鼓点声中，所有的狂热氛围都会刺

激你的荷尔蒙，让你不自觉地为动物精神所驱使，而当鼓点骤停时，人们可能会迎来宿醉般的

痛苦。因此，我们要防止“肥尾”扫过，触发 “明斯基时刻”。

人类近百年的经济危机史一再警示我们，不动产泡沫是最凶险的泡沫，它迟早会破裂，最

终一定触发信贷危机。而市场处在历史特殊高位时，信贷资源的严重错配和扭曲往往会挤破泡

沫引发崩溃和踩踏，一个微小的意外或流言都可能触发市场坍塌，所谓的“一根针捅破天”。

人类过去一百多年的多次金融危机，十之八九都因房地产泡沫被刺破，或者其他资产泡沫

触发引爆房地产危机。每一次房地产危机都是头部市场的危机，它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

理——每一个泡沫迟早都要破灭，所有的贪婪最终都要转向恐惧。

不久前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央行行长易纲表示，当前既要鼓励金融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

力度，也要考虑可持续问题。对于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要注意其阶段性特征，提前

要防止房地产“肥尾风险”触发“明斯基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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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政策工具退出。

这是央行半年来首次就政策工具退出进行吹风，这说明货币当局也认识到此轮信贷宽松条

件下，总量巨大的流动性可能进一步诱发资产价格泡沫，这时候不能火上浇油，而是要及时降温。

这是理性及时的自我纠正，如果等泡沫破裂后让市场进行残酷的自我救赎，那代价就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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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苏省际毗邻区域率先一体化发展的
示范意义与机制构建

孔令刚①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跨区域合作，探索省际毗邻

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支持顶山—汊河、浦口—南谯、江宁—博望等省际毗邻区域开展深度合

作”，并明确要求“到 2025 年，省际毗邻地区和跨界区域一体化发展探索形成经验制度”。“顶山—

汊河”“ 浦口—南谯”“ 江宁—博望”位于安徽与江苏滁州市来安县与南京江北新区、滁州

市南谯区与南京浦口区、马鞍山市博望区与南京江宁区的省际毗邻区域。为落实国家战略部署，

2019 年以来皖苏两省通过建设省际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和示范区，把毗邻区域从地理上

的“前沿地带”打造成为毗邻区域高质量跨界一体化发展的“试验田”，对探索形成跨界区域

一体化发展经验制度，为更大范围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具有重要意义。

一、皖苏省际毗邻区域率先一体化发展的三块“试验田”

滁州和马鞍山两市是安徽东向发展的桥头堡，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得先行

之利，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安徽省内其他城市作出示范。2019 年，南京和马鞍山两市政府签署了

《共同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南京江宁区与马鞍山博望区签署了《江

宁—博望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建框架协议》。同时，滁州与南京两市政府也签署了《共同

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南京江北新区与来安县、浦口区与南谯区分

别签署了“顶山—汊河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建框架协议”和“浦口—南谯跨界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共建框架协议”。这样就在皖苏省际毗邻区域形成了跨界一体化发展的三块“试验田”，

并率先开展交通对接、环境共治、设施共商以及在促进跨省域城镇圈统筹等一体化发展方面试

验，初步形成了在推动省际毗邻区域率先一体化发展方面具有创新价值的“毗邻共识”，为更

大范围一体化发展积累经验发挥特殊作用，为落实国家战略提供“跨界合作样本”。

江宁 - 博望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探索与示范

江宁 - 博望示范区定位为长三角省级产城融合同城化发展先行示范区和长三角省际毗邻地

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示范区，在产业协同发展、城市管理联动、社会治理信息共享等方面积极

① 孔令刚，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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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先行先试。示范区选址总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其中江宁片区 9.6 平方公里，博望片区

20.4 平方公里。启动区约 8 平方公里（包括 3 平方公里的智能制造业集中区、5 平方公里的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现代农业面积约 18 平方公里，预留 4 平方公里发展用地。江宁 - 博望跨

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从四个方面推动示范区“一体化”建设。一是生态保护一体化。签订《石

臼湖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全面启动跨区域河道水系综合治理方案编制工作，实现水

质监测数据共享、污染源共查、联合执法。二是社会治理一体化。全面探索一体化刑侦警务协作，

同时两区城管局签订《一体化联动战略合作协议书》，逐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力量互补、

齐抓共管的跨省合作体系。三是基础互联一体化。两地就打通江宁与博望的 4 条断头路等达成

一致意见。四是产业协同一体化。博望与江宁已就“溪田农业南片区”建设前期有关事宜完成

对接，相关产业规划正在编制。

浦口 - 南谯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探索与示范

浦口—南谯示范区战略定位是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绿色发展示范区与苏皖跨界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示范区规划总面积 50 平方公里（浦口区 11.5 平方公里、南谯区 38.5 平方公里），

其中启动区 17.75 平方公里（浦口区 8.75 平方公里，南谯区 9 平方公里，主要为沿滁河保护区）。

发展目标是充分发挥南京中心城市功能，放大滁州市腹地优势。到 2022 年，在基础设施、生

态环境、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产业发展等一体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到 2025 年，打造成

为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绿色发展样板区，形成具有可复制推广的跨界一体化发展经验，一体化

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浦口 - 南谯”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从四个方面推动示范区“一体化”

建设。一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零距离”交通圈，实施内畅外联工程。二是生态环保一体化。

探索滁河、清流河等跨界河道联合河长协调机制和跨区域联防联治机制，共同制定流域治理方

案，协同保障防洪安全和水生态环境。三是产业协作一体化。以生态经济为导向，依托滁河风

光带等生态旅游资源，积极发展休闲观光、旅游度假、创意农业产业。四是社会治理一体化。

健全区域性重大灾害事故联防联控机制，完善总体应急预案及相关专项预案。

“顶山 - 汊河”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探索与示范

顶山—汊河示范区战略定位为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构建智能制造、轨道交通装备

等先进制造业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推动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

式参与建设，联合打造长三角先进制造业转型转移与跨区发展的功能性合作平台与新兴增长极。

“顶山—汊河”示范区按“一心两片”的空间格局进行规划建设，即以江北新区顶山街道为“一心”，

江北新区盘城、葛塘和汊河毗邻区域为“两片”，总面积约 70 平方公里（江北新区约 37 平方公里、

汊河 35 平方公里），其中启动区面积 13 平方公里（江北新区顶山街道部分区域 3 平方公里、

汊河 10 平方公里）。“顶山 - 汊河”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从四个方面推动示范区“一体化”

建设。一是产业协作一体化。发挥南京创新名城的科技研发与产业创新优势，破除创新要素自

由流动的瓶颈和制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产业协同配套和错位发展，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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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能制造、轨道交通装备等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二是规划政策一体化。高起点编制示范

区区域规划，开展示范区相关专项规划编制。三是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示范区快速高效连接，

构建以轨道交通为主导、高速公路和公共交通为辅的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四是生态环保一体化。

持续开展滁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加强防洪保安协调调度，落实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及

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的管控要求，保育生态空间，推动城镇空间紧凑发展。

二、省际毗邻区域率先一体化发展的示范意义

省际毗邻区域是跨省域一体化发展的“前沿地带”。省际毗邻区域率先一体化发展的示范

意义在于把毗邻区域从地理上的“前沿地带”打造成为毗邻区域高质量跨界一体化发展的“试

验田”，破区域行政之壁垒，解跨界治理之难题。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

招商、统一运营的建设跨界一体化示范区，打破跨行政区域发展中各种阻碍资源和要素自由流

动的体制、机制、政策等人为障碍，推动区域市场的充分开放和自由竞争，实现省际毗邻区域

从物理空间相邻的毗邻 1.0 版向发展要素合作的毗邻 2.0 版转变，提高毗邻区域空间连接性、

政策协同效率和经济集聚度。

毗邻地区建立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进跨界合作的全新试验正成为实施国家战略的破题之

举。皖苏两省建设省际毗邻区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推动省际毗邻地区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

需要。并且通过毗邻区域率先融合发展，示范引领，由易到难，以毗邻区“小圈”一体化发展

撬动长三角“大圈”一体化发展，更是落实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需要。因此，

如果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着眼于全国“一盘棋”，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大

战略，那么在省际毗邻区域共建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就是强化“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

思想、落实国家战略的“先手棋”。

三、构建省际毗邻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的建议

马鞍山与南京、滁州与南京两市在推进跨界合作发展已经初见成效。为推动皖苏省际毗邻

区域率先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建议在现有马鞍山与南京、滁州与南京市级合作框架协议和“顶

山—汊河”“ 浦口—南谯”“ 江宁—博望”跨界一体化示范区共建框架协议基础上，进一步

优化建立政府引导、部门推动、社会参与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加快推进省际毗邻区域

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

1. 深化建立“毗邻共识”机制。以“基础共建、功能共享、发展共赢”为“毗邻共识”， 

突破行政区划，打破区域壁垒，更加注重融合、联通、协调和互动，推动从单边发展向融合发

展转变，实现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成为互融共通的“一家人”，把毗邻区域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打造成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共建共治共享示范区。

2. 建立区域规划衔接和前瞻性研究机制。加强对国家战略、省市战略在跨界区域落地重点

皖苏省际毗邻区域率先一体化发展的示范意义与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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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向的研究分析，共同推动顶层设计落实。系统分析跨界合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研究政

策设计、项目安排、利益分享、机制创新等重大问题，重点突破，构建精简高效的合作模式。

3. 建立更加有效的工作对接机制。建立跨区域工作机制、协调机制和推进机制，在毗邻跨

行政区域，推进镇与镇、部门与部门、行业与行业、协会与协会等之间的全方位、无缝对接，

形成更加高效的推进整体融合、功能互补和协同发展的对接机制。

4. 建立区域互利共赢的税收利益分享机制和征管协调机制。建立区域投资、税收等利益争

端处理机制，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良好环境。创新财税分享机制。理顺

利益分配关系，建立跨区域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分享管理制度。推进税收征管一体化，

实现地方办税服务平台数据交互。研究对新设企业形成的税收增量属地方收入部分实行跨地区

分享，分享比例按确定期限根据因素变化进行调整。

5. 构建共同破解环保“邻避效应”难题机制。突出生态优先，探索生态与发展相互融合、

相得益彰的新路，推动绿色经济、高品质生活、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形成突破邻避效应的全

社会合力，共同营造山青、地绿、水净的美丽家园，共同维护和实现毗邻区百姓的美好生活愿望。

6. 构建高水平公共服务一体化共建共享机制。采取相同的产品和服务标准，向区域内消费

者提供同质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建立一体化的医疗合作关系和教育资源共享模式，实现医疗和

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区域医疗和教育均衡发展、特色发展。

7. 构建高效率跨界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构建联网联勤联动联办的处置机制，完善跨区域社

会治理体系，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跨界区域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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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产业链开展技术创新
洪银兴①

当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品的研发、生产（包括各种零部件生

产）、服务和销售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布局，形成全球产业链，在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中间

品供应形成供应链，不同环节的附加值形成价值链。企业可以通过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在世界

范围获取技术、要素和市场。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途径之一。

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足，很多产业还处于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在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一些突发情况下，部分供应

链有可能面临中断的风险。面对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对供应链带来的压力，不仅要推动

我国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而且要克服产业链上关键技术对国外供应商的过

度依赖，增强我国产业在各产业链上的供给和配套能力。其路径是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

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开展技术创新，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

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围绕产业链开展技术创新有两个方向：一是依托以我国高端技术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基于我国自主设计和研发、自身系统集成能力建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链，围绕

产业链持续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二是在我国产业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

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中布局创新链。改革开放后，我国许多产业和企业靠资源禀赋的比较

优势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所处的环节主要是加工装配等低端环节。满足高质量发展阶段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要求，需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

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持久发力，久久为功，加快突破重大核心技术，开发重

大战略性产品，在国家战略优先领域率先实现跨越，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

高端。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围绕产业链开展技术创新，需要遵循技术发展规律，做好体系

化技术布局，优中选优、重点突破，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研发和掌握更多的

国之重器，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关键核心技术，需要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

围绕产业链开展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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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有效衔接，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问题。为此，需要推进产学研

协同创新，让产学研各方共同介入产业创新链。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大学及其科研人员介入产

业创新链，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同时，大学不应局限于创造原始创新成果，

还应进入孵化新技术的平台，探索科学发现的技术应用场景。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及企业

家介入产业创新链，有利于为技术创新树立市场需求导向。企业不仅仅是选择和应用新技术的

主体，还应成为把科学发现和科技成果孵化为新技术的重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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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张二震①

昆山面积不大，但经济体量大，聚集了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生物医药等世界级先进产业

集群，且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外资企业多，经济外向度很高。作为县域经济龙头，开放发

展重镇，昆山连续 15 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市首位，在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中，走在了全国前列。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昆山的经济正常发展造成了很大冲击。昆山人民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战略部署，发扬“敢于争第一、

勇于创唯一”新“昆山之路”精神，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千方百计克服困难，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实现了疫情下经济发展的“突围”。昆山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经验，值得关注和推广。

“危中寻机”，引进高质量外资

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但是危中有机。国内外疫情暴发时间错位，中国生产逐步恢复，已成为全球产业链相对比较稳

定的地区，同时，大型跨国公司为规避产业链条断裂风险，或将考虑将产能，甚至供应链的高端、

关键环节转移至产业链完整、市场需求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率先复工复产的中国，迎来引进外

资的机遇。

昆山招商引资的“成绩单”就是明证。昆山今年新设外资项目“质优”特点明显，丘钛智

能视觉模组、富士康 5G 毫米波连接器、三一创智云谷、迈胜质子医疗等一批行业龙头项目签

约落户，合计新设外资项目 69 个，新增注册外资 20.4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超过 10 亿美元。

新增外资项目进一步助力昆山调优了产业结构，围绕光电、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

能源汽车等高端产业，昆山全力做好“建链、强链、延链、补链”文章，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促进昆山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一步做大做强高端产业集群。

稳外贸，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严重冲击。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产品内分工深化的今天，贸

易不仅是流通过程，更是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直接关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产业链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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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不是靠封闭，而是靠开放。疫情对中间品进出口的冲击，尤其是一些核心零部件和关键环

节的进口中断，对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困扰。中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紧急组织企业迅速复工达

产，为世界经济提振信心。保障外贸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特别是优先保障在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和服务链中处于关键环节的外资企业顺畅运转，显得尤为重要。

昆山多措并举，助力企业拓市场、稳订单、降成本，稳住外贸基本盘。第一季度，受疫情冲击，

外贸企业有效生产时间减少、供应链协同不畅、物流成本增加、市场开拓活动受限，进出口值

出现不同程度降幅。面对挑战，昆山外贸企业纷纷抢订单、备料件、提产能、拓市场，推动供

应链企业与制造企业深度对接，确保供应链稳定安全。4 月份，昆山全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4.4%，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

加快制度型开放步伐，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重点在市场准入；而制度型开放重点在规

则和制度开放，涉及诸如法治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环保标准、劳工标准以及营

商环境建设等。制度型开放，既是开放，更是改革。

昆山素以“亲商、安商、富商”的优良投资环境著称。今年 3 月 5 日，昆山召开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建设新闻发布会，发布《昆山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全面打响“昆

如意”营商服务品牌，服务企业发展。通过内外资企业的融合发展，鼓励企业联合国内外高校

院所构建创新共同体，推进开放式自主创新，探索更加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协同攻克“卡

脖子”技术难题。奋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创新创业首选地、成果转化集聚地，走出一条具

有时代特征、彰显昆山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昆山的实践充分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流、人流、技术流、物流、信息流不可能

被人为隔断，虽然会有波折，但是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我们应该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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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嵌入”模式：建设长三角
全球产业链集群

刘志彪①

年初以来，疫情对国际国内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全球产业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未来全球产业链将会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

域化集聚。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演化可能的结果，第一是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第二是形成下述的“双

重嵌入”模式，这与目前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嵌入全球价值链（GVC）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这将对全球产业竞争和长三角的产业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双重嵌入”与全球产业链集群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长三角地区企业嵌入 GVC 的方式，

是一种“双重嵌入”模式，即企业既嵌入 GVC，也嵌入地方性产业集群，地方经济和产业链格

局是“条状”啮合形态的区域开放型经济。在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可

以发现大量密集布局的这种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集群。

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抱团嵌入 GVC，与单体企业孤立嵌入 GVC 相比，在全球产

业竞争中具有很多优势：一是集群内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与外资或国资背景的大型企业之间

形成发达的生产技术网络，以此提高效率。二是可与本地高校、科研机构、产业界及其地方政

府之间形成根植性的地方创新系统，为集群中的企业提供溢出效应。三是可依托公共机构提供

的各种生产性服务，克服在功能升级时面临的缺乏资源、人才、技术和能力的困难。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演化趋势，与长三角的“双重嵌入”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空间

上来看，一个是原本就是以条块状经济形态参与全球竞争，一个是要从纵向外包格局回归区域

化集中发展，两者都要发挥集聚经济的功能。从开放角度看，产业链的区域化集聚发展，并不

意味着封闭，而是要广泛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吸引外资或接受外包订单。

这种演化中的全球产业链集群，与长三角企业的“双重嵌入”模式的区别在于，一是后者

中的“链主”或产业链龙头，往往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二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中，目前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报》。

“双重嵌入”模式：建设长三角全球产业链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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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企业“双重嵌入”的仍然是加工制造环节，而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

两端，从事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

这意味着两者的区别只是在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上。随着中国产业链集群的进一步开放和升

级，未来全球产业的分工和竞争态势，将会从过去的产品内分工为主，转向集群分工为主。可

以预言，这会使长三角地区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状态出现新变化，由此出现的全球化竞争，也将

由过去跨国公司总部与供应商的竞争格局，转化为产业链与产业链、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的竞

争，竞争者对最终市场的争夺也将更加激烈，这将促使竞争的程度和水平空前提高。对此，长

三角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迎接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政策行动

未来长三角地区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必须要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

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从几千亿到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

第一，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来实现市场强链。未来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的形式，可能是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具体思路是要把 GVC 与国内价值链（NVC）衔接起来，通过加

强沿海地区与内地和东北地区的互动，沿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动，使国内经济

循环成为促进全球产业链集群成长的强大因素。为此，长三角地区一是要利用内需吸引力虹吸

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发展区域创新经济；二是要加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利用全球化城

市平台吸引更多的科技和知识，同时争取把中国的创新成果与世界分享。

第二，营造专业服务环境，通过加大产业链招商等手段，实现引资紧链。过去长三角地区

在实践中发明的“产业链招商”办法，为地方制造业产业集群融入经济全球化起到了非常好的

作用。未来，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和职能转变，

更需要能够为其提供知识技能密集的专业化服务环境，如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提供大学人

才培育、IDC 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条件。　

第三，强化专利战略，以密集的研发投入等手段，实现技术补链。在具体操作上，建议由

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中的政府机构牵头，一方面在产业链集群中寻找本集群关键技术和环节的

缺失和瓶颈，另一方面要用好国家花费巨资建立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人信

息，做到有的放矢地招商引技，或制定有针对性的研发投入策略。

第四，鼓励并购重组，进行集体行动，实现组织固链。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虽然星罗棋布，

但是它们在组织特征上，往往呈现出产业耦合性和聚合力差，缺少组织，缺少协同，往往在参

与全球竞争时压价和过度竞争。实施组织固链战略，就是要按照集群对集群的竞争思路，一是

要对集群内处于同一条产业链的企业，进行大规模资产重组或业务整合，用产权联系形成紧密

的纵向一体化大型企业；或者用外包合约方式，形成业务上具有紧密联系但产权上具有纵向非

一体化的特征的企业群体。二是可以多途径、多渠道、多办法引进不同类型所有制、不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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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企业来集群集聚，以便相互竞争和相互学习，提升集群的发展水平。三是全

面引进世界主要国家的“大买家”或“链主”与集群内企业链接，使“链主”之间产生一定的

选择和竞争供应商效应。

“双重嵌入”模式：建设长三角全球产业链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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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治理机制，护航高质量发展
吴跃农①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迅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通过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情

况下严格采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我国成为全球疫情风暴中最安全的国家。但同时，

我们在抗疫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短板和不足，必须加快补短板和强弱项，以汇聚继续前进智

慧力量，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

加强全社会风险教育

此次突发重大公众卫生事件暴露出短板和弱项首先是缺乏风险教育、风险宣传导致的风险

意识普遍淡化。疫情暴发之初，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相信新冠肺炎疫情会大面积暴发，因此面对

疫情的突然降临，心理上没有准备，情理上难以接受，不愿相信、不敢相信的侥幸心态一定程

度上存在。

因此，必须加强全社会的风险教育和风险宣传，提高风险意识，特别是提高社会管理第一

线责任人风险意识和处置能力，保持第一线处置风险的坚决果断，使全社会保持充分心理准备。

建立完善三条并行的直报系统

对社会公共突发危机事件报警，必须快速有效直达。要与常态化属地管理逐级上报的第一

条行政性上报系统并行，建立第二条专业性对口直通快速上报中央系统和第三条特事特办直达

决策上层的特急报告系统。遇风险危急突发事件，三线同时报警通达，制度性排除某个环节、

特别是属地环节犹疑侥幸心理的情报拖宕，使风险突发信息通畅，不为部门、地方局部性顾虑

而“中梗”延误。

要确保突发事件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处置，就要鼓励一线专业人员能够大胆果断合法地通过

三条系统同时报送信息。

建设多层次医疗资源支援机制

我们有纵横贯通的社会应急体系。但危机突发时，往往医疗资源没有快速配备到位。因此，

要总结好这次抗疫初期医疗资源告急的教训和全国医疗系统支援湖北的成功经验，建立多层次

医疗资源支援机制，并纳入社会应急体系的常态化预案操练、运作能力实战准备。

① 吴跃农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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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常态化的本地区医疗资源快速支援机制，迅速调配汇聚本地力量，组织完成第一

波抢险防堵；二是建立区域性医疗资源快速支援机制，迅速调度区域内力量跟进抢险支援；三

是建立常态化的军队和全国医疗资源的快速支援机制，全国一盘棋汇聚力量及时到位，形成全

面应急处置的强大合力。

优化应急物资快速质检通道

在此次抗疫中，一些民营企业快速响应紧急生产医疗救援物资，而某些地方质量检验部门

却“不紧不慢”，致使质量检验通道不畅。如某著名专业服装生产企业春节期间即召回工人转

产医疗防护服和医用口罩生产，然而直到 4 月底才拿到姗姗来迟的相关“资质”。因此，必须

解决好质量检验部门同步进入“战时”状态的问题，优化“放管服”，不因官僚作风、工作节

奏迟缓而导致防疫物资“无资质”现象出现。

来自江苏抗疫实践的启示

此次抗疫，江苏境内零死亡，江苏最早复工复产，江苏的成功，既有全国的普遍经验，也

有江苏的具体特色。江苏抗疫成功经验，对今后做好防灾抗险工作具有启示借鉴意义。

落细落实，展现江苏作风。面对突发疫情，江苏各级干部迎难而上，奋战一线，尤其是

千万基层干部深入街道社区村组，和广大群众一起严防死守，展现了作风过硬、担当有为的精

神风采。同时，江苏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源源不断支援湖北及

挂钩的黄石市，是全国派遣人数最多的省份。

积极担当，展现江苏力量。为满足应急物资生产，我省民营企业积极转产或扩建产能、新

建产能，做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国抗击疫情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满足了打赢这场人民

战争的“弹药”供应。据不完全统计，江苏民营企业累计捐赠物资总额达 21.6 亿元，其中捐赠

湖北 1.7 亿元，全省 47 家民营企业直接参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

出力献智，展现江苏智慧。江苏人文荟萃，十分重视采纳智库和统一战线的抗疫建议。如

长江产经智库在疫情暴发之初提出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防控体系的策

略，被中央、省委采纳认可，成为全国通用的积极有效防疫策略。

精准防控，展现江苏能力。江苏善于运用大数据资源分析人员流动和个案病情交往关系、

把控疫情的局部和全部动态变化，使看不见摸不着的新冠病毒不再遁于无形，确诊病人可溯源

可查实，形成全社会坚决有效封堵的数字化防控网，是此次战“疫”得胜的重要技术手段。

优化治理机制，护航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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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的法制保障
孟  飞   于春敏①

加快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的现实紧迫性

在推进金融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防范区域金融风险和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成为

三省一市金融监管协同的核心任务。《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联合

共建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体系，共同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而《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明确要求“完善长江三角洲区域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重大冲击的影响下，加快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对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维护区域金融稳

定更具有现实紧迫性。

其一，长三角跨区域金融资本要素流动是以三省一市金融监管协同为前提。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金融资本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成为扩大国内

有效投资的重要措施。金融资本的风险属性意味着，三省一市应当加强对金融资本流动的监测

和引导，防止出现无序流动，产生新的金融风险。

其二，长三角存量金融风险的化解需要三省一市金融监管机构采取联合行动。在整顿互联

网金融、整顿非法集资等专项行动中，跨区域金融风险事件在长三角体现的尤为明显，但地方

政府处置跨区域风险事件的力度和进度受制于技术和机制的影响而导致化解存量金融风险的压

力增大。在 2018 年全国 P2P 平台暴雷中，长三角成为非法集资活动的重灾区。传统上根据一

事一议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同方式无法适应存量金融风险的快速化解。

其三，长三角增量金融风险的防控需要优化三省一市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同方式。根据国家

法律和中央政策的规定，地方政府主要负责监管地方金融组织（“7+4”组织），并承担风险

处置责任。而地方金融组织主要是为小微企业、农户、居民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新冠肺炎疫

情对小微企业的冲击导致实体企业风险传递给地方金融组织，加快了金融风险的聚集。而地方

金融组织借助于科技手段也很容易的突破了经营区域的规则限制。面对这些新挑战，传统上以

框架协议为基础的协同方式无法适应增量金融风险源的多样化、技术化的特点。

现阶段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的制度短缺

金融监管协同是一项技术化、细节性非常强的实务工作，是以完备的制度设计为基础。但

① 孟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于春敏，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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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的法制保障

在现阶段，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在制度安排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1、三省一市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差异增加了监管协同的难度

其一，沪苏浙皖四省市在省级层面均组建了地方金融监管局，但在市县级并未全部建立地

方金融监管局，部分市县级政府将其承担的监管职责授予发展改革委或者其他行业主管部门来

承担，这就产生了金融监管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跨区域对接的难度加大。由于沪

苏浙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秉承“一级政府、一级监管”模式，市县级政府层面进行监管协调的

成本比较大，而省级政府层面进行协调的成本较小。从实践来看，沪苏浙皖地方金融服务办及

地方金融监管局已经开展了 10 余年的合作经历，通过每年一次的金融办主任及金融监管局局

长圆桌会议的形式确定监管协调的基本框架。但是，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承担的任务仍然离不

开市县级政府的参与，尤其是在防范处置非法集资领域。

其二，沪苏浙皖四省市金融监管机构采用监管科技的范围和程度存在差异，加剧了监管对

接的难度。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十部门协同搭建“天罗地网”非法集资监测防控系统，依

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平台接入各类金融监测数据，以及依托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平台接入

的排查信息和相关管理部门平台接入的监管数据信息，对线下金融风险进行日常监测。上海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亦负责建设运营上海新型金融业态监测分析平台。江苏省非法金融活动监测预

警系统于 2018 年 5 月初步上线试行。但总体上四省市金融监管信息数量和质量上的有效对接

不足。

2、三省一市地方金融组织及金融业态发展的差异降低了监管协同的动力

其一，地方金融组织及新型金融业态的发展在沪苏浙皖各省市并不平衡，进行监管合作的

政府层级越往下，监管合作的激励和意愿越弱，执法强度和频率就越低。

其二，沪苏浙皖的地方金融组织及新型金融业态并不完全相同，如江苏出现了农村资金合

作社这一新型合作金融组织，而浙江民间资本管理机构和民间借贷服务登记机构则较为发达，

这也增加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跨区域监管合作的难度。

3、三省一市制定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的进度不一延缓了监管协同进程

对于监管地方金融组织和防范处置非法集资活动，国务院仅颁布了《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其他均是政策性文件，这导致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执法依据的合法性不足。而在地方

金融监管立法方面，沪苏浙皖均将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列入省级人大常委会“十三五”立法

规划，但目前仅有上海市于 2020 年 4 月颁布《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苏浙皖还处

于省级人大常委会一审或者可行性研究阶段。由于我国尚未颁布《行政程序法》，因此，沪苏

浙皖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跨区域金融监管协同提供法律依据和指引。因而，

沪苏浙皖地方金融监管立法进度上的差距，导致了金融监管协同只能借助于倡导性的政策框架，

这无疑降低了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的权威性。

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的法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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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进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的组织机制

三省一市区域金融监管协同离不开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应在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框架下加快监管协同。2020 年 3 月，沪苏浙皖均成立了相应

的协调机制，这为加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提供了工作框架，亦应通过三省一市地方协调

机制的对接，建立由中央和地方金融工作部门共同参与的组织机制，指导监督沪苏浙皖地方金

融监管局局长圆桌会议，全过程推动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协同。同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地

方协调机制应当进一步发挥监督调解职能，对沪苏浙皖在金融监管协同出现争议时，提供争议

解决的平台，力促消除监管分歧。

2、推进沪苏浙皖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联合执法机制

在推动沪苏浙皖地方金融监管条例制定的同时，沪苏浙皖地方金融监管局应当建立规范化、

透明性的联合执法机制，并适用于省市级以下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沪苏浙皖地方金融监管局

在建立联合行政执法机制时，可通过长三角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圆桌会议确定联合执法的触发

条件、执法预案、执法证据效力互认，以及风险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措施的统一标准，既要及时、

联动打击非法行为，又要执法合法有据，符合法定原则和比例性原则。

3、建立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对接的制度框架

当某一省市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发现跨区域非法集资行为时，其监测信息会自动地发送其他

相关省市政府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这种主动报送跨区域非法集资信息是相关地方金融监管机

构的积极作为义务。跨区域监管信息接收部门应当及时通报采取行政监管的进展情况，告知发

送信息部门相关案件的处置情况。如果跨区域非法集资行为发生在两个以上省域需要跨省域进

行监管合作的，那么，相关省级非法集资预警监测平台在接收到相关跨区域信息时，作为触发

条件，直接启动相关省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行动。

4、共同营造金融生态环境

长三角金融监管协同离不开社会信用的强有力支撑，尤其是在金融事权主要属于中央的条

件下，地方政府享有的社会信用信息优势和失信管理措施对非法金融行为的预警和制裁是强有

力的。长三角社会信用体系的对接以及信用信息的互通互联将大大强化金融监管协同的制度环

境。《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已经颁布实施，《江苏省社会

信用条例》被列为 2020 年省级正式立法项目。如果沪苏浙皖通过社会信用立法协同，能够在

长三角实现社会信用的一体化，那么，这将大大提高金融风险预警和管理能力。三省一市加快

将工商、税务、海关、法院、公安、信访、政府服务热线等政务信息以及企业相关信息接入金

融风险监测系统，专项用于金融风险信息的挖掘、比对、整理、分析，通过对大数据库信息进

行综合分析，整合梳理企业信用信息，研究开发业务模块，提供企业征信服务，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提高金融风险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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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市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的使命、任务与措施

统一市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的
使命、任务与措施

刘志彪   徐  宁①

内容提要：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形成区域统一

市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间相互开放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有助于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

转换经济全球化模式，构筑基于内需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进而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并进入高

质量发展轨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不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事关中国经

济全局的战略抉择。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将竞争政策作为推进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基

石。

关键词：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统一市场建设、竞争政策

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正在中央的指导和协调下、在三省一市政府的紧密

配合下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虽然这个中国最发达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取得了一些令国内外瞩目

的重要进展，如在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上、区域规划的协调上、生态环境保护的协作上等都取

得一些突破性成就，但是阻碍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如在这次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长三角各地区各自为政、封路设卡的种种做法，以及复工复产

复销中不能以产业链为中心进行区域协同的现实，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区域

经济的严重分割现状、影响及危害，更进一步理解了全力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目前我们对这个国家战略

的理解还是比较浅显的，层次也不够高，因而在实际推进该战略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盲目

性和随机性。其中一些迫切需要厘清的基本和基础性问题是：国家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状态才真正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的主体是谁？显然，这些问题如果不首先在认识上彻底弄清楚，就很容易在实践中产生

盲目性并无所作为。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原载于《现代经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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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市场体系建设：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型的基础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世界经济格

局重塑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对这一战略抉择理解的深刻程度，直接关系到我们自觉推

进一体化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过去，人们一般都是从形成经济增长极、形成改革开放的样

板区、率先建设现代化示范区等方面去理解这个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很少从我国经

济全球化战略转型、培育和利用国内强大市场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去看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对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建设高水平开放经济的战略意义。后一角度容易为人们所忽视，

但在当今全球化逆转的背景下却显得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以要素资源为比较优势切入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其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一，当今世界逆全球化趋势喧嚣尘上，中美关系由战略伙

伴关系演化为战略竞争关系。这次疫情全球蔓延之后，遏制中国发展成为美国上下各阶层的基

本共识，也成为其正在实施的战略选择；第二，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人民生活福利的提高，

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过去的那种优质低廉的比较优势日益削弱。同时，国际市场出现

了大量的低成本竞争者（如东南亚、中南美等国家）。这时如果国内经济发展不能内生出创新

驱动、提高生产率的发展趋向，那么高昂的要素成本就不可能被生产率上升趋势所消化和吸收，

中国的产业竞争优势就会消失。中国企业处于前面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企业、后面是具

有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追赶的态势，被竞争者“夹在中间”，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

第三，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在国内市场狭小的背景下，主要依赖西方国家的市场。现在，西方

国家不能再容忍继续为中国的增长提供市场，它们设置了各种市场进入壁垒和出口限制，甚至

对我大打贸易战。与此同时，我国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自身也逐步具备了成为超大规模市场

国家的条件。

为应对战略机遇期内涵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需要提出新的经济全球化思路，并建

立新战略资源观：我国的比较优势已经从过去的低价优质生产要素，转变为可以利用的日益强

大的国内市场，要更多地利用国内强大市场优势，尽快把出口导向为主的 1.0 版经济全球化战略，

升级为 2.0 版的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实施基于内需的 2.0 版经济全球化战略的意义在于：其一，从利用别人市场的经济全球化，

转变为利用自己市场的全球化，根本上转变了我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和机制，在发挥比较

优势的同时实现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要求；其二，从过去输出廉价生产商品，转变为利用内需

市场虹吸全球先进创新要素。如果我们可以据此塑造一些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如建

设全球性宜居城市来广泛吸收全球先进的高技术人才，那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创新经济格局形成，

从而有利于实现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可见，实施 2.0 版经济全球化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基本前提是假设国内形成了强大的内

需或超级市场规模优势，且这个市场可以给全球的资源和要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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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形成国内强大市场便成为转换经济全球化战略和建设创新驱动国家的关键。也就是说，如

何将我国目前处于分割状态的“行政区经济”聚合为开放型区域经济，把区域分散狭窄的市场

聚变为国内统一强大规模市场，是战略转型的关键要素。这次长三角地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出现了种种产业链阻塞、断裂、不能协同复工复产等严重情况，再一次说明了整合行政区

经济、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未来，由于国内强大市场甚至可能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

绝对优势，是未来国家产业安全的保障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在十四五国家规划

中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加以利用。

从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报告，都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体系，让内需规模名列世界前茅的要求。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虽然我国地区间的行

政壁垒有所打破，但是总体上市场格局还处于条块分割状态，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并没有真正

形成。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一方面可能是在改革思路方面存在不明确之处，比如人们长期直

观地认为，形成国内强大市场，就是依赖于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和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其实，

推动政府职能改革、破除行政壁垒、建设统一市场，才是形成国内强大市场真正有效的举措，

光靠提升收入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另外，找不到解决行政区经济问题的突破口，也是统一市场

建设成效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联系本文第二部分，我们将可以清晰地看到，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根本使

命和主要任务，是为了在区域分割体制中推进市场融合，为建设区域统一市场然后是全国统一

市场探路，为形成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服务，为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机制奠定市场基础。

二、更高质量一体化：破除行政区经济与先易后难建设统一市场

当前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只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中国现在的市场容量看起来很

大，实际上可以规模化利用的空间并不大。现在的国内市场并不是统一市场，而是碎片化的市场，

是被行政权力分割的块状市场，是由“行政区经济”格局形成的市场。“行政区经济”一方面

形成了政府驱动型的巨大增长动力；另一方面，这种碎片化竞争有损于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

如与软预算约束有关的投资冲动、决策随意、地方政府债务高筑等。这导致全国统一市场无法

形成，也就无法通过强大国内市场形成对全球资源吸纳的能力，无法用统一市场促进企业达到

规模经济状态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因此，“行政区经济”格局是导致我国潜在的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无法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

当前影响地区间各主体的竞相开放从而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地方政府

的超经济强制力量。目前的经济体系中，很难有一种内生的力量可以去主动打破它们。出于维

护行政边界内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经常动用行政力量对市场进行一定的分割，如运用某些地

方条例性法规或专门制定某些政策，对生产要素流动进行限制。这些阻碍资源和要素流动的地

方政府障碍，绝大多数都是在经济转轨时期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有的还固化为

地方性的或明或暗的利益规则。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各地方

统一市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的使命、任务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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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运用竞争政策对照自己过去颁布的各种地方法规、条例、政策和措施，主动拆除与统一市

场形成不吻合的制度障碍，在任何新的经济政策出台前，都要经过竞争政策审查。

像中国这样地广人多且各区域情况复杂不一的大国，破除“行政区经济”，建设全国统一

市场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区域、分步骤、分阶段推进。这其中，应当从具体区域的

市场一体化开始，以消除区域分割、拆除要素资源的流动壁垒为目标，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施相互开放和

市场配置，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实现机制探路。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要首先从要素市场化改革做

起。其实这种看法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却不符合寻找突破口进行“先易后难”改革推进的基

本原则，因而容易遭到反对和抵制。如户籍制度改革捆绑的是区域间的福利差异，像教育、就业、

医疗等种种福利在城市间的差异，是不可能不根据发展水平来盲目打破的。按照先易后难的原

则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必须进行分类有序推进和重点突破，具体来说就是：

（1）对竞争性产业部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点，是要减少政府管制，实现开放的

充分竞争，以竞争实现市场协同目标。即使各地的企业在投资领域有重复也不必担心，市场其

实不怕竞争也不怕项目的重复投资，怕的是没有竞争的垄断，怕的是缺乏收购兼并机制，怕的

是无法正常退出。

（2）对公共品生产领域来说，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工作，主要在基础设施超前规划、

建设的统一指挥和连接点的互通、管理协调一致性等方面。因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性、不可分

割性特征，各地政府必须主动让渡有关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权力，根据一体化协议交给某个机

构统一行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协调公共利益。

（3）对民生性消费领域来说，因它涉及最广泛的既得利益群体，也是最难以突破的领域，

因此一体化战略不能脱离现实发展阶段制约，不能从均贫富的理念和要求出发陷入盲动，不可

能在发展差距很大的地区间搞民生的“一样化”，更不可以是“一起化”。

（4）对投资活动领域来说，各地以政府为主的增量资本，或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的活动，

可以在企业层面实现地区间就某一项事业的实质性联合，为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奠定现实的微

观基础；而对存量资本，则可以鼓励企业在长三角区域内的收购兼并，消除区域内长期存在的

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实现产业发展和市场运作的实质性一体化。

（5）就科技创新领域来说，如果能够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充分利用苏浙皖的科教资源、人

力资本和产业基础，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进程将会被大大压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科技创新

合作是外部性最大的事情，制度设计稍有疏忽，就很容易出现搭便车的情况，从而使合作进程

受阻。这提示我们，对长三角科技创新一体化的问题，要有严密的机制设计，对政府出面干预

研发合作的实际效果，也要有清醒的预判。

相对于国内其他区域来说，长三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地域联通、文化相通、习性相同，具

有经济发展水平高、人民生活水平高、对外开放程度高、深化改革意识强等基础和优势，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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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地区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完成以国家战略推动区域统一市场建设的使命与任务。如果在中国各

个区域统一市场建设和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再通过鼓励各区域市场的竞相开放，那就完全有

可能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因此，长三角地区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接这个重要使命与任务，率

先探索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机制，并成为促进形成国内强大市场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推进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推进长三角市场一体化，难点和根本在于治理机制。是不是应该围绕长三角区域“一盘棋”

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各种行政协调机制？其实不然，以行政手段解决“行政区经济”体制中的

行政问题是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我们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把内生于发

达市场的竞争政策作为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和机制。这其中的原因很

简单，行政手段解决了小区域内的小问题，却会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了更大的冲突和矛盾。因

此根本性办法还是要逐步培育市场机制，限制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的范围和力度。为此我们提出

如下几点具体的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在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强政府”和“强

市场”的作用都要发挥，但位次有别。“强政府”主要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贯彻落实

竞争法为核心，以此营造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作用的良好环境，如抑制垄断鼓励竞争，规范市场

主体行为等；二是以社会公共目标为导向进行区域联合，联手去做一些市场失灵的事情，如区

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软环境优化等。从根本上说，上述第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四省市地方政府

要在现有司法制度架构下，加快建立和健全长三角各地区竞争政策的执法机构，或者各地把这

种执法权委托让渡给某个超越本地利益的机构，明确其主要职能是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以竞争

法为依据，尽快启动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行动，开展大规模地清理和整理反一体化的规章、文

件和其他政策措施，废除、修订与国家《反垄断法》相抵触的条款内容。这个机构从精兵简政

的角度看，可以由现在各地的法院合作形成具体的执行机构。组建包括上级行政人员、地方政府、

专家学者和利益相关体在内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发挥上述第二方面的作用则需要政府间的紧密

合作。过去提倡和鼓励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发展，如今实施一体化战略应提倡和鼓励地方政府间

的合作协调。解决“行政区经济”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一是要改革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考核

评价体系，把实现一体化发展而不仅仅是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目标作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

业绩，以此扭转其行为准则和压力机制。二是要限制地方政府参与市场、干预市场的权力边界。

这个权力应该主要限定在对市场公共利益的调节，而不能成为市场营利活动的追求者。三是可

以签订一些具体的一体化发展协议，依照“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原则，以政府间协商的方式

让渡某些公共权力给相应的长三角一体化机构，把竞争转化为合作。

第二，全力释放上海对内开放的龙头作用。过去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龙头作用，

主要体现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而在对内开放的引领作用发挥得不够。在更高质量推进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当下，上海与长三角其他省市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中心与外围的等级

统一市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的使命、任务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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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也不是单纯的接轨和融入上海或者上海辐射周边的关系，更不是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

的关系，而是优势互补、达成合作的平行关系。一方面，上海应不断强化服务、管理、集散、

创新等城市职能，加快构建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上海应主动逐步退出一般性、劳动

密集型、能耗高的制造业，重点突破证券保险、国际运输、信息服务、研发与技术服务、国际

商务、文化和会展旅游等服务业领域，并借助上海总部经济发达的优势，将人才、技术、资金、

信息等要素投入的重心转移至设计、研发、网络、品牌、营销等环节，鼓励企业将生产环节转

移到长三角其他省市，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和产业链配套，从而将长三角地区打造成为综合交

易成本和制造成本较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另一方面，推动上海的一些重要改

革试点、改革举措的成果率先在长三角复制推广，放大改革叠加效应。可以申请中央授权，长

三角决策机构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复制推广国家已经在上海试点的政策；或者由长三角

决策机构统一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在部分地区复制推广试点政策。总的目的，是要推动要素跨

省域流动，解决要素尤其是金融市场分割的问题 , 使要素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区位选择和

优化配置 , 以提升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水平。

第三，推进市场的一体化，要从区域内具体的项目做起，要学习欧洲人搞欧共体时的务实

精神，避免泛泛而谈的抽象议论，议而不决。欧共体当年是从煤钢、原子能利用委员会的协调

功能开始，一直发展到欧元体系建成，一步一个脚印，极其务实。长三角市场一体化需要协调

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从破除政府公共项目的合作障碍开始，如消除断

头路、区域轻轨建设、港口码头的委托管理或股权一体化等等，逐步消除户籍、医疗、教育等

民生领域的障碍和难点。当长三角区域民众逐步享受到市场一体化的利益之后，自然都会衷心

拥护，推进起来力度就会更大，更容易成功。

第四，在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过程中，要注意发挥企业尤其是企业集团的主体作用。一是

要鼓励区域内企业的收购兼并活动。微观层面的收购兼并活动可以将区域间企业的市场协调行

为内化，会导致强烈的一体化效应，因而是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最有效工具。二是要发挥

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在建设产业集群中的一体化作用。产业集群模糊了行政区域的界限，是市场

一体化的空间载体，可以实现经济区域“极化——扩散”增长的现代生产力配置方式。例如，

如果在长三角宁杭沿线建设基于生态走廊的科技创新产业集群，那沿线一体化发展的高技术产

业将会覆盖苏浙皖三省。三是要依据国内企业之间的市场分工，构建链接各区域的一体化价值

链。价值链的类型包括基于公平交易的市场型价值链、被俘获合作模式的半紧密型价值链，以

及纵向一体化的企业集团等等。依托这些价值链，可以把长江经济带开发战略与“一带一路”

倡议结合起来，在企业抱团走出去的过程中共同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我国有竞争

力的丰富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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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的
短板与政策推进

陈  柳   王亚利①

中央在十九大报告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多次强调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江苏是中国最有条件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地区之一，2019 年，南京的智能电网装备、

软件和信息服务，无锡的物联网，苏州的高端纺织、生物医药、纳米新材料，徐州的工程机械

等 6 个集群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对象，占全国 1/4，居第一位。近期，笔者对江苏 11

个市的产业集群走访调研，将当前产业集群建设的短板和针对性政策作如下初步梳理。

一、先进制造业集群存在的主要短板

1. 重点集群的创新能力仍存在不足。我省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和发

明专利申请量位居全国第二，但专利授权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仅位居全国第四。与国外来华的

专利相比，我省仅在现代中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优势。高端纺织产业集群中的恒力

集团拥有我省世界单体产能最大的 PTA 工厂，有全球排名前三的涤纶化纤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

盛虹集团，这两家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占国内纺织纤维专利申请总量的 6.3%，但恒力只占同类国

际巨头宝洁公司来华申请的 1/3、纳幕尔杜邦公司的 1/3。

2. 部分集群产业链供应链存在风险。一些虽然产业链条整体较为完整，但是关键环节、关

键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仍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比如，我省新型显示集群产业链条基本完善，

涵盖了材料制造、设备、组装、面板制造、终端应用全产业链一体化集成体系，但在关键环节

OLED 材料、显示芯片、遮模板及部分靶材仍属于薄弱。节能环保产业集群中，脱硝催化剂、

反渗透膜材料、高端环保滤料、挥发性有机物检测设备等 95% 以上仍依赖进口产品。

3. 少数产业集群受制于市场空间饱和。比如，江苏船舶海工集群产业占全国市场份额长期

在 1/2 左右，但是自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以及产业自身发展阶

段的原因，市场长期处于平缓低迷的状况，产业集群的成长空间不足。智能电网产业集群是唯

一一家国家火炬计划电力自动化特色产业基地，总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但受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电力消费结构变化等宏观环境影响，电力需求增速减缓、电力投资区域下降等不同程度存在。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王亚利，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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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群内各个主体合作协同程度不高。普遍存在集而不聚的状况，集群成员间的联系松散，

协作渠道不畅通的问题还较普遍。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平台存在短板。总体上看，各地在产

业集群研发和检验检测平台方面进行了较高的投入，但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入各类企事业单位

硬件设备实现共享使用，提升利用效率方面仍有阻碍。二是创新主体合作较少。江苏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申请的专利量（276 件）不及北京（724 件）、广东（279 件），产学研合作程

度不高；在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方面，我省多个创新主体共同申请专利的多为集团内部公司，

企业之间合作并形成有效保护的较少，我省仅 463 件，合作专利量不及浙江（1081 件）、广东

（1026 件）和北京（978 件）。三是部分集群龙头带动作用不强。虽然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在

区域产业集群中发挥了对上下游企业的联动作用，但多数产业集群体现更多体现同类企业横向

集聚，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尚未形成。

5. 产业集群的政策的协调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省、市之间协调不够、地区的部门和

载体之间协调不够。总体上看，职能部门推进集群工作有效抓手不多，当前主要是以指标考核

的方式指导区域集群工作模式略显简单，条块之间政策协调为集群赋能的管理机制亟待构建。

二是地区共同建设集群的协调不够。部分产业集群是两个或三个市联合推进集群建设，比如，

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是南通、泰州、扬州联合推进，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是泰州、连云港、

无锡联合推进，但由于缺乏顶层体制机制设计，市与市之间明显缺乏互动协调。三是现有促进

机构大多数难以胜任角色。工信部将集群促进机构作为以市场化方式推进集群的重要生态组成，

过去以行业协会作为促进机构的模式在实践中感到明显力量薄弱，目前各个集群的促进机构建

设上普遍面临两难困境：市场化的机构缺乏推进抓手，政府性背景的机构又回到职能部门主导

的旧模式，亟待以市场化导向创新制度设计。

二、推动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的政策建议

1. 形成高效的政策联动机制。加强省市之间、部门之间联动，建立良性的政策互动机制，

合力为集群发展赋能。建议：（1）以集群发展规划的任务分解为抓手，将集群建设工作纳入各市、

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内容。（2）建立职能部门与区域之间的政策协调小组，吸收行

业协会、智库、企业代表等成员，以针对性的政策为集群发展赋能。

2. 建立科学产业集群统计监测体系。依托统计部门现有统计体系，按细分领域与标准逐个

集群进行摸排，进一步完善集群统计监测制度，建议：（1）明确产业集群的产业链的范畴、

产业集群的区域统计范围，在全国率先科学建立产业集群的统计框架。（2）精准建立产业集

群规上企业库，通过企业直报建立集群培育和发展台账，实现精确统计、动态管理和精准考核。

3. 加强促进机构建设。促进机构是工信部集群竞赛的重要指标，针对各地促进机构的水平

和层次难以指导企业和政府的现状，建议：（1）在省级层面上助力，联合江苏产业技术研究

院等省内重要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参与到江苏 13 个产业集群促进机构建设中。（2）推广无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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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促进中心等地方探索的初步经验，以市场化为原则，鼓励各地以促进机构的服务功能建设

为导向，因地制宜建设符合当地实际和产业特征的促进机构，加强集群微观主体的内部协同。

4. 协调跨地区集群的联合发展。在全省交通枢纽一体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可以实现跨区

域发展，实践中也正在形成这样的产业特征，建议：（1）在省级层面上建立跨区域的产业集

群建设协调机构，为各市联合建设的产业集群提供协调的联系平台；（2）在长三角一体化的

背景下建设地理上毗邻地区的产业集群，尤其重视苏锡常毗邻地区的产业天然形成跨市集群，

防止机械的因为集群“称号”的分布而忽视区域之间的产业联系。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的短板与政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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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格局 从建设统一市场和加大
对内开放做起

刘志彪①

一、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是单循环发展格局

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以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这一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开发和利用的是西方国家的市场，技术、设备

甚至原材料等也从国外取得，产成品再销售到国外市场。

实施这一战略的基本逻辑是国内市场发育不足或不良，既无法消化日益增长的供给能力，

也无法引导或决定资源配置。因为人均收入低、消费能力差，如果企业仅仅瞄准国内市场，就

没有办法实现销售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经济转轨中虽然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迅猛的增长，但

是由于国内市场分割或市场主体的信用不足，企业发现我们的国内市场往往是看起来蛮大，而

实际上并不大，即使能实现销售，也经常长期拖欠或收不回货款，这时企业就更愿意选择出口

销售。

“两头在、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是以国际市场为主体的“单循环”发展格局。

这时，国际市场总体上是与国内市场脱节的，国内只是生产加工制造的平台；国内市场也存在，

比如原材料、劳动力、信贷等要素市场也起作用，但是在发展格局上处于被牵引状态，整体上

起次要的作用；国际市场的循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促进国内经济的循环，但是国内市场

尤其是最终产品市场不是这一战略关注的重点。

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下的单循环发展格局，从大国发展的国家战略角度看，是一

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它的主要问题是过于依赖西方国家的市场，对自身发展资源利用不足，

尤其是不能有效地用好自己逐步成长的市场容量这一重要的竞争优势，长期的国际代工不仅难

以在竞争中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取得高附加值，而且容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遭遇某

些国家的抵制，或被别人掌握主动而丧失自己发展的自主性。

二、统一市场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基础

目前，中国过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动态转变，即随着国内生产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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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扬，以及人均 GDP 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竞争优势已经从过去廉价要素的

优势，逐渐转变为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这就意味着经济开放战略和结构也需要朝着充分发挥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方向进行调整，发展战略要注意从利用别人的市场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

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转向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封闭起来搞自己的经济循环，而是要在继

续参与国际竞争的前提下，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要以国内

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而且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

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显然，这是跟过去的经

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

因此，在实现这种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中，所依托或所利用的市场是实现战略转换的过渡

变量，是最基本的工具、手段和最重要的资源。如果我们无法实现这种市场利用上的转型，我

们就还需要把转型升级和进一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身上，继续在旧的发展轨道上延续。

这不仅不可信，而且根本无法实现战略的真正转型。因此，能否建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

的市场体系，成为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四十多年中，一个特别突出也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大市场体系的

建设进展迟缓，由此阻碍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和发展方式的变革。

第一个特别突出困难，就是市场体系缺少统一性。这不是指市场门类不齐全，恰恰相反的是，

这个市场门类我们构建已经很充分，而是指市场的功能缺少价格机制协调的基础，行政权力长

期在配置资源中起主导作用，从而导致市场的条块分割、市场的功能残缺。为了让价格信号可

以在资源配置中起统一协调作用，就要求从根本上限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割据作用。

第二个特别突出困难，就是市场体系缺乏竞争性。这不是指一般的消费品市场缺乏竞争性，

恰恰相反的是，这个市场由于产能过剩已经高度竞争化，而主要是指要素市场的行政垄断和竞

争不足，尤其是指大企业垄断现象，以及土地市场、资本货币市场的缺少竞争性配置的条件。

要素市场化改革不足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限制了市场主体的自主扩张和自我收缩的能力，它

是我国未来经济改革深化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第三个特别突出困难，就是市场体系缺乏开放性。这不是指我们的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不足，

而是主要指的是对内开放不足，尤其是对民营经济开放不足。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是市场竞争环

境不均等，对民营经济存在严重的歧视。这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了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

以及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能力。

以上这几个方面构成我国进一步市场取向改革尤其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这

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要攻克的重点的

改革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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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的过渡阶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些年国家把一些区域战略如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

成渝地区等战略，纷纷上升为国家战略，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建设新经济增长极，或者建设什

么“新高地”，而是为了在这些条件较好的、市场发展比较充分的地区，通过地方政府职能改

革和协调，大力推进区域市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并试图通过这种区域统一市场的建设，引导

区域间的竞相开放来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

当前推进的长三角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的过渡阶段。过去我们很

早就提出要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但是实践中却不容易有实质性的突破，尤其是区域市场分割问

题、要素市场化改革问题的解决举步艰难。在一个体制和发展方式都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市场主体、市场机构、市场门类等发育水平参差不齐，建

设全国统一市场的任务根本不可能一二三齐步走，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发挥地理相近、

文化相通、经济差距较小的区域间政府的协调作用，让其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首先建立起区

域一体化市场。如果各地的这种区域一体化市场建立起来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就有了良好

的基础和前提。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三：

一是鼓励在具有外部性的公共领域由地方政府通过协商，订立有关合作协议，把某些相关

的行政权力交给一个一体化执行机构去行使。公共领域由于外部性，应提高效率的要求而需要

政府间加强彼此合作，因此这是在国家战略鼓励下容易实现协调的地方，也能立竿见影地取得

良好结果。例如，长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就应该如此操作才能取得一

体化发展的效果。

二是以《竞争法》规范地方政府行政权力插手市场运作的行为，坚决反对市场主体运作当

中的超经济强制力力量。长期扭曲市场机制的超经济力量，只能来自于各级政府机构。因此《竞

争法》不仅是规制企业行为，更重要的是要能规制任意干涉市场的行为，尤其是行政垄断行为，

或借助于公有企业进行垄断的行为。这需要建立一体化区域的仲裁机制（如负责跨区域运作的

巡回法院），统一处理区域内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

三是要鼓励区内企业进行以收购兼并为主要手段的组织调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大

问题是组织程度差，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小，企业之间分工协作能力弱。造成这个问题的主

要原因是地区分割和市场碎片化。鼓励区域内企业的收购兼并行为，必然会产生市场一体化的

协调效应。欧盟市场一体化发展的经验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效的手段。

四、加大对内开放力度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

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的问题还在开

放，不仅是对外开放，而且是对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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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开放发展，目前中国的开放战略的思路面临着重大的转换，即要从过去强调对外

开放，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既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更要以

对内开放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全国统一市场建设进度缓慢，与我们长期注重对

外开放而对内开放力度不够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已经高于对外开放，

进一步对内开放已经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

那么，对内开放，究竟是对谁开放？开放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从划分内外的基本标准看，对内开放就是对本国公民的开放，这表现为把政府机构为民众

包办的一系列经济事务的选择权赋予个人和家庭，让其自由选择、自我发展；从开放的受益主

体看，对内开放主要是对民营经济的开放，要运用《竞争法》破除一切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壁

垒和政策歧视，公平它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的竞争条件；从开放的内容看，对内开放就是要

破除一切被政府行政垄断或借助于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和部门，实行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从

开放的时间看，对内开放就不仅要进行增量改革，还要进行触动既得利益的存量改革，要敢于

啃硬骨头；从开放的空间看，对内开放就是要按地区公平的原则推进政策实施过程，破除政策

的“洼地效应”，减少地区间的开放歧视和不均衡现象，平等一切区域间的发展条件和政策的

差异。

从加速对内开放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的角度，主要一是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改革的目标是激励国内潜在市场现实化，促进现代消费能力的形成，重点是改变资本收入

与劳动收入的结构，提升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改变 6 亿人口月平均可支配收入在 1000 元左

右的窘境。另外就是降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让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并具有强大的

消费能力。

二是要分区域推进经济高质量一体化战略，重点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

地区运用国家战略破除区域行政障碍，进行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试验，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如果

这些中国的主要发达地区都已经实现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互开放，那么中

国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统一大市场格局就基本形成了。

三是要重点拆除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进入障碍，平

等其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条件，重点鼓励其创新发展和兼并收购发展，鼓励其走出去、走

进去、走上去，迅速做精做强，让其有驰骋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

总而言之，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对

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战略的重大修正。形成这一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建设统一、竞争、

有序、开放的大市场体系。而诸如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经济战略的国家化和各种对内开放措施

的有力贯彻实施，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

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

双循环新格局 从建设统一市场和加大对内开放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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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八条”打破对房地产宗教般的迷信
陈志龙①

14 日晚间 10 点，朋友圈里有深圳的朋友说深圳将出台房产新规，坐等官宣。时近夜间 12 点，

终于有五部门联手推出“炸锅”的消息传来：15 日起，入户满 3 年且社保满 3 年才有购房资格，

非深户要 5 年社保；夫妻离异的，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 3 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

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即购房资格倒追 3 年计算套数。具体说，在离异之日起 3

年内，若离异前家庭名下在本市无房，离异后任一家庭成员可以以成年单身人士身份在本市购

买 1 套商品住房；离异前家庭名下在本市有 1 套商品住房，离异后无房一方可以以成年单身人

士身份在本市购买 1 套商品住房；离异前家庭名下在本市有 2 套商品住房，离异后任一家庭成

员在本市均不得购买商品住房。此外，包括转让增值税从 2 年免变 5 年才免，细化普通住宅标准，

750 万以上的房产不再算普通住宅，因而在税率和贷款首付比上有所区别。同时，加强对包括

新房抽签在内的优先权设计，让无房、个税或者社保年限长的人士优先等。

“深八条”对今年疫情稳定后持续高烧的深圳楼市，可谓精准狙击，招招致命，见血封喉。

今年二季度以来，部分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继续在高位向上攀升，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房价出

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新开楼盘价格在不断刷新各种纪录。媒体曝出的深圳一处新楼盘开盘，

8998 人抢 394 套房。许多人交了 100 万元认筹金，仍没能摇上号。“在深圳买新房摇号像买彩

票一样，除了凑够钱还得碰运气。”参与此次认筹的 8998 位购房者，合计认筹冻结的资金额

近 90 亿元。认筹人数和冻结资金数量都刷新了深圳史上新盘摇号纪录，中签率 4.37%。深圳几

乎新盘一房难求，火爆场景不是个例，许多新盘一出现即“秒光”。6 月 20 日深夜，深圳另一

楼盘发布 5 套新房源的诚意登记客户名单显示，认筹人数共计 1171 批。也就是说，每 234 人抢

1 套房，中签率仅 0.4%，创下深圳楼市最低中签率。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现象在上海、南京等地也同步出现。疫情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

货币政策宽松叠加人民币汇率下行，实体经济低迷，信贷宽松大潮下部分贷款不可避免地流向

楼市，助推房价上行，也加大了投资客押注的热情。应该说，这轮大中城市的房价上涨得益于

流动性的充裕，带有明显的防止货币贬值和对冲通胀目的。正因为如此，其复杂性值得警惕。

因为，房地产在高位持续过快上涨对任何国家都是棘手而危险的宏观经济问题。深圳是中国房

地产市场的几个龙头城市之一，在市场面临失速风险时，痛下决心，摁住龙头意义重大。而以

① 陈志龙，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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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万为界线区分普通住房和豪宅，也给区别刚性需求和奢侈型消费提供了想象空间，更多的

税收细则可能已在路上了。

对所有迷信过房地产的国家来说，房地产泡沫发酵过程中，无法模型化的动物精神发挥着

重要作用。一般在最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往往认为市场完全是自我管理的，是理性和有效

率的，但泡沫化的市场却经常出现偏离和脱轨，这反映的是动物精神的本质特征。房地产泡沫

往往反映了一个时期经济政策的差池。长期执掌美联储的格林斯潘拥有如“法老王般”的权威，

他坚持“永远不要紧缩，始终保持宽松，泡沫不是问题，泡沫的破裂才是问题……不要跟我说

长远，长远看，我们终将死去。”格林斯潘巫师终以“永远不要紧缩”的放松魔法如愿唤来了

房地产泡沫。

格林斯潘多次感叹：“我们从内心深知，我们对远期的预见能力是有限的。在古希腊，国

王和将军们在采取政治和军事冒险行动前都要到神庙中拜一拜，看能否从诺查丹玛斯的神秘预

言和先知们那里得到些许建议。可是我们不是先知，我们的预测不断地失败。鉴定房地产泡沫

是一道非常棘手的命题。” 他的房地产泡沫不可知论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式的“责任推卸”的一

种手段罢了。

进入新世纪，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认为，美联储需要为美国政府力推的美国梦——“住

房所有权社会”制造一个房地产泡沫。经济学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是格林

斯潘 0 利率的拥趸者，“因为这样就能迅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拯

救经济的灵丹妙药。”。所以，美联储出手了，过剩的海量资金、廉价货币无限地输入房地产

市场和华尔街投行，投行的金融巫师们设计出与房地产信贷相关的各种衍生金融产品，无限加

大与房贷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杠杆率，这种大规模的“货币注入”、“货币喷射”开启了“让

每个人都兴奋得发狂的泡沫周期”，他们的房产可以循环往复地放大抵押，房子就是每个人的

提款机。信贷失控可能给经济带来麻烦，当泡沫剧的主角“宿命般”地变成了不动产，“房地

产之癌”自然成了次贷危机前美国金融体系中最致命的因素。这个肿瘤最终把美国、把全世界

拖入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中，房地产最终成为超级投机者纸上富贵的沼泽地。每次房地产

泡沫破灭后，都会有一大批泥足深陷的金融机构迎来无情的“末日清算时分”，这从来没有过

例外。这也是让理性的当政者和监管者最不寒而栗的地方。

房地产是人性贪婪的试金石，人们在高涨的利益面前很难摆脱对群体性共识的渴望。这也

决定了人们对房地产问题上的代价和教训往往是健忘的，总以为有傻瓜会接棒，总以为在盛宴

的大厅着火时自己会第一个跑出去，而不担心出口处的踩踏风险。许多危机的记忆已成往事，

但危机还是一次次地重演。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当时，中国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

谷等地的房地产成了国际机构、本地中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投资品。危机爆发前的 1997 年，房

地产部门已成为香港经济中最大的部门，对 GDP 的贡献度达到 26.8%，而同时期金融对 GDP

的贡献度只有 10%，区域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畸形繁荣，为最终触发“明斯基风险”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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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如果时间再往前追溯，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韩国席卷全国的房地产热潮中，韩国地价高

企，仅次于日本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位。韩国地价是加拿大的 6 倍，是法国的 9 倍，而美国和

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是韩国的 100 倍左右，法国是其 5 倍左右。单位土地价格（每坪），韩国是

英国的 4 倍多，是美国的 50 倍。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卖掉韩国土地的话可以买 6 个面积是

其 100 倍的加拿大，可以买 9 个面积是它 5 倍大的法国，或者可以买半个美国。今天回头来看

这个数字让人吃惊，但当时就真的发生了，“一切就像梦一样”。

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一样，它天然具有自我麻痹效应。市场持续上涨和外溢的财富效应

让多数人在面对房价上涨时都像注射了荷尔蒙，不灭的如梦如幻的财富神话让他们如鲨鱼嗜血

般地追逐下一场“轮盘赌”，这方面的教训都是过几年来一轮。所以，决策者不仅应该阻止个

体非理性的蔓延，还要基于宏观审慎的考量，对房地产金融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有清醒的认知，

对房地产的金融风险和潜在的社会风险要清醒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

府，都不能放纵房地产泡沫的畸形繁荣和风险累积。

“房地产不败”的神话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韩国、90 年代初的日本、1998 年的东亚、2008

年次贷危机台风眼的美国，一个个破灭，并都造成了难以收拾的后果。韩国房地产泡沫最严重

的时候，房地产市值是国民生产总值的 5.7 倍。房地产是债务滚存堆积最严重的部门，泡沫破

灭后，韩国、日本反思房地产对经济金融体系的绑架，称经济房地产化为“经济的房地产之癌”，

是使经济崩溃的“亡国病”。可见房地产的杠杆率之高、泡沫破灭后损失之巨、教训之惨痛。

次贷危机前，华尔街的杠杆率中位数在 50：1。这意味着市场存量资产市值 2% 的波动，就能让

高杠杆机构陷入万劫不复的被动境地。

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在房地产泡沫面前，不能做格林斯潘式的“不可知认者”和无所

作为者，必须切实加强预期管理。房地产政策必须反映一种意识形态，它反映建设美好社会的

理想，保障经济金融体系安全的初衷，必须有效守护百姓的财富。很显然，我们已经置身一个

复杂的被房地产绑架的困局之中，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是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出现

经济危机。如果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导致泡沫破裂，必然出现金融混乱和严重的通胀风险。所以，

在当前的复杂环境下，我们必须正视部分地区房地产的结构性泡沫问题，从金融体系的安全来

说，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实现软着陆，谨防经济过度房地产化导致金融体系的“癌变”。所以，

深圳的行动是理性的、及时的、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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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个体经济开辟就业发展新空间

以新个体经济开辟就业发展新空间
陈  柳①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我国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就业”，报告明确提出“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稳就业”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稳就业”一方面需要拓宽传统就业渠道、促进传统就业；另一方面，“稳就业”更要迎

合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通过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脉搏，提供更多就业机会。7 月 15 日，

国家发改委等 13 个部门发布文件，明确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进一步降低个体经营者线上创

业就业成本，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这是向数字经济要就

业和发展红利的具体举措。

数字经济尤其是互联网经济商业模式正加速迭代，过去个体经营者加入电商平台形成的“淘

宝村”等城乡特色产业集聚，正在进一步演化为短视频、直播基地等新一代网络产品形态。在

资本的有力支持下，富有才华和特长的个体经济从业者加入到网络平台中来，为平台提供个性

化的内容输出，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稳定变现。据统计，今年短视频用户将达到 10 亿左右，

市场容量达 2000 亿元，相关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在 300 万人左右。再比如，疫情期间涌现出的“网

红经济”，可以认为是电子商务 B2C 模式进化出的新形态，传统电商场景品牌与用户互动少、

图文形式下消费体验较差，网红直播场景融合线下渠道缩短了产业链，发挥粉丝规模效应，提

升销售及营销效率，享受直播流量红利，体现了产品信息丰富及传统电商性价比高的优点。再者，

个体在开放平台体系中实现知识传播、经验分享，也是新个体经济的重要形式，比如知乎的付

费用户正在成倍增长，愿意为知识付费的人越来越多。

商业模式进化过程中互联网平台的个体从业者，无论是进行有形商品的输出，还是知识经

验的分享，均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线下的个体经营者的特点，而促进新个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营

造专业化的环境。

加强新业态新模式就业统计、监测和规范。我国“电商直播”正处于初期的探索发展阶段，

行政监管相对滞后，法律规则留有较大空白。目前，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的国内首份《网络直播

营销行为规范》从 7 月 1 日起已经开始实施，对直播电商中的各类角色、行为都作了全面的定

义和规范。浙江省网商协会 7 月发布了《直播电子商务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探索提出

全国首个直播电商行业标准。在地方和行业探索的基础上，管理部门还应该按照现有的法律，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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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电商法、合同法、广告法等，对新个体经济作更加准确的法律保障和规范。

努力降低新个体经济从业者的成本，降低从业壁垒。本次发改委等 13 个部门的文件，对

为新个体经济发展提供融资便利、降低融资成本、简化注册登记、减免相关管理收费等方面，

均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其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个体经营者线上就业创业。此外，线上个体从

业多属于灵活就业、分时就业，带来的劳动关系认定难、劳动争议处理难、社保缴费难等新情况，

需要相关部门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和社保、商业保险等多层次劳动保障。

新个体经济发展要与新基建结合起来。在线娱乐、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智慧零售等新业

态依赖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提升新基建的效率不能就建设抓建设，而是要进一步广泛地、根

本地提升新消费体验。政府主动开放场景推进数字经济的应用，通过场景开放将核心技术与场

景深度结合，广大市场主体充分借力新基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渠道，创造出更

多更好满足大众需求的消费业态，广泛的就业机会也就自然形成。

当前各个地区为了顺应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对新个体经济发展提出了多种支持政策。

杭州余杭区是电商直播的领跑者，集中了包括淘宝直播等约 20 家直播平台，余杭不久前规定，

直播电商人才最高可认定为国家领军人才，奖励金额以百万计。上海打破学历资历的条条框框，

将淘宝的头部电商主播李佳琦作为特殊人才落户。还有的地区将新个体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驱动力，比如四川提出利用直播的形式带动川货发展。

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19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表明，江苏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位

于全国前列，但与领先地区相比仍有较为明显的差距。新个体经济发展既是开辟就业机会的新

途径，同时也是江苏互联网发展的新机遇。对此，第一，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分类，

从新个体经济等新态势出发，尤其是对软件、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规律进行细化研究，分门别类

提出支持政策。第二，借鉴深圳等先进地区的做法，在数字产业领域不要笼统规定对企业固定

资产规模乃至销售规模的支持门槛，引入知识产权筛选机制。不仅对数字硬件研发和生产进行

补贴，还要加强对数字内容发展和软件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府

基金和风险投资。第三，认识到人力资本是数字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发挥南京、苏州等省内

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在购房、补贴、奖励、个税优惠等方面向这类人才倾斜，努力建立一支

包含数字创新创业企业家、研发人才、个体创作者等在内的高水平、高活跃度的人才队伍。第四，

着力完善数字经济的商业生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运用的便利化、提高政务数字化水平等方面

是数字生态的应有之义，企业应用、政府应用与社会应用形成合力，实现“数动江苏”的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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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新基建新特征精准施策、主动作为
陈  柳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之一就

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发力新基建，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可谓正当其时。我们要准确把握新基建的内涵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顺应新基建新特征精

准施策、主动作为，努力取得更多新成效。

新基建具有新特征

新的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型基础

设施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内容。可见，在过去若干

年逐渐补齐铁路、公路、港口、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短板的基础上，新基建强调调整对抗经济

下行的传统投资领域，比如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

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以及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

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新的主体。新基建的领域更多的是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游，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同时

投资强度更多的是决定于市场主体对投资收益的预判，相对于市场主体，政府部门的直接投资

在新基建中并不具备专业领域的优势。新基建的投资主体不能仅是依靠政府或者是政府各类平

台，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拓宽融资来源，政府资金主要应该通过奖补方式引导社会投资。

新的布局。传统基建基本是各级政府主导，更加强调公共产品的公益属性，各个地区通过

财政和政府融资开展建设，但新基建则需要因地制宜根据产业规律进行布局。因此，新基建将

会根据要素禀赋的差异在某些地区形成聚集。比如，贵州利用气温和电价优势大力发展大数据

产业；上海提出加快布局全网赋能的工业互联网集群，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系统与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搭建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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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内涵。新基建固然引致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更重要的逻辑是通过产业

转型升级带动更多的企业投资，同时新基建通过支持和推动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发展壮大，提升

经济运行全要素生产率。新基建不是为基建而基建，而应围绕新产业发展和新业务场景需求，

加强其商用进程，实现二者螺旋式、交互式迭代创新。新基建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可能不会像传

统基建那样立竿见影，但可为新技术人才提供就业，因此不能按照传统基建那样简单采用短期

投资增量来评价新基建的效果，其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牵引作用需要放到同等重视的程度。

推进新基建须有新思路

一是要把新基建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新基建的领域与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有关，

自身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基建的投资与建设会拉动上下游和软硬件领域的

巨大需求，为重要产业的国产供应链提供发展机会和进步空间。新型基础设施会为更多的产业

和应用提供基础环境和条件，从而衍生出更多的产业和企业，提升整体的产业结构水平。此外，

新基建不仅仅是一种新增量，更是对存量具有很大的效率提升效应。传统产业需要借助这些新

型基础设施，尽快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因此，在新基建推进的同时，传统产业

的技术改造需要同步进行，这本身就是一个普遍的规模较大的技术投资过程，有助于整个宏观

经济整体效率的进步。

二是要打通新基建与新型消费之间的通路。在线娱乐、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智慧零售等

新消费业态依赖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基建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支持下游更多应用，其最

终规模取决于新消费能够开拓更多创新空间。因此，提升新基建的效率不能就建设抓建设，而

是要进一步广泛地、根本地提升新消费体验。在一定意义上，新消费为新基建指明投资方向，

明确发展目标。数字平台呈现出显著的网络效应，使用者越多，对使用者的价值越大，需要尊

重和提炼消费新趋势，挖掘阻碍消费升级的共性难点堵点，着力为新消费打造更扎实的平台基

础。与此同时，广大市场主体应该充分借力新基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渠道，力

争创造出更多更好满足大众需求的消费业态。

三是要顺应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努力拓宽投融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方式，进行分类指导，

积极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涉及带有新基建属性的成熟基建模式，可以以债权融资为主，

同时投融资模式以政府性为主、市场化为辅；工业互联网、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由于自

身的高风险和高投资回报率，未来收益不确定程度高，可以鼓励风险偏好更高的股权资金积极

参与；而对于新基建投资可以获得稳定收益的项目，则更适合于精细化的市场化资金。近期政

策层面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募 REITs 试点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电信基础

设施如 5G 基站、数据中心等具有长期可持续的租金类收入，应当加快在新基建中推行 REITs

模式。

四是要把握国际竞争的方向。当前国际经济争端和贸易摩擦加剧，逆全球化的趋势明显，

新基建不仅承担投资功能，更承担自主创新功能。要加速推进智能技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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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基建的融合，畅通软硬网络连接通道，努力通过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产业链、

供应链、创新链的薄弱和被动环节，通过新基建的统筹规划着力实现基础、关键、核心部件、

基础科研平台、通用软件、协同创新组织等各板块的稳固和自主可控。

抓住机遇有效推进新基建

努力抓住宏观层面的机遇。新型基础设施是技术支撑的外在表现，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保障。江苏要发挥自身优势，努力确立在先进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地位。一是对接好

移动、联通、电信、电网等新基建国家队在江苏的机构，解决好新基建的土地、能源、环保等

建设前置条件的配套。二是促进新基建与工业数字化协同推进。充分发挥江苏制造业特色，布

局 5G、F5G 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并推动下游工业场景应用，实现融合发展。三是政府主动开

放场景推进新基建的应用。通过场景开放，企业得以不断将核心技术与场景深度结合，以应用

推动研发，让城市拥有智慧的大脑。

支持中小企业广泛创业创新。新基建支持的领域技术更新、产业业态模式迭代速度快，要

从企业培育成长的一般规律入手，转变发展思维，更大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特别是要

构建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创业创新支持机制，如制定中小企业创新研究、技术转移、创业合作

等扶持计划，通过鼓励兼并重组、融资支持等推动中小企业创新成果技术成果产业化等。通过

将政策更加侧重于普惠型营商环境的塑造，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公

平准入，创造机会均等，致力于为每一个创业者提供一个工位，形成创新创业的汪洋大海。

培育数字经济生态环境。数字经济发展是新基建的重要目标。数字企业大多是轻资产企业，

对发展环境非常敏感，在对外招商和服务企业上要高度关注这一特征。一方面，不断优化政策

环境。可以借鉴深圳的做法，在数字产业领域引入知识产权筛选机制，不要笼统规定对企业固

定资产规模的支持门槛。加强对数字内容发展和软件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与数字经

济相关的政府基金和风险投资。另一方面，着力完善数字经济的商业生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

运用的便利化、提高政务数字化水平等方面是数字生态的应有之义，要促进企业应用、政府应

用与社会应用形成合力，实现“数动江苏”的生态圈。

顺应新基建新特征精准施策、主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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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育新动能、解放思想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

洪银兴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正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

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 : 一是培育新动能 ; 二是解放思想。

对于培育新动能而言，经济是在新旧动能的转换中运行和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多方面

的发展动能 , 关键是发现、把握并加以培育。现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培育

的新动能是新产业，是建设新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因为在现代竞争中，产业竞争力比企业竞争

力更重要，企业所处的产业是否有竞争优势，处在产业哪一个环节，竞争力都不一样。对企业

来说 , 更应该关注自己在产业内部所处的地位是否有竞争优势。在高质量发展的当下，无论是

企业还是城市，培育新动能，增强竞争力，必须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哪些产业有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有个概括：一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发展将带动众多产业变革和创新，二是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空间、海洋开发的技术

创新更加密集，三是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四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动

形成庞大的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等产业。G20 杭州峰会确定的被称为“新

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是反映新工业革命标志的高端产业。如智能制造、机器人、新能

源、新材料、环保产业、生物技术等。二是体现于传统产业和服务业的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

首先，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其次，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

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再次，

创新引领，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转化，

建立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

对于解放思想而言，当前高质量发展的解放思想首先要跳出规模速度型发展思维定势，转

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思维。解放思想是发展的总开关、时代的最强音。面对深层次的体制束缚、

观念禁锢和利益壁垒，没有思想上的破冰，就难有实践中的突围。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口，新

旧矛盾交织，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更是前所未有，靠老办法没有出路，靠守摊子没有前途，唯有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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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大解放破题，用新思想引领新实践、闯出新路，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主要

表现在供给侧。高质量发展即高效率的投入和高效益的产出，在供给侧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

面：第一，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发展。第二 , 体现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要求的发展。

第三，反映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有效配置资源、具有高投入产出比的发展。第四，

反映宏观稳定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处于宏观合理区间的发展。根据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特征，在去产能、去库存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不能只是停留在去产能、去库存。“去”了以后需要“立”。这就要培育新动能， 

使该“去”的无效产能被新动能替代，从而使经济发展由新动能推动，并把被过剩、无效产能

占用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新动能中，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这是影响我国长远发展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内容。

西北大学的任保平是我的学生 , 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经济增长质量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2019

年他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最近完成了书稿 , 即将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一书围绕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 , 从理论和

实践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理论上 , 研究了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

判体系的构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因

素。

在实践上 , 围绕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 研究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的转型，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发展方式转变，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构建，有效供给的形、成生产力质量的提升、动力转换、宏观调控等问题。本书

的特点是 :

第一，明确界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认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就是要打造经济发展的升

级版。将高质量发展界定为 : 经济的总量与规模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实现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动

能转换、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结果。

第二，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六大评判体系。认为高质量发展的评判体系包括 : 高质量发展

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政绩考核体系。

第三，提出中国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进行。在宏观

维度我国应通过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三大变革来促进高质量发展。中观维度则主要

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微观维度应该从高质

量的企业发展、企业管理、产品与服务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时代的需要 , 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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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活力也是双循环发展
格局的活力

刘志彪①

市场主体活力也是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活力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与企业家们谈谈心、鼓鼓劲和听听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在精辟的讲话中，16 次提到了“市场主体”这个范畴。这个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市场主

体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于国家下一步改革开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它具有决策独立性、地位平等性、目标趋利性、行

为灵活性等最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

本保障。所以习总书记说，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

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表面上看起来是转换资源配置方式，实质上是转换配置资源的主体，即经济

转轨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选择政府管理本位还是市场主体本位？市场主体独立自主的

决策最终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说明这时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最适当的主体。

有强大的市场主体才会有强大的经济和强大的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今逆全球化

浪潮和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

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

发展积蓄基本力量”。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经济崛起的希望在市场主体，保护和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就是在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政府要做哪些工作

强调市场主体，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的

干预要与其职能和能力相配合，使这种干预减少到最适当的限度；另一方面，适当的政府干预，

也必须在法治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目的是为市场主体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习总书记说，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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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市场公平的维护者，要更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坚持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联系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实际经济工作，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全面认真地考虑

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全面评估逆全球化浪潮对我国市场主体造成的前所

未有的冲击，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包括稳市场主体。到 2019 年底，我国已有市场主体 1.23

亿户，其中企业 3858 万户，个体工商户 8261 万户。当前，确立这些市场主体的现实问题，首

要的是让其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够活下去，其次才谈得上激发这些市场主体活力，最后才是能够

实现更大发展。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当前条件下维护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

力，政府要做的工作：一是要落实好各种纾困惠企政策，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项

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二是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

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三是要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企业家心无旁骛、长远打算，以恒心办恒业，扎根和

深耕中国市场。四是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积极帮助它们解决租金、税费、社保、

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以市场主体的开放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

习总书记提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

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

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以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有一个非常重

要的特点，就是它开发和利用的是国际市场。实施这一战略的基本逻辑是国内市场发育不足或

开放不够，无法消化日益增长的供给能力，不能有效引导资源配置。从大国发展的国家战略角

度看，它的主要问题是过于依赖国际市场，不能有效地用好逐步成长的国内市场容量这一重要

的竞争优势，不能在竞争中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容易丧失发展的自主性。

目前，随着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扬，以及人均 GDP 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竞争优

势已经从过去廉价要素的优势，逐渐转变为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这就意味着经济开放战略和

结构也需要朝着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方向进行调整，发展战略要注意从利用别人的市

场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转向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封闭起来搞自己的经济循环，而是要在继

续参与国际竞争的前提下，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要以国内

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而且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

接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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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这种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中，所依托或所利用的市场是实现战略转换的过渡变量，

是最基本的工具、手段和最重要的资源。建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体系，成为形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基础。为此要以市场主体的开放促进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

有利于塑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对外开放，而且是对内开放。要从过去强调对外开放，

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既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更要以对内开

放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

面对新形势，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至少不低于对外开放，进一步对内开放已经成为

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

一是要明确对内开放就是对本国公民的开放，要把政府机构为民众包办的一系列经济事务

的选择权赋予个人和家庭，让其自由选择、自我发展。从开放的受益主体看，对内开放主要是

对民营经济的开放，要运用法律破除一切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壁垒和政策歧视，创造它与外资

企业、国有企业的公平竞争条件，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实行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重点

鼓励其创新发展和兼并收购发展，鼓励其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迅速做精做强，让其有驰

骋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

二是要通过推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奠定基础。要重点在粤港澳

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运用国家战略破除区域行政障碍，进行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试验，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如果这些中国的主要发达地区都已经实现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再在

此基础上进行相互开放，那么中国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统一大市场格局就基本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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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江苏外贸的阶段性影响及
可能的二次冲击

李小琳等①

本报告基于 2017-2019 年的江苏省对外贸易历史数据，使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预测无

疫情条件下的江苏省 2020 年 1-6 月的出口值，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实际出口值远小于预测值，

出口下降幅度在 1 月份疫情开始爆发时达到最高值 26.07%。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进行，出口预

测值和实际值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但出口恢复速度在放缓。考虑到 9 月份全面复学，人口会

出现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9 月份可能存在二次疫情爆发的风险。预测结果显示，假设在有效

的疫情防控下，二次疫情的影响规模分别为一次疫情规模的 0.5 倍和 0.1 倍，则二次疫情爆发

后 4 个月之后，出口增速下降幅度分别为 3.6% 和 1.36%。即若出现二次疫情，防控越有效，出

口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小。

一、全球疫情对江苏外贸的阶段性影响

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江苏的外向型经济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由此新冠疫情爆发后，

江苏外贸发展也受到较大冲击。南京海关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 1-6 月，江苏省出口贸易累计

比去年同期下降 5.6%。结构性分析发现，第一，从产品类别看，疫情期间，医用品和化学用品

出口增加明显，动物类产品、木制品、轻工业品及重工业品出口份额大幅下降，尤其是机械及

运输设备（如金工机械、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累计出口较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达

到 21.9%）。值得一提的是，机械及运输设备在江苏省工业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占比超过 55%。第二，从贸易类型看，江苏省对外贸易中，一般贸易占比超过 50%，来料加工

贸易占比超过 30%。数据显示，2020 年 6 月，租赁贸易出口累计比去年同期下降 28.8%，出料

加工贸易出口下降 62.8%，与 2020 年 1 季度相比，出口持续下滑。第三，从贸易国别看，疫情

以来，江苏省的出口贸易份额，在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小幅度下滑，而在大洋洲地区略微上升。

除此以外，江苏省在其他地区的贸易，同比去年均呈现明显下滑趋势，尤其是北美洲 (-12.8%)、

非洲 (-14.4%) 和拉丁美洲（-6.8%）。

① 大数据与经济课题组（课题组成员：李小琳、江静、许士道、倪颖、庄园、牛晓童、麻丽。李小琳，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江静，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秘书长；许士道，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倪颖、庄园、牛晓童和麻丽为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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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对江苏外贸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化的特点。

第一阶段是 2020 年 1 月末至 3 月中上旬。这一阶段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的疫情导致生产停

滞而引起的供给不足，进而使得江苏出口出现断层。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全国范围内经济

活动大幅减弱，地区间人员活动受到限制，出口贸易企业的生产出现断层②。同时，众多外贸

企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难以维持基本的运行需求而被迫倒闭。以工业生产为例，1-2 月，江

苏省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7.1%。其中，国有控股工业增加值下降 9.0%，民营工

业增加值下降18.7%③。此时，尽管全球疫情尚未蔓延，国外需求方提前终止合同的现象仍然频发。

生产活动的限制以及资金来源的匮乏，导致众多企业相继倒闭，江苏省的出口贸易供给出现了

明显的断层。

在此期间，在国务院的政策指导下，江苏省政府在疫情期间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商贸、海关

的经济政策。1-3 月份，面对出口供给不足，江苏省政府在保障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鼓励外

贸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加大出口信贷支持、简化进出口流程等方面对外贸企业提供政策支持。

第二阶段是 2020 年 3 月中上旬至今。这一阶段，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江苏省的产

能得到恢复，而海外疫情的蔓延导致江苏出口需求出现断层。1-2 月份，江苏省出口贸易额为

1856.9 亿元，环比下降 60.3%。3 月份，出口贸易额为 2504.1 亿元，出口环比增长近 1.4 倍④。

早期的出口下降主要源于生产能力的下降。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及江苏省多项关于促进复

工复产的政策出台，经济生产活动逐步复苏。然而 3 月中上旬至今，国外疫情大规模蔓延，江

苏省出口贸易的主要对接国（如美洲和欧洲各国）的疫情形势极为严峻，使得产品难以实现出

口。如表 1 所示，江苏省对于疫情形势严峻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幅度较大。受疫情影响，

不少国家开始实行封国和停产措施，并且主动终止与江苏省的贸易合约。除医疗用品、化学用

品和基本的食品出口外，其余多数产品的出口出现断崖式下跌。当前国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

欧洲和北美的疫情仍在大幅扩散，未来一段时间内江苏省对疫情高风险地区的出口贸易仍会受

到较大阻碍。

在此期间，面对出口需求的断层，江苏省政府在持续保证外贸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上，进

一步鼓励企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并推动企业利用外资扩量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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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可能的二次冲击以及长期影响

疫情期间，江苏省出口增长速度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根据南京海关数据显示（见图

1 和图 2 黑色曲线），疫情期间（2019.12~2020.06），进口总产值实际累计与去年同比增速在 -6.7%

至 -0.2% 区间波动，与疫情前的进口增速相比无明显差异；出口增速则在 -22.1% 至 -5.6% 区

间波动，2020 年 1 月与疫情发生的 2019 年 12 月的增速相比，下降 24%。此外，与基于灰色系

统的逐月预测的增速相比（图 1 和图 2 蓝色曲线），进口实际增速百分比要高于预测值，最高

在 2020 年 3 月增速提升了 5.61%。而出口则受到较大的负面冲击，2020 年 1-4 月的出口实际

值要远远小于预测值，其中 1 月份下滑幅度最大，达到了 -26.07%。

图 1 出口增速对比（单位：百分比）

图 2进口增速对比（单位：百分比）

疫情对江苏外贸的阶段性影响及可能的二次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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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可以发现江苏省出口增速在疫情期间逐渐得到控制与恢复，但恢复速度逐渐放

缓。与基于疫情影响的预测增速相比（图 1 绿色曲线），实际出口增速要高于预测值，最高在

3 月增速提升了 32.53%，说明在疫情期间，其负面影响受到一定的控制而减弱。并且，实际增

速在 3 - 4 月大幅回升。但截至 2020 年 6 月，与 2019 年 12 月相比，增速仍下降了 7.7%，且恢

复速度自 4 月起便逐渐放缓至 0% ~ 1% 。

此外，随着复工进度的推进，在理想状态下，出口产值增速将在 8 月恢复至原有水平。基

于 2017-2019 年出口数据，本报告对 2020 年全年及每个月的出口产值增速进行预测（图 3 黑

色曲线）。由预测结果可知，若无疫情，2020 年的出口增速基本在 0%-1% 区间波动。本报告

将该预测曲线设为出口增速增长的上限，并综合各预测曲线得到较为符合理想预期的出口总产

值增速曲线（图 3 蓝绿色曲线）。

然而，实际上，恢复速度可能呈放缓趋势，与原本预期水平始终存在差距。考虑到 2019 年

原有增速水平限制，以及 2020 年以来已有损失的不可逆性，现在的恢复速度已逐渐达到瓶颈。

如图 3 中紫色虚线曲线所示，若对疫情期增速进行预测，可发现，预期的恢复曲线在 4 月出现

放缓的趋势，出口增速仅提升了 1.906%。然而，4 月实际出口增速提升了 8%，为整个疫情期的

最大增长幅度，这可能是由于 2-3 月因国内疫情爆发而积压的出口订单在 4 月集中恢复出口。

而在 4 月增速大幅提升之后，实际的出口增速增长趋势符合预测结果，出口增长速度在 5-6 月

提升较为缓慢。若希望在 8 月前恢复至原有水平，则需要引入新的出口刺激动力。

对于二次疫情的影响，相较于第一次疫情，每增加 10% 的疫情控制效率，可在 4 个月内总

计减缓 6.5% 的出口增速下降幅度。本报告将未发生疫情的预测值与 2020 年实际增速值之间的

差距视为疫情与政策的综合影响，并根据该综合影响预估二次疫情的影响。基于江苏省疫情期

表现，假设 2020 年 9 月爆发相同规模的二次疫情，根据疫情控制效率的不同，将出口总产值

图 3 2020 年 1-12 月的出口增速理想恢复曲线与二次疫情爆发曲线（单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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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受到的负面影响记为第一次爆发的 γ 倍（此处，令 γ 分别为 0.1、0.5 以及 1），从而预

测不同情况下的出口增速（见图 3 中绿色、橙色以及深红色曲线）。由预测结果可知，即便仅

受到 0.5 倍率的冲击，在 4 个月之后，与原有水平相比，出口总产值增速仍下降了 3.6%。而当

将倍率控制至 0.1 时，出口总产值增速波动较小，平均增速下降幅度仅为 1.36%。

三、相关建议

鉴于国外疫情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江苏省以出口为主的贸易方式迫切需要调整。解决出口

困境，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企业与全社会的协同努力。政府扶植企业发展、企业创新生产和

发展方式，将可能降低疫情对江苏省工业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

政府对企业实行减税降费，提供金融支持。疫情期间，以出口贸易为主的企业面临生产停滞、

难以支付设备费用和员工工资、缺乏收入来源、市场份额锐减等困境。资金是企业的血液，外

贸企业迫切需要资金以实现生产周转。一方面要减税降费。对于企业的房租费用和应缴纳税费

予以部分减免，或推迟缴纳所得税和社保费用。对于疫情以前效益和信用良好的企业，可以通

过返退还部分企业所得税予以激励。另一方面，要对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企业缺乏资金时，不

可避免缩减经营范围和裁减员工，这将带来一定的社会稳定问题。要从根本上为外贸企业纾困，

适度提升外贸企业的信贷额度，减少审批环节和放款时间。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但具有发展前

景的外贸企业，要放宽信贷发放限制，并发放专项贷款以辅助外贸企业经营。对于欠银行款项

短期无力偿还但经营信誉良好的企业，允许银行以“债转股”的形式进入企业生产环节，建立

银企命运共同体。

政府主动增加投资，加大产品购买。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不容乐观且难以估计，政府主动扩

大投资尤其是扩大基建投资是缓解经济发展困境的有效选择。同时，政府的主动投资能够帮助

企业出口转内销，缓解企业产品的出口压力。具体地，各地级市要注重基本的民生建设和基础

设施建设。如在满足地铁建设要求的城市加快申报审批，在非城区加快道路建设等。在全省层

面上，布局全省范围内的高铁网络，加快全省范围内高铁路线的互联互通；完善全省范围内的

社会保障体系；落实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项目清单，推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苏南

苏北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这些措施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外贸企业的产品销售压力，

并能够有效摆脱出口企业长期以来对外需的依赖，为出口企业的发展转型提供中短期的托底。

企业自主技术改造、产业转型。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是江苏省主要的贸易模式，其中进料

和出料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量的 30% 以上。相较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的技术复杂度普遍较低，

替代程度较高，因而相关的贸易产品在疫情期间具备更低的抗风险韧性。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贸

企业应以疫情为契机，实施创新驱动计划，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既要改造现有的生产和

贸易模式，也要运用新兴技术和新型经营业态来改造现有发展模式，改变当前贸易从属地位的

贸易模式。在当前的出口环境下，加工贸易附加值边际递减，继续关注出口贸易规模已无法应

疫情对江苏外贸的阶段性影响及可能的二次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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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风险，应当关注并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类。

夯实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当前，江苏省的主要贸易对接国如北美洲、欧洲等发达国家

疫情形势严峻。如果疫情形势继续发展，贸易出口量会进一步下滑。可以考虑重构贸易网络，

以一带一路国家为基础，向外围进行扩散。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江苏省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

同比正向增长。2020 年 3-6 月，江苏省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出口分别较去年同期变动了 -9.2%、

22.6%、-2% 和 -8%，1-6 月贸易出口额较去年同期累计增加 3.2%。未来，可依托亚投行、丝

路基金等，保证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流通顺畅，拓展江苏省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多渠道出口。

打造夜间经济生态圈，外贸转内销。当前，夜间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风口。伴随“夜

间经济”模式兴起，江苏省可因地制宜开展区域内夜市经济发展，完善居民夜间消费环境，支

持商贸企业规范开展夜间经营，鼓励各地区、各企业开展夜间经济生态圈的建设与改造，打造

优质夜间经济模式。全省范围内要推动各地区商品跨地区流转，工农业用品在城乡之间流动，

依托各地区的优势产业，实现全域范围内的产品资源流转。各地级市和地级市内部开展具有自

身特色的夜间经济模式，推进消费升级，积极开发各地区的内需潜力。要鼓励网络消费、智能

消费，促进城市工业品、小商品下乡，农产品海产品进城，地区间的特色产品跨区转移，将原

有的外贸商品向内销转移，消化积存外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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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场到主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

从客场到主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
刘志彪①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后，各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其中有些认识存在一定

的偏差。一种较为典型的误解认为，中国将要实行闭关自守政策，重走自我循环的老路。习近

平总书记为此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

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从理论上清晰地阐述了以下问题：一是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是“两

头在外”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二是在逆全球化浪潮和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国要高举经济全

球化大旗，就必须开发和利用我们的内需市场；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为了用内需来更

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而绝不是为了关起门来封闭

运行；四是中国发挥内需潜力不仅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而且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以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在 40 多年中取得

了巨大成功。这一全球化战略的实施，是在客场进行的。为什么没有在自己的主场进行？因为

国内市场发育不足或不良，既无法消化日益增长的供给能力，也无法引导或决定资源配置。因

为人均收入低、消费能力差，如果企业仅仅瞄准国内市场，就没有办法通过销售以实现扩大再

生产。经济转轨中虽然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迅猛增长，但由于国内市场分割或市场主体的信

用不足，企业发现我们的国内市场往往是看起来比较大，而实际可利用的规模和效能并不大，

企业就更愿意选择出口销售。

客场经济全球化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内在的原因是我国在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着巨大

的比较优势，切入全球价值链后进行全球竞争，我们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但在 2008 年世界金

融危机后，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客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从大国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不可持续的

战略。一是过于依赖西方国家的市场，对自身发展资源利用不足，尤其是不能有效地用好自己

逐步成长的市场容量这一重要竞争优势；二是长期进行国际代工，不仅难以在竞争中培育出自

主品牌和技术并取得高附加值，而且容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遭遇某些国家的抵制，丧失

发展的自主性；三是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廉价要素不再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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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竞争优势，逐步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成为真正的优势。

为此，要尽快把在客场进行的、以出口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升级为在主场进行的、

以利用内需为主的经济全球化。简单来说，就是要利用内需，对全球开放市场。世界市场或全

球市场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不是用区域来划分的，而是一个开放与否的概念：市场只对本国

开放，就是国内市场，如果对全球各国开放，就是全球市场。

这样一来，一是内需就成为实现全球化战略转型的工具、资源和手段；二是中国市场成了

全球市场后，新一轮的全球化将在我们的主场进行，内需市场开放是更大的对外开放；三是可

以利用内需来促外需，即一方面用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发展创新经济，进行

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依托于庞大的内需，实现规模经济和差异化的优势，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走上去和走进去。

这种“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显然不是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封闭起来搞自我经济循环，

而是要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形式、

方式和途径，不仅要以国内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而且

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

循环。显然，这是跟客场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

推进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其意义在于：其一，有助于促成将我国处于分割状态的“行

政区经济”聚合为开放型区域经济，把区域分散狭窄的市场聚变为国内统一强大规模市场；其

二，从利用别人市场转变为利用自己市场，从根本上转变了我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和机制，

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实现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要求；其三，国内强大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我

国虹吸全球先进创新要素。如果我们可以据此塑造一些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如全球

性宜居城市来广泛吸收先进的高技术人才，那将极大地推动创新经济格局形成，从而有利于实

现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可见，实施在新场地展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基本前提是假设国内形成了强大的内需或

超级市场规模优势，且这个市场可以给全球的资源和要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未来我们新的

战略资源观，也要由过去要素的性价比高的比较优势，转向现在的国内强大市场优势。未来

国内强大市场甚至可能是我国的绝对优势，是国家产业安全的保障和竞争力的来源，必须在

十四五国家战略规划中给予充分重视和利用。

从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报告，都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体系，让内需规模名列世界前茅。从市场的量方面看，我国现在内需接近 100 万亿人民币，其

规模不能说小，但是内需的结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内需中消费比重低、投资比例过大，

如 2019 年最终消费占比为 55.4%，同期资本形成占 43.1%。与发达国家最终消费一般占 70%、

甚至 80% 以上相比差距很大；二是不仅人均 GDP 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之间差距较大，

后者水平较低，而且可支配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大约有 6 亿人口处于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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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左右的水平，这部分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应也很低。从市场的质方面看，我们还没有真正

建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体系，行政区经济、市场信用度不足、行政垄断以及对内

开放不足等，是目前中国市场发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会给双循环的企业造成很高的

交易成本，阻碍通过内需支撑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这需要进一步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尤其是

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重点突

破要素市场的改革难题。要素市场改革是中国统一市场形成的难题也是突破口和关键环节，从

而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重大调整的基础。如果无法实现由客场市场利用向主场市

场利用的转型，我们就仍然要把经济转型升级和进一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和其市场上，

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因此建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体系，成为形成国内市场

为主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基础。

从客场到主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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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洪银兴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以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

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

最有效率的形式。进入新时代，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

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

配置的改革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加强产

权激励

产权激励是市场主体活力的基础。有恒产者有恒心。市场主体能够服从市场调节的根本原

因在于自身的产权利益与其市场行为相关。经济行为收益同风险相匹配，最致命的风险是产权

丧失，最重要的收益是财产增值。产权激励是市场经济最强大的动力源，产权激励制度涉及产

权的界定、配置和流转，把人们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财产权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晰企业产权

的归属、控制、产权收益和风险，把经济活动的风险和财产收益联系在一起。这是稳定持久的

激励。

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易就是所有权的交易。从经济学角度

来分析产权，它不仅仅是指人对物的权利，还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

系。任何商品（包括资产）只有在产权界定清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交易，市场价格机制也才能

发挥作用，资源也才能得到有效配置。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降低市场配置资源成本的功能。现实

中企业之间不仅需要为寻找市场支付成本，相互之间的竞争也需要支付成本。通过并购之类的

产权制度安排，企业代替市场，就能降低交易成本。

产权被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

则。市场配置资源不只是指资源流到哪里去，还涉及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土地等要素的组合。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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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调节中决定为谁生产就是指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在社会总产品中凭借所有权获取的收益。各

种要素的收益取决于在各自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并决定各种要素投入的组合。由此实现市场所

配置的资源最有效率的组合和配置，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产权通过市场流转。市场配置的要素基本上是有一定产权归属的要素，既有增量又有存量。

相比增量要素，存量要素规模巨大。市场对这部分要素的配置意义更大。企业产权结构重组，

存量结构调整，可以在优化资产质量中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在现阶段以产权流转方式进行的要

素市场化配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解决被束缚在低效率的产能过剩的部门和企业的资源由

死变活。淘汰过剩产能、污染产能、落后产能基础上腾笼换鸟，腾出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发展新

产业、新业态。二是企业在资产重组中做强做优做大。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对民营企业，由

市场来决定谁的效率高。谁的效率高，谁就是兼并重组的主体。由此使资产向高效率企业集中。

产权制度有无效率的产权和有效率的产权之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建立有

效率的产权制度即产权激励制度。产权的有效激励要求产权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一是严

格保护产权。保护产权要以公平为核心，全面保护，依法保护。二是产权顺畅流转。产权在规

范的资本市场流转最为有效。三是产权确保安全。入股和交易的产权必须保证安全。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

市场体系是要素市场配置的载体和平台。虽然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晚，但起点必须高，尤其

是市场体系建设的标准要高。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商品市场已完全放开，大部分要素市场也

已经形成并开放，但市场体系还存在短板，需要按高标准要求补齐市场短板。

完善并规范金融市场。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活，经济就活。金融市场主要涉及银

行信贷和资本市场，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渠道。建设高标准的金融市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

是需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给投资者提供多元的投资场所、多种投资工具，降低杠杆率。

二是规范金融市场的运行。既要克服脱实向虚的现象，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又要防止系

统性金融风险。三是建立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金。如以创业（风投）基金支持创新创业，

以产业基金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以并购基金支持企业重组。

建设和规范土地市场。土地市场一般与房产市场密不可分。土地市场建设的重点在规范。

土地一级市场要引入公平竞争的机制。在土地二级市场上不仅要充分竞争，也需要建立防止过

度投机的监管机制。现阶段补土地市场的短板突出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入市和流转。一方

面解决集体土地进入非农用途市场与国有土地出让市场的同地同权问题。另一方面探索在所有

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农民承包地承包权、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建设问题。

发展技术市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需要发展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促进科技创

新成果和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新技术的供给与需求的严重脱节是技术要素的最大

浪费。发展技术交易市场的着力点，一是技术市场建设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克服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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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供求信息的不对称。二是活跃科技中介，这是技术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强化技术市场上

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营。

充分开放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可以实现人尽其才。就业优先战略的实

施更需要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突出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不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还要促进城市劳动力进入农村，

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第二，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才是第一要素。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不能停

留在简单劳动力市场建设，需要建设和完善人才市场，其中包括科技人才市场和企业家市场，

在这类市场上人力资本价值是重要的评价标准。

大数据的市场分享。在信息社会，尤其是进入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后，大数据成为除资本、

技术、劳动、管理、土地以外的新的发展要素，甚至要比石油资源还要重要。大数据是在互联

网上对海量数据经过分析和处理的数据。现在从微观到宏观，从产业到技术，从企业到市场，

大数据在其中起的生产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数据才刚刚被认定为生产要素，其市场建设也才

起步。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需要尽快建设和完善大数据市场，以市场方式来实现大数

据的有偿共享和互联互通。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打通数据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

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

破除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推动公平且充分的市场竞争

公平且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市场只承认竞争的权威，不承认

任何别的权威。所谓充分竞争，表现在：一是要素自由流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更容易

从一个部门和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地点，其条件就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

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二是优胜劣汰的竞争能够出清市场，无论是剩余的供给还是剩余

的需求。所谓公平竞争，表现在：市场准入公平，市场交易公平，机会均等。这种市场就有两

大功能：第一是市场的选择功能，也就是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第二是市场的激励功能，即奖

惩分明的激励机制。虽然经过市场化改革，我国在各个市场上竞争局面已经形成，但还需要更

为深入地促进公平且充分的竞争。

就充分竞争的要求来说，需要进一步扩大物质性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的范围。现在竞

争性领域价格基本已经放开，由市场定价。但是，涉及水、电、气、电信这样一些自然垄断性

领域中的物质性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由政府规制。针对政府规制和行政的垄断

造成的低效率问题，规制改革的主要走向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转向激励性规制。更多地

把一部分被政府规制的要素放给市场去配置。在电力行业之类的自然垄断行业可能分离出的竞

争性部门，退出政府规制的范围。政府定价范围就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

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同时赋予被规制企业以更多的确定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的自由度，使被规

制企业更加趋于按商业原则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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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平竞争的要求来说，需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要素在统一开放的市场配置才有效。

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统一市场并没有形成。在改革进程中已有的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地区

发展政策又强化了地方利益，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市场壁垒，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

因此，统一市场建设突出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地方保护，二是打破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和地区

封锁，三是打破城乡市场分割，建设统一的城乡市场。

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竞争政策则是

政府为保护、促进和规范市场竞争而实施的经济政策。竞争本身属于微观经济，竞争政策则是

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这需要国家

实施支持和保护竞争的政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是实现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体系中竞争政策起的基础性作用，体

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结合。

资源配置以竞争为基础。基于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国家制定的竞争政策要起到

基础作用，就是要为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提供政策环境。包括政府退出市场配置资源的领

域，对资源配置起调节作用的价格放开由市场决定等。

市场主体的培育以竞争为基础。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市场主体。在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培育市场主体主要涉及两个

方面：一是在制度和政策上解决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处于平等的市场

地位，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这就是所谓的竞争中立。二是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不是靠政

府保护而是靠竞争来维持的。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就是要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促使其唯一

地依靠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来保持和巩固主体地位。

产业组织政策以竞争为基础。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竞争政策在产

业组织中起基础性作用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产业政策的实施主要依靠竞争机制：竞争性选择产

业发展方向，竞争性选择鼓励发展的产业，竞争性淘汰落后产业，竞争性建立上下游产业联系。

二是在更大范围减少垄断。竞争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竞争作为

提高效率的手段，本身也有费用，严重的无序竞争、过度竞争、恶性竞争，造成了过高的竞争

费用。分散化市场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广告费用和竞争费用。降低市场调节成本的重要路径是

建设有组织的市场，促进企业集中。无论对哪种市场，都要反垄断行为。相应的需要完善反垄

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强化竞争政策需要一系列的制度配套，如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等。

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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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从“扬长避短”
转变为“扬长补短”

刘志彪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的会议明确提出，“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加

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与通常所说的“扬己所长”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次会议同时提出了

补短板和锻长板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已经从“扬长避短”转变

为“扬长补短”，不仅自己的长处和竞争优势要进一步发挥，而且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也要同

时拉长和补齐。

当前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众所周知，在全球产品内分

工中发挥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嵌入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处于全球产品内分工

的底部环节，一直是我国参与上一轮全球化的最佳选择。当前，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全球产品

内分工原则，受到来自逆全球化趋势和新冠疫情的重大冲击。中美贸易战及其后续的一系列冲

突证明，在现有的全球产品内分工秩序下，来自上游企业的技术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

竞争力。越是处于上游的产业，越缺少替代厂商，发生贸易制裁现象时，对下游厂家的杀伤力

越大。为此必须高度防备那些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中间投入品商，在关键时

刻对我国产业安全所发出的可置信的威胁。因此，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直面短板奋起直追，

才是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当“扬长避短”的静态比较优势与国家产业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

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理性选择必然是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突破瓶颈限制，即短期看自

己在某产业的竞争上可能没有优势，但是可以通过政府的扶持和适当的补贴，全力扶植这些处

于“短边”状态的产业部门，奋力拓宽发展瓶颈，拥有全球产业一定的话语权。

在双循环性发展格局下，补短板不仅要补产业的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特殊材料，更要补

技术的制度短板。我国目前产业体系、门类齐全，发展规模也很大，但是很多产业“缺芯”，

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部件都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隐形冠军企业垄断，大到精密机床、半

导体加工设备，小到高铁螺丝钉、电子芯片、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微电子链接用导电金球等。

为此，我们应该重点选择这些“缺芯”的产业链，专注地把技术一层一层地往上做，逐步掌握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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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易被竞争者替代的重要价值环节。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家没有认识到培育各种隐形冠军

企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是我们缺少隐形冠军企业成长的生态环境和制度条件，如税制环境、

知识产权保护、工匠精神等。也不是说，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文件要求、政策规定和法规条例，

而是缺乏实实在在的执行机制。很多文件要求、政策规定和法规条例难以落实和落地，是制约

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比较优势发生动态变化的条件下，不仅短板要拉长，而且长板要更优化。“锻长板”，

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全力发展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教育

水平的普遍提升，中国产业现在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在劳动密集尤其是熟练劳动力密集的产业

上。因此现阶段强调“锻长板”，就是要鼓励大力发展熟练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我们未来也不

可能放弃那些占人口需求比重高的、附加值率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市场，而全部去追求那些

市场狭小的、高精尖的技术密集的产业。这里需要破除一个误解，就是过去我们一些人一说要

产业升级，一论产业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就要求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产业升级

也好，迈向中高端也罢，都是要求产业能获取高附加价值。能不能获取高附加价值率，是判断

产业是否升级或迈向中高端的基本标准，这与是不是劳动或技术、资本密集的产业性质无关。

在技术进步的支持下，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获取高附加值。相反，即使是资本技术

密集产业，也不见得一定可以获得高附加值。

实施扬长补短策略，要有系统性的体制改革、政策调整、法治强化、文化重塑等作为保障。

一是要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以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为依托，在市场的基础上运用国家的力量，

突破某些基础产业的瓶颈。对于某些不适合运用举国体制的关键生产环节，如服从摩尔定律而

变换频繁的芯片产业，也可以以相关企业为主体进行投入和集中研发，政府产业政策进行组织、

引导和实施基金支持。二是以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思路，通过国内市场开放，吸收全球先进技

术和人才等要素来中国进行创新创业，发展我国以创新为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集群。现阶段我国

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正从生产要素价格低廉逐步转向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后者甚至

可能是我国长时期拥有的绝对竞争优势。这对我国形成以创新为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集群有巨大

的推动作用，关键是要把这个统一的大规模市场培育好。三是要以国家的力量去提升基础教育

和基础研究水平，提高基础原材料生产以及相关仪器设备的质量，这是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的重点薄弱环节。四是要形成更合理的财富分配体制，社会财富应该倾斜于对社会作出贡献的

人才而不是投机的人，才能让技术人才可以长时间沉下心来把关键技术做到极致，让更多企业

成为隐形冠军。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税收体制改革、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

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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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的全球化是从出口导向
到利用内需

刘志彪①

导语：面对国际政经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格局的调整，中央提出我们要以内需为主，逐渐

建立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刘志彪指出，利用国内市场不是封闭，不是自力更生，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强调进一步开放。

面对国际政经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格局的调整，中国制造业如何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

业链重构？中国制造业如何在疫后新格局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新的国际格局变化之

中，实现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7 月 30 日晚，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在直播间探讨了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的话题。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思考，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的重组趋势。主要讲三个方面的

问题，第一给大家介绍一下经济全球化基本的理论基础，在这次疫情过程当中以及贸易战当中

受到了动摇；第二给大家讲一讲当今发达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产业重构的趋势；

第三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对策，谈谈我的建议。

全球化趋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过去全球化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产品的分工，全球化其实就是在产品分工基础上进行的。在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整个分工是产业间的分工，到了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时候，这

个分工叫产业内的分工。

2000 年之后，整个世界的分工呈现出新的趋势，就是产品内分工，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产品

分成很多的环节、很多片段，放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生产，哪里最有效率就在哪个地方生产，哪

个地方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就放到哪里生产。

跨国公司把分散在全球的生产进行组装和销售，这时候的全球化就是跨国公司发动的，跨

国公司把整个世界当成它的牧场来进行经营，非常好卖。此时中国加入了 WTO 等等一系列的

开放行动，使得中国切入到了西方（世界）。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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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承接跨国公司的外包订单的，也就是我们作为供应商，更多

的是承接跨国公司发出来的外包订单，作为它的供应商来进行全球化切入，这种切入我们的优

势叫生产要素性价比高的优势。为此，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的外贸、经济总量等等，

开放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这样的一种全球化，在 2018 年开始的贸易战，以及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开始的新冠肺炎疫

情之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用我的话说，产品分工协调机制受到了一定的动摇。这个动摇最

主要的表现，第一就是过去的跨国家边界，跨越世界上很多的区域的一种全球范围的大分工，

它协调机制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挑战。

比如说疫情，使得产业链协调不同步，产业链的链主，它的龙头发现，因为疫情的问题，

协调这个产业链过程当中交易成本非常高，甚至龙头自己熄火了。所以就带来了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由于各个国家疫情发展阶段不同，有的比较早，有的控制得比较好，有的控制得比较差，

但是这个产业分布在全球各个地方，所以链主在协调链条的时候，就发现协调失效了。

这么一个现象，一方面导致了下游受到影响的时候，就冲击上游，而且出现了所谓的长鞭

效应 [ 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在管理学上俗称“牛鞭效应”，是对需求信息扭曲在供应

链中传递的一种形象的描述。基本思想是指，在供应链上的各节点，企业只根据来自其相邻的

下级企业的需求信息进行生产或者供应决策时，需求信息的不真实性会沿着供应链逆流而上，

产生逐级放大的现象。当信息达到最源头的供应商时，其所获得的需求信息和实际消费市场中

的顾客需求信息发生了很大的偏差。由于这种需求放大效应的影响，供应方往往维持比需求方

更高的库存水平或者说是生产准备计划。]，影响非常大。还有就是，下面复工复产，但是上面

没有订单，这也导致了相互之间的不协调。

另外一面，我们过去跨国公司的即时交付系统，在整个疫情当中受到了非常大的破坏。比

如我看到这么一个案例，德国有一个农机厂，六七千工人的农机厂，过去他们都有很多的车间，

放了很多的库存，过去有人说你跟不上形势，应该零库存零成本，你这样经营没有特色，他们

不听这一套，他们坚持有仓库有库存，不搞及时交付系统。结果这次在疫情当中，德国的很多

制造企业都停摆了，就他没有停摆，从头到尾开足马力生产。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未来全球分工，过去的那种理论基础、实践的基础都发生动摇。

未来产业发展更多的不仅要考虑效率，可能还要考虑安全性，所以跨国公司可能要在产业的安

全跟经济效率之间进行决策，在这个决策当中会达到一种平衡。

更多人担心全球化逆转，过去的这种全球生产、全球营销、全球投资、全球布局的战略，

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现在所谓的世界更多的选择封闭驱强、种族主义歧视、民粹主义、

民主主义、逆全球化浪潮这种趋势也不是哪个国家或者哪个个人或者哪个组织可以改变的。现

在看来这个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动摇了国家政府支持全球化力量，尤其是政治基础发生了比较

大的动摇，这是我们疫情后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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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链的分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之后，我们就要看它对于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会发生什么样

的影响，或者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分析这个趋势还是要分析发达国家政府的行为

以及跨国公司本身的行为，这个问题说不清楚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推测。

根据美国政府公开的目标，他们对全球产业链重组只有三个目标：第一是推动制造业回归，

这从奥巴马就开始，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快，但是是有效的；第二是推动美加墨自贸区建设；第

三是中美贸易战以来，推动中国因素的多元化问题。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第二个，美加墨自贸区。美国跨国公司提倡全球外包，现在可能提倡发

展境内外包，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限制，还不可能完全搞国内外包，美加墨自贸区实

际上是把一部分生产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所以它搞的是近岸外包。

这里要注意的两个重要原则，一个是原产地原则，比如规定汽车 75% 以上的零部件必须是

这个自贸区生产，在相互交易中可以享受到税收优惠，这个会推动一部分跨国公司把零部件生

产搬到自贸区去。

另外，这个协议当中包含了针对其他国家一个“毒丸计划”，这个“毒丸计划”现在还不

是非常清晰，就这三个国家签订自贸区，如果当中有一个跟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新的贸

易协定，整个美加墨自贸区就会自动作废。美国把这个协议作为标准案例往外进行复制，今后

都会采取这个策略。这个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的，这样子就有可能会把中国一部分

生产环节排斥到全球化之外，这是非常重要的趋势，需要注意。

所谓推动中国因素多元化，事实上就是把过去比较多的放在中国的价值链的环节移到亚洲

其他地区，移到中南美（地区）去，这样子使它的供应链不过分的依赖中国。这些行动必然会

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变化，这个重组变化基本趋势可能就是归结为三个字，叫内向化。

这个内向化意味着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会朝两个方向进行变动：

第一个方向，从纵向来看，全球产业链过去拉得比较长，现在缩短。就是原来分包给不同

的国家和企业生产，以各种生产工序作为分工环节的全球分工，会逐步回归到跨国公司内部或

者跨国公司控制范围之内的区域当中去。

第二个方向，从横向来看，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变化趋势是会落实在一个区域当中，因为这

种原先被分出去的产业分布在全球各地，又回归落实在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自主可控，所以

就是落实在他临近的这个国家边界或者国家内部的环节。

这样子的一个环节比如最典型的美加墨自贸区，这些产业往那个地方进行移动的时候，就

意味着原来的全球分布产业链可能变成全球产业集群，就是全球产业链集群可能是未来发展的

一个方向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效率跟产业自主安全的矛盾，因为如果不把这个产业

放在集群当中，肯定就没有效率，全部回归跨国公司这个企业内部肯定也是没有效率，所以它

一定是采取纵向非一体化的外包形式，交给不同的企业去生产，但一定是可以控制，空间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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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有控制能力，这就一定是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基本格局。

讲这个趋势的时候，必须强调三点，否则容易理解错。

第一点就是说跨国公司虽然有这样的趋势在里头，但不可能把所有产业都回归。它只是把

一些部分重要的关系到所谓自己国家国计民生的一部分，因为很多产业要服从于比较优势的原

则，没有比较优势就没有竞争优势，所以就不可能长久。

第二点是，你要看到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生产要素虽然价格在不断提高，这方

面环境慢慢的在衰退。但是要看到我们国家的另外一个比较优势在增长，就是超大规模市场因

素在增长。

第三个要强调的因素，就是我们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最早就是出口导向，未

来中国的全球化形式可能要利用内需。利用内需来进行全球化，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所以，在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下一个判断，第一就是绝大部分产业不可能移走，中

国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第二，中国的竞争优势也在改变，而且中国的投资环境也在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中国能够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中国仍然是吸收外资、吸收跨国公司

重要的热土，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是需要强调的。

跨国公司未来产业的内向化趋势

我再讲讲跨国公司的行动这一块，可能会形成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发展

变化过程，跟我们国家全球价值链方式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过去几十年加入全球化的方式，

是一种双重嵌入模式，我们的企业不是单打独斗的进入国际市场，我们的企业不是单个嵌入全

球价值链，我们企业是双重嵌入，就是首先是嵌入当地的产业集群，然后这个产业集群是全部

嵌入全球价值链。

这样一种双重嵌入模式，使得中国的企业在集群内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集群和集群之

间有竞争，中国跟国外的集群之间有竞争，通过这种竞争的方式，提高了中国企业竞争的效率，

导致了中国产业集群当中的企业在打价格战的时候所向披靡，因为成本非常低。

这方面优势，简单的说，第一是集群的双重嵌入可以在这个集群当中容纳大中小不同的企

业进行产业配套，形成有效的供应链体系；第二个就是集群当中可以形成一种创新的溢出效益，

相互之间学习；第三个就是政府可以提供公共服务，进行集体行动，克服产业升级中的困难，

比如说政府去买一个大型的科研设备、仪器设备，有偿或者免费提供给集群内企业使用，这种

都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另外也为中国企业把总部放在大城市，把生产基地放在集群，这样一种

分离的方式为全球价值链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因此，这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跨国公司未来产业内向化趋势发展的一部分，可能跟中国

在过去进行全球价值链竞争过程当中，有某些相似性。所谓某些相似性就是说，它们都是在区

域集群当中进行竞争的，都是动态竞争的，都是吸收外资，不是封闭的。

未来中国的全球化是从出口导向到利用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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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比如说这样子是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但是也不完全相同，因为这

个不同不是形式上不同，最主要的是中国的产业集群形态竞争跟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的竞争，

它的不同可能就是发展水平的差异，比如说在全球产业链集群竞争当中大部分都是跨国公司龙

头，链主是跨国公司，但是在中国集群当中大的龙头企业就比较少，或者力量比较弱。

比如在集群当中的垂直分工形态，中国企业处于加工制造环节的低端，不是高端。而跨国

公司的这种全球产业链集群分工可能都在比较高端，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不断升级过程中

不会跟他竞争，中国产业集群也在升级，未来一定是竞争的形态，是过去供应商去竞争跨国公

司总部订单的方式，可能会逐步的演化为产业链跟产业链的竞争，产业集群跟产业集群的竞争，

这种竞争可能会显示出更加激烈、更加残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做好

充分的准备。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国怎么办

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面对这样一个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我们应该怎么办？

中央已经提出来，我们要以内需为主，逐渐建立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党的十九大

也提出要建设若干个世界先进制造集群的设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提高基础产业能

力和产业链的现代化。

要在中国的粤港澳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以及成渝地区打造规模上千、上万亿的

新型产业集群，事实上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未来的很重要的产业政策，在区域分布上考虑就是要

支持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发展，在这个地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的说一说。

未来政府的目标，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目标重点就是打造或者支持全球产业链集群发展。

宏观上的大的措施，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实行对内开放，因为只有对内开放才可以形成国内大

市场。

我们过去发展都是利用全球化的市场，利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增长主要也是依靠发达

国家的市场来增长，现在发达国家自身的问题，就是逆全球化趋势，我们不可能完全（像之前）

那样子利用，而且中国已经到了利用自己市场的时候了。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讲，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国内市场。你要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市场

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市场体系支撑，循环是建立不起来的，

你说你怎么循环？你过去是国际上单循环，你国内经济联系不是非常紧密。

现在要用国内市场来替代国际市场循环，没有统一的大市场怎么行？统一大市场怎么建？

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国内市场，所以说对内开放现在已经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的

位置绝对地位和重要性绝对不亚于对外开放，如果说过去几十年都是对外开放，那么对外开放

来倒逼对内开放，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要进行对内开放。

对内开放就是对本国公民开放，对民营企业开放，公平的对待各个投资主体，撤除掉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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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主体、个人家庭、企业市场主体身上不必要的束缚，解除他们捆绑手脚、不利于竞争的所

有制度安排，这样对内开放之后，你才可以进一步对外开放。

如果现在已经到了对内开放不足，就不能进行对外开放，比如对外开放目前要提高开放水

平，让民营企业走进去走上去，这三个走，民营企业不强大怎么走的上去？国内不对民营企业

开放，不培育成强大规模竞争力的企业，让他怎么样出去进行竞争？

事实上，你现在是叫国有企业去竞争，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发达国家不允许你国有企业跟

他去进行竞争，只有民营企业才能走进去，对内开放的问题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形成国内统一

大市场的循环，要赶紧搞对内开放。

整个中国一下子建立统一大市场，实际是比较难的，因为文化、制度、经济发展条件、习惯、

政府管理水平都不一样，一下子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很难。但是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区域

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比如长三角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习性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通，这个地

方把区域战略现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那么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推进区域市场的统一形成，

把这个区域市场建起来之后，在京津冀，在长三角，在珠三角，在成渝地区包括中国其他地区，

这个区域一体化市场建立起来之后，再推进这些区域市场的开放，全中国统一市场就形成了。

这些市场如果对世界开放就是世界市场，对国内开放就是国内市场，所以今后取决于开放程度。

一步步来建就比较可行，所以现在国家把这个区域战略国家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其

实不是为了形成什么经济增长结果，不是为了什么改革示范区，不是为了开放的高地，这些地

方原来就是开放模范区，现在最重要的目的实际是通过这些地方的开放形成区域市场。

区域统一大市场形成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开放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哪天统一大市场

形成，中国的绝对优势就形成，中国未来的竞争优势不是在生产要素便宜上，其实是在中国统

一大市场，这个统一大市场不仅是相对比较优势，而且是绝对优势，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替代我们，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离开中国，实际就是中国市场的优势。

基于内需经济全球化战略，就是用这个市场吸引全球生产要素到中国发展经济，另外利用

中国市场大，可以培养规模企业和差异化企业促进出口。利用国内市场不是封闭，不是自力更生，

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强调进一步开放。

过去是用国外市场开放，现在要用自己的市场来开放，这就是中国开放到现在国家发展战

略的重大调整，也是通过这个来支撑产业链循环的必要条件。如果国内市场形不成，国内市场

产业链就循环不过来。过去依靠国际市场循环，现在要依靠国内来循环，国内市场前提是最基

本的前提。

未来中国的全球化是从出口导向到利用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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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经验与
中国自主可控之路

姜彩楼①

目前，社会正朝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信息产业能否自主可控将对国家产业安全和技

术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关系中，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信息产业领域，如 2018

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2019 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等。美国

作为全球唯一在基础硬件、底层构架、操作系统、工具开发软件和商业软件等全门类拥有产品

专利和知识产权的国家，对信息产业实现了高度的自主可控。对美国发展信息产业的发展经验

进行简要梳理，能够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一、美国发展信息产业的主要经验

1、对信息产业的发展进行总体规划，重点推动先进技术发展，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首先，美国在发展先进产业时往往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力量，但是也会通过发布战略计划、咨

询报告、发展战略、政策评估等方式为产业发展提供引导。其次，美国会通过立法机构、行政

机构和司法机构共同保障先进技术发展。以量子信息技术为例，首先由美国国会科学委员会引

入提案，制定相关产业的发展计划，然后与其他政府部门、商业和学术机构对计划进行论证；

最后进入执行层面，由设立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对量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进行统一协调。在立法

层面，美国国会针对量子信息这样的重大国家战略通过了《国家量子倡议法案》，以确保在量

子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

从产业政策细节来看，美国的产业政策是一个多体系、层次分明、全面覆盖的系统化产业

发展规划，由产业技术政策、区域政策和改善经济环境、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组成。美国的

产业政策注重将新技术的推广、劳动力的教育以及扩大产业链供应能力三者相结合，一方面保

持技术制造优势在本国境内的普及，另一方面建设教育培训体系以拓展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并

构建资质认可体系进行推广。此外，美国政府通过向运营商提供资金，支持农村等偏远地区宽

带建设，保障了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面。

2、政府发挥监管和服务功能，引导民营企业发展信息产业。在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美

①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北新区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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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经验与中国自主可控之路

国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支持行业巨头进行创新研发。例如，在量子技术上，美国主要引导和激励

AT&T、Intel、Lockheed Martin、Northrop Grumman 和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等民营企业来发

展信息产业。在政策工具上，美国主要运用“边际支持”，从研发和融资上给予企业多方位支持。

美国在《经济复兴税收法》中规定，信息产业类企业在科技研发投入超过三年平均水平的增加

部分可以享受 25% 税收抵免。《国家合作研究法》规定，信息产业类企业销售之前的研究开发

合作可以向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注册，从而免受反托拉斯调查。此外，美国还针对信息产

业领域的企业降低长期投资收益税以吸引资金流入，并将每年财政收入的 3% 用于信息产业风

险投资。美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项目组，专门拨款用于信息产业技术研发，并根据国家计划，

有倾向性的对信息产业企业进行集中采购，促进产业发展。

3、大力兴建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培育信息产业人才，为信息产业发展提供多维支撑。美

国从基础技术研发、专业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入手，保证其信息产业在国际上处于

领先地位。20 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政府便有针对性的制定信息产业政策，如 1993 年的国家信

息高速公路计划、1999 年的 21 世纪信息技术计划、2010 年的国家宽带计划以及 2015 年的网络

安全法案等。这些极具前瞻性的规划和法案对美国信息产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美

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使美国在网络通信技术、互联网应用、人才储备方面形成了极强的核

心竞争力。近年来，美国还通过加强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国家制造创新网络、政企合

作制定技术标准等方式增强信息产业竞争力，比如 2010 年、2011 年美国先后出台的《制造业

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2012 年国防部领头实施《制造技术战略规划》、2014 年

美国众议院修改通过的《振兴美国制造与创新法案》等，大力扶持信息产业发展，为信息产业

发展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和营造一流的创新生态环境。

二、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主要短板

信息产业从底层到应用层面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底层软件和应用软件。与美国相比，我国

信息产业的短板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底层软件（包括大型数据库，以及 CAD、CAE、EDA、

工业控制软件等中间件）。与美国相比，我国在电子商务、互联网等应用软件方面发展相对成熟，

在互联网浪潮中涌现出的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甚至略有优势。此外，

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居世界第一，是全球第一大互联网市场，拥有多家全球性的互联网巨头公

司。

在底层软件中，如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重要性支撑软件等，我国与美国还有较大

差距。在自主可控操作系统中，我国大都以 Linux 开源操作系统为基础，与美国 Windows 操作

系统仍然有较大差距，在个人用户端市场上所占份额较小。国内中间件市场早期主要由 IBM 和

Oracle 占领，但是随着国内厂商不断打破外国企业的技术垄断，目前正在逐步实现自主可控。

在重要性支撑软件方面，我国尚缺少自主可控的企业，在电子设计 EDA 领域，全世界只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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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 Synoposys、Cadence、MentorGraphics 等 3-5 家公司，其 EDA 工具几乎支撑着全球所有的

集成电路设计工作，影响着上万亿美元的产值。我国在 EDA 软件领域几乎没有可用的产品，

完全依赖这几家公司的设计工具。

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包含 CPU 芯片、服务器、存储设备、交换机、路由器等。基础设施

是信息产业的基石，所有的现代信息系统都是构建在基础设施之上，所以基础设施是信息产业

自主可控的关键环节。随着我国信息化、智能化的普及，我国逐渐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体系，

相关服务设施的建设配套逐渐完善。但是在基础设施的核心技术方面，我国几乎在每一个环节

上都缺乏自主可控技术，长期受制于国外企业。华为的海思麒麟芯片在性能上已经接近甚至超

越国际同级别芯片，但是由于缺乏底层信息设施支持，在美国的制裁下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对我国发展信息产业的启示

1、合理规划建设大型科学设施，为信息产业发展提供前瞻性的硬件基础。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硬件平台，是实现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信息产业竞争力的

基础保证。然而，大型科学基础设施造价高昂、投资周期长、难以准确评价效益。在财政资金

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合理评价和规划大型科学基础设施的投资，并根据不同科学研究项目

的收益和紧迫程度，建立一套系统性的科学监测、评价体系，来对大型科学设施的建设进行综

合评价，提高大型科学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效益，保证信息产业发展质量。

2、科学进行学科设置，加大基础研究力度投入力度，为信息产业发展储备专业人才。我

国信息产业的战略性科技人才大多集中在研究机构和高校。国家需要重视信息产业领域的学科

设置和规划，提高信息产业技术人才的储备数量和供给质量。充分发挥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功能，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综合运用财税金融手段，促进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并尝试通

过政府拨款设立专门项目的研究实验室，加强对于信息产业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加强企业

与大学、科研机构的联系，建设市场驱动的产学研转化机制，推动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进程。

3、面向未来技术发展，培养和引进信息产业战略科技人才。我国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突破

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引进大批高质量的战略科技人才。我国要以“双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加

强与国际著名研究机构和高校的科研合作，培养大批掌握国际前沿知识的战略科技人才。此外，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教育、医疗和社会文化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吸引国际一流

人才，我国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定人才优待方案，提高对信息产业战略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为信

息产业提供定向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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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静等①

深化改革促变革——江宁持续做优做强高端制造业打造千亿级基地的经验

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制造业由复苏走向崛起，逐步成为世界制造大国。长三角地区是

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以江苏地区为代表的制造业的持续做强，是中国制造的核心内容，

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地处江苏南京市主城南部的江宁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摸索

出了一条现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近年来建立了“3+3+3+1”的现代产业体系，以提质增

效为目标，聚焦优势产业地标，把握先发优势，立足特色规模，加快建设绿色智能汽车、智能

电网、生物医药、未来网络、航空等五大产业地标。2019 年 4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2018

年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质量评价结果，江宁区“装备制造（智能电网装备）示范

基地”从 332 个国家级产业示范基地中脱颖而出，成为南京市唯一获评的五星级示范基地。总

体说来，江宁区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统

筹做好稳增长、稳投资各项工作，在持续做优做强高端制造业、打造千亿级基地方面积累了大

量的经验，值得各地学习。其具体经验包括坚持创新引领和驱动、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

智能制造、合理有效稳投资和深化改革促变革。其中，深化改革促变革是江宁持续做优做强高

端制造业最重要的经验，也是做优做强高端制造业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推动经济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江宁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以市场化改革、集成改革和中小工业集中区转型提质为突破口，打好“开放提质强改革”主攻仗，

初步构建了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

一、市场化改革

江宁区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线，一手抓简政

放权释放市场活力，一手抓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改革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

①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课题组成员：调研组负责人，江静，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
究院秘书长；调研组成员：张月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孔令池，南京大学长江产业
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戴枫，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方瑾，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
究员助理；谢凡，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助理；王慧群，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产业科科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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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进展。

一是审批服务和商事登记改革。按照中办《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要求，

江宁推进政务服务“一门办理”，完善政务中心“一站式”审批服务功能，建设全市最大最全

政务服务综合体。在全市范围内首创“延时服务”，为市民提供错时、延时服务的改革举措被

写入中央审批服务便民化指导意见。在全市率先推进联合图审中心进驻，全区范围内新建项目

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实现“网上审”。增设服务大厅和便民利民服务点，方便群众“就近办”、

避免市民“来回跑”。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自助体验区，个人企业信用信息查询、营业

执照及社保证明打印、出入境自助取证签注等 30 余项服务，实现全年 7*24 小时“不打烊”。

在全区推进商事登记改革，提升企业办事便捷度，建设一流的营商环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集成服务，推行并联办理。审批局牵头对开办企业流程进行梳理，公开招标刻章企业入驻，

同时协调区税务局入驻市民中心，将“开办企业”所涉及的企业登记部门、公安部门、税务部

门、刻章企业进行物理集中、集成服务、并联办理，企业开办从申请办理营业执照、刻章、税

务、银行开户“只跑一趟”，三天内办结。二是优化流程，压缩审批用时。企业登记实现名称

查询不见面；依托网上申请、网上登记、网上核准、发放电子营业执照的全程电子化，实现企

业登记全程不见面；依托营业执照快递服务和自助打照机，实现审批结果不见面。窗口实行注

册登记独立承办人机制，给窗口人员授予“核准”权限，发放营业执照环节实现 0.5 工作日办结。

三是政银合作，携手企业登记便利化。在全市率先试点的基础上，通过与银行网点的“银政合作”，

全面推进全程电子化。目前，国家市监总局已明确江宁区为全国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改革试点

区。

二是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截至“十二五”末，江宁人才工作，仍存在三点问题：一是相较

于人才集聚的体量，高精尖人才还有所欠缺，人才产业绩效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二是相较于

政府作用的发挥，市场“这只手”还有所欠缺，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市场主体活力还不

够；三是相较于硬件支撑的建设，在创业服务、子女就学、国际社区等方面的“软环境”还不

够完善。针对以上问题，江宁围绕贯彻落实全市创新驱动发展“121”战略和市委 1 号文件精神，

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深入推进《创新人才集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引育“高精尖

缺”产业人才，加快构建人才集聚“量、质、效”全面开花的创新高地，努力为高质量推进“强

富美高”新江宁建设提供坚强人才支撑。特别在“放权松绑”上大放异彩：一方面，在人才评

价上向市场放权。推行市场化评价，充分发挥企业引才用才主体作用；推行人才评价积分认定

制，强化企业风投估值、运营效益、发展前景的积分权重，让市场为人才“打分”。另一方面，

在人才使用上为人才松绑。围绕盘活科教资源“富矿”，不断畅通人才自由流动渠道，引导支

持开发园区建立人才发展缓冲基地，设立高层次人才专项事业编制，实行科教人才在高校与园

区“双落户”，打破科研人才创业创新的身份桎梏；探索构建人才创业救助机制，对创业失败

的人才给予宽容肯定和政策帮扶，消除人才创业“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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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深化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就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

企业，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立”就是大力培育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优化

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降”就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通过深化

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用能、物流成本，继续减税降费，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2018 年，

江宁区统一部署，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各街道、园区，合力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

完善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机制，促进落后产能淘汰退出和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加强煤炭和

能源消耗总量控制，协调和推进电力直接交易等工作，各项改革顺利推进，取得良好成效。特

别是研究出台了江宁区资源要素配置改革实施办法。全面落地差别化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水电

气价、差别化土地使用年限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弹性年限出让、差别化排污权供给、差别化

招才引智等政策。

四是探索“长期租赁、租售共享”的住房体系改革。江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及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健全以市场配

置为主、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住房租赁体系。在包括空港、软件园在内的每个片区都启动建设

了一批长期租赁用房，保障企业技术、研发、管理人才的住房需求，通过“租房补贴、先租后买”

等形式，切实解决企业留不住人才、员工生活成本高、企业住房补贴高的问题。

二、集成改革

集成改革注重顶层设计、强化系统集成，是习近平总书记推进改革的重要思想、基本方法

和鲜明特点。改革越深入，越要涉险滩、啃“硬骨头”，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越高，

越需要各项改革措施综合配套、协同推进。为此，江苏省委提出要以改革系统集成为突破口，

把分散开展的各项改革试点集中到一个改革试点平台落地。2017 年 9 月，南京市委市政府将江

宁区确定为集成改革试点区，2018 年 3 月 30 日，南京市召开江宁集成改革试点推进会，正式

出台《江宁区集成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试点启动以来，江宁区发扬首创精神，大胆试大胆改，重点聚焦“放管服”改革，形成一

批诸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预审代办制”“不见面审批”“互联网 + 政务”等可复制、

可推广的改革成果，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是中央和省市推进“放管服”

改革的重要举措，由行政审批局统一行使许可权，对行政审批全过程、全链条的有机整合，能

切实解决群众办事“在部门间反复折腾”的问题。通过对审批权的相对集中，让审批与监管相

对分离，行业主管部门有更多精力更好地履行监管与服务职能，进一步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江宁区于 2017 年 6 月成立行政审批局，2017 年 12 月印发审批局“三定”方案，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系列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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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出台《江宁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依托集中审批优势，江宁审

批局推出部门联合勘验、证照套餐联办、“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审管信息协调联动等利企

便民举措。加强事项整合，以证照联办形式推动多头审批向套餐服务转变。通过对套餐申报系

统的应用，办理全过程从办事人角度出发，只提交一份材料一次性办结不同事项，有效缩短办

事时间。

二是预审代办制。针对投资项目审批时间长、中介服务多、盖章多、收费多、材料多的“一

长四多”问题，江宁区坚持以系统思维、集成举措，探索走出了“模拟审批——代办服务——

预审代办——相对集中”改革路径，实施“一网通办、全程代办、预审联办、集中批办、不见

就办”的集成服务，实质是通过代办员的服务，搭建企业与部门沟通桥梁，充分利用部门审批

人员提前服务，把企业拿地等待过程转换为政府服务过程，减少前置限制，畅通审批服务，缩

短审批时限。2018 年，代办制写入中办《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面向全

国推广。

三是“不见面审批”和“互联网 + 政务服务”。江宁着眼于深化“互联网 + 政务服务”，

带动“不见面审批”的广泛应用，推动各数据平台资源和政务数据的持续整合，探索审批服务

方式上的新路径、新模式。一是改革筑牢网办基础。按照“互联网 + 政务服务”要求，以政务

服务事项“应进必进”为基础，进而推进审批事项“应上尽上，全程在线”。二是推进“互联

网 + 政务”向基层延伸。根据《强化基层互联网 + 政务服务实施意见》要求，推进网上办事进

街道、入社区，明确各街道和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全面完成事项上网维护，并统一在江苏省政

务网对外展示。推进“互联网 + 政务”下沉至社区，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全面接入市级综管系统，

规范办件，打通便民服务网办渠道，初步建立起覆盖省市区、街道、社区五级的“互联网 + 政

务服务”体系。三是推广审批服务不见面。结合《“不见面审批”标准化指引》，全面梳理无需“见

面”的审批及服务事项，切实用好“网上办”和代办制等手段，不断扩大“不见就办”事项范围，

努力做到不见面审批是原则、见面审批是例外。

三、中小工业集中区转型提质改革

江宁的崛起，在工业；江宁的跨越，也在工业。从 1992 年江宁县开始自主创办经济技术

开发区，以粗放式、低密度土地利用模式进行开发。2000 年“撤县改区”后，大量兴办中小工

业集中区，凭借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吸引企业进驻，迅速发展成为南京主城南郊重要的产业

开发区。不可否认，这些大大小小的中小工业集中区，为江宁经济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但随

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江宁开发区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早期落户秦淮路以南区域的部分企业

效益低下、业态单一，已不适应园区产业发展要求。特别是到了十九大以后，经济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那种依靠增量资源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普遍存在“资源

空间不足、投入低强度、产出低效益、环境有污染、安全有隐患”等问题。因此，向存量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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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在存量土地上“腾笼换凤”成为江宁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江宁先后两次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第一次在 2014-2016 年，江

宁对秦淮路以南、双龙大道以西、胜太路以北、通淮路以东的区域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工程，

通过搬迁转移、兼并重组、盘活调整、停产关闭等多重途径，推进产业“腾笼换凤”。第二次

是 2018 年 10 月以来，江宁通过抓好中小工业集中区转型发展和工业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试点两

项重点改革，突出质量效益，推动中小工业集中区“腾笼换凤”再升级。相比前次，本次的“腾

笼换凤”规模庞大，相关做法值得一提。

具体来说，围绕新发展理念，江宁区树立“以亩产论英雄”的用地导向，出台《江宁区中

小工业集中区转型发展改革实施方案》，全面启动中小工业集中区转型发展。正向引导上，进

一步加大转型发展政策扶持力度，通过设立中小工业集中区转型发展资金池，每年安排专项资

金奖励街道、园区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工作。反向倒逼上，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

强税收稽查工作力度、开展执法整治专项行动。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区位、基础设施、配套

设施等综合因素，将全区中小工业集中区分成四个再开发类型：产业更新类再开发、产城融合

类再开发、产业培育类再开发、土地复垦类再开发。逐步形成中小工业集中区发展空间集聚化、

资源使用高效化、土地利用节约化、产业发展高端化、城乡生态绿色化。此外，江宁进一步构

建项目全程跟踪管理体系，全面深化园区托管体制改革，确保转型发展卓有成效。

“腾笼换凤”和“凤凰涅槃”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两面，具体到江宁，“腾笼换凤”又是“凤

凰涅槃”的先手，正是通过持续在“腾笼换凤”上坚持不懈的努力，江宁区工业经济转型发展

不断提速，绿色制造成效显著，形成以生命科学特色为主导产业、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

为支柱产业、未来网络和软件信息服务新兴产业为重要支撑的产业格局。李克强总理曾称赞区

内的江苏南京德朔实业有限公司为“国内传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一个典型”。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系列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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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沈坤荣①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上半年我国经

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但也应看

到，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我们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空间、赢得新机遇。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经济形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的重要

举措。从短期看，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就业岗位，有助于消除疫情

冲击带来的产出缺口、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从长远看，适度超前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夯实

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显著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因此，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兼顾短期经济平稳运行和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着

眼于应对短期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又要从“十四五”时期和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大势出

发把握当前经济形势，积极适应国内国际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变化，努力实现更大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

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锻长板、补短板。比如，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关键领域锻长板。适度

超前布局 5G 基建、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通过 5G 赋能工业互联网，推动 5G 与人工智

能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从而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抢占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在此基础上，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加速工业企

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推进制造模式、生产

方式以及企业形态变革，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又如，聚焦区域一体化发展薄弱环节补短板。目前，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但同时面临着地理边

界限制、区域能源安全保障不足等薄弱环节和短板。需要加快布局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

通、特高压电力枢纽以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统筹

推进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投融资机制在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

① 沈坤荣，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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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积淀了大量优质资产，但这些优质资产短期内难以收回投资成本，债务风险加大。如何盘活这

些优质资产、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推动经济去杠杆，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解决的

一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把握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在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先行先试的政策机遇，充分

发挥其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地方投融资效率、盘活存量资产、广泛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积

极性、化解地方债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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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开放：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
战略的关键因素

刘志彪①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现在中国经济

内部的问题是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外部的问题是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谋求发展”。总体上来看，现在这两个维度

的内部和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存在着许多影响经济走势的堵点和障碍。

对于如何破这两个维度的困局，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解是：“根据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

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发挥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和作用，以及我们的

制度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

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一关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双循环体系构建的思

想，是中央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分析的最新表述，它确立了新形势下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关

系的新逻辑，其核心在于要把各种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联动起来进行系统化考虑，及时地

把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化为以内需为主的竞争优势，以此带动中国参与新的国际经济循环。

关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双循环体系构建的思想，现在理论界对其内涵和意义的认识并不

十分清晰，一些人还误以为要回归内向化经济，认为这是一种经济体系走向独立和封闭的信号。

本文认为，它其实是新形势和新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另一种开放方式或模式，是我国“十四五”

规划制定中的重要战略原则，据此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和修正。因此，本文

试图运用过去研究中提出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这个概念，以此理顺新时期中国经济内外循

环关系的新逻辑。毫无疑问，进一步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将是实施这一战略调整的基本路径和措

施。

新环境下需要新发展格局和新战略转向

我国 1988 年提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虽然从 1992 年开始我国一些沿海地区开始实施出

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但实质性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则是从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 开始。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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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开放：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因素

过去，中国开放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是基于低成本优势利用西方市场进行出口导向参与国际

经济大循环。具体来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它利用的是别国成熟的市场而不是自己的市场。因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比较低，收

入和消费水平比较低，以及国内市场规模和发育水平比较低，国内市场还无法承担支持现代经

济成长的功能和重任。

第二，它利用的是本国生产要素相对廉价的比较优势，而不是技术知识的竞争优势，仅仅

把本国作为加工制造生产装配的平台，并不承担研发设计、营销网络等非实体性高端活动。

第三，它侧重的是“两头在外”的循环，而不是基于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市场都在外，国内作为出口加工的“飞地经济”，而不是以国内经济循环为

主带动国际经济循环，因此出口活动与本国的自主创新活动、新兴产业发展等之间缺乏逻辑的、

必然的联系。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采取上述发展战略、模式和机制，是完全

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国内外环境和比较优势的，实践证明这种开放战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现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升，我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过去

开放战略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我们自己的市场规模已经非常庞

大，接近 100 万亿的总需求，而且是全球成长最迅速的市场，因此发展必须更多地利用自己的

市场去消化庞大的产能，同时在西方日益高涨的逆全球化趋势下，它也不可能再为这种庞大的

经济体提供市场，不会允许中国巨大的产能与自己的产业进行竞争。

又如，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国内的要素成本上升不可避免，尤其是劳动力和环境的

成本上升迅速，由此决定的动态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如果不能走上创新驱动、劳动生产率

上升的内涵发展新路，继续走“拼资源、拼消耗、拼投资”的粗放型发展老路，势必是不可持

续的。

再如，发展战略过度重视对外循环，忽视内部循环，对一个发展中的本来就处于结构非均

衡的大国经济来说，也会进一步加剧国内发展的产业结构失衡和空间配置失衡，导致产业升级

障碍和严重的区域矛盾，并影响发展的韧劲和后劲。

中国在新时期的新的高水平开放战略，必须考虑我们自己的竞争优势已经从低成本转向以

内需为主，巨大的内需才是我们可以运用的战略资源，是未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战略工具和

手段，也是我们的绝对优势。

其涉及三个战略维度的根本性转变：一是如何实现市场利用重心的转换，把依靠外需的经

济全球化，转化为依靠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从而不仅避开国际经贸摩擦，而且为世界发展提供

中国机会和中国市场。二是如何实现要素利用上重心的切换，把依靠低价要素投入的粗放发展，

转化为依靠创新的转型升级发展，从而不仅避开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低价争夺，而且为世界市

场打开新的需求，创造新的机会，避免处于“夹在中间”的窘境。三是如何进行经济循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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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换，把“两头在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大进大出”的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

逐步转化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

因此，新时期新的高水平开放战略，应该是把过去的“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转换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要义，是用国家的超大规模市场的磁

场效应，吸引全球先进要素来本国进行创新创业，并依托于内需创造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

形成推动出口的强大的内在力量。显然，两种经济全球化存在巨大的差异：

第一，实施战略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一个是在内需狭小的前提下，为了促进快速增长而必

须利用别人的市场进行出口；另一个是在持续增长 40 年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内

需优势促进国内外均衡增长和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二，实施战略的比较优势完全不同。一个是基于生产要素廉价的比较优势，因此专注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代工生产；另一个是基于大规模市场的比较优势，甚至可能今后成为中

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因此未来可以形成基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的广泛、多样的优势产业门

类。

第三，战略实施的路径完全不同。一个是只要求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服从来自跨国企业

的治理命令和规则，接受其外包订单；另一个则要复杂得多，首先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

值链，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球创新链，即国内巨型企业或本土跨国公司成为价值链高端的治理

者，并根据市场需求自主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进行发包，将产出向全球销售，这时它的产

业链是自主可控的。

第四，战略实施方法完全不同。一个是引进外资、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进行加工生产，然

后依据外包订单进行出口。另一个内容广泛，包括：（1）“走出去”，即通过海外设厂或者

海外并购等多种方式，以资本的控制力为突破口，有效提升对全球经济要素的整合和掌控能力；

（2）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规模效应的支持，发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国高级要素为己所用；

（3）建设各种内需平台，如以事业平台吸引海外高科技人员来促进我国产业创新发展等。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经济国际经济双循环体系”，与

上述关于“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表述。其主要区分在于：

前者是从循环关系入手，定义了以内需为主的新的全球化形式；而后者则是从利用谁的市场入

手，界定了形成中国参与新的经济全球化的方法和路径。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内在联系

针对国内国际新的变化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

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

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这个论述给出了“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



467

略的内在逻辑联系，指出了如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具体路径。

从学理性来看，所谓国内大循环，就是指再生产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即投资、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这种有机过程的周而复始所形成的循环，都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同时也

以此作为落脚点。显然，这种大循环格局是以内需而不是以外需为基础的。这与过去的外向型

经济循环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原料、设备进口、产品出口，国内

提供的只是产能。

在扩大内需的前提和基础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其

内在的逻辑联系大致是：扩大内需——虹吸全球资源——形成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

链—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构建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格局——促进形

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样一种重塑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解释：

其一，通过制度改革扩大内需。不断扩大内需是该战略的起点和基础。扩大内需既是一个

总量增加的问题，也是一个结构改进的过程。前者与刺激生产性增加和生产率提高有关，这是

扩大内需的决定性因素；后者与分蛋糕有关，如何分配好将影响甚至决定后期的蛋糕生产。在

一个收入和财富分配扭曲的社会结构中，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边际倾向很低，而低收入者又没

钱消费，那么即使这个社会财富和收入都很高，也达不到扩大内需的作用。实践证明，形成中

等收入群体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一种最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制度结构安排，也

是最优的社会结构。

其二，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利用内需虹吸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内需为什么可以成为吸收

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内需会为全球先进要素创造巨大的发展机会。在当今

世界，并不是发展程度低的经济体才有可以投资的机会，恰恰相反，只有内需大的发达国家才

有真正的投资机会，只有后者才能为资本和人才创造安全的盈利机遇。为此，一是可以通过建

造各种城市化平台，利用内需提供的市场和事业发展机遇，广泛吸收全球人才和技术；二是可

以利用内需优势发展对全球供应商的外包，在国际外包中利用全球智力资源；三是可以依托内

需走出去，参股联合或者并购外国企业，吸收当地知识技术人士就业，利用其智慧为开拓国内

国际市场服务。

其三，利用内需诱导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要顺势激励形成以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链。过去在外需主导的全球化下，国内产业链的基础是脆弱的，企

业往往只做国外研发设计好的订单，进行简单加工制造出口，当然无法形成具有自主可控能力

的现代产业基础和产业链。自主品牌、自有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只有在内需的主导下才有可

能完成。因此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下，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利用好庞大

的内需，顺势激励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链。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虽然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是也给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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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机遇。

为此，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重点放在补链、强链上：一是用数字化改造传统产业链。对

电子、机械、化工产业等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化改造，既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证

安全生产，又可以为信息化提供巨大的需求支持。二是加速机器换人促进产业链升级。机器劳

动代替人类劳动正在进入重要的时间拐点。机器换人可以减少服务业人员密切接触的频率，减

轻各企业单位劳动用工的压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

动力变革。三是鼓励培育和引进各种数字服务提供商，通过其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拉动或推动，

争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链和生态环境。

其四，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构建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格局。长

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这

表现为实体经济内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失衡，以及普遍的一般性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的不足的

失衡。而基础产业高级化程度的不足，特别是生产环节、关键技术、重要产品的瓶颈，是高端

产能不足的直接原因和结果。产业链过于依赖国际经济循环，过于强调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进

行国际代工，也是形成巨大低端产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立足于国内市场，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一是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的优势，突破“卡脖子”的关键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构建强大的产业技术链；二是推进

产业组织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要形成产学研政、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联合，引导技术经济关系密

切的上下游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重组形式进行联合，构建强大的企业链或供求链；三是从形成

现代产业链的治理结构出发，重点重塑产业链“链主”，培育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构建

合理分配资源和财富的产业价值链；四是建设国内经济循环关系，尤其是沿海与内地、东北之间，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等内部以及相互间的循环关系，构建紧密的产业空间链。

其五，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战略下，嵌

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内企业似乎也形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但实质上仍是以国际经济为主体的大

循环。与此不同的是，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下，发展的侧重点和重心不是全球价值链，

而是建立和完善国内价值链的循环；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以

国内经济循环来促进国际经济循环。这样，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就摆脱了对发达国家

市场的依赖和控制。但需要强调的，这不是与世界经济“脱钩”，而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

国的市场需求，为全球经济增量提供中国机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全球的资源发展创新经

济，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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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关于全球疫情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了推动开放发展，目前中国的开放战略的思路面临着重大的转换，即从

过去强调对外开放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既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

放，更要以对内开放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现在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一

定程度上已经高于对外开放，进一步对内开放已经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

这里说的对内开放是相对于对外开放而言，它是我们过去研究不够的一个重要范畴。这里

“内与外”划分的基本标准，主要是主体即国民的属性。对本国国民开放，张开、释放、解除

限制等，就是对内开放；而对外国国民的开放，就是对外开放。过去我们在开放战略和开放的

艺术上，一直是利用对外开放来倒逼对内开放，在这个方面我们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而现

在到了只有进一步对内开放，才能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的发展阶段。

其一，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我们的国内改革就无法深入推进。对内开放与对内改

革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些重要的联系。从上文给“对内开放”下的定义看，区别主要在于一

个强调对本国国民放松、解除管制，公平对待本国国民；另一个强调对本国政策、制度和法律

的变革。显然，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在对本国国民不断地放松限制、平等对待，

需要有很多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的变革作为保障。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一直用对外开放来倒

逼对内改革的办法，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选择。在一系列国际规则的要求和制约下，旧的计

划体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适应这些规则就必须进行国内改革。比如我们为了适应 WTO

的规则，不得不更多地放松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管制，给后者在市场上以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

使政府的做事规则更接近国际惯例的要求。但也应该看到，仅仅开放国门，对旧体制的冲击还

是有限的，很多实质性的东西最终需要有内部的动力来推动变革。如要素市场化改革，尤其是

货币资本的市场化配置。之所以到今天还要说必须深入推进，说到底是因为它的背后涉及权力

关系、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彻底重组。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降低行政壁垒、降低企业税费、

降低对国有企业补贴等，都涉及对政府职能的改革和权力的再配置，关系到如何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问题。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国内的市场主体尤其是

民营经济就不能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育，市场组织、个人和社会机构就缺少成长的空间，市

场工具就没有运用的条件，市场机制也就无法在资源配置上逐步替代计划机制。

其二，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就无法深入下去，更无法建立和完善高水平的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内开放的相对不足，已经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进一步对

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国内不少地区之间互不协调的非一体化竞争体制，极大地影响和

制约了地区间相互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影响了地区间按现代产业链的要求进行分工协作的可能

性，影响了建设世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可能性，这势必会严重制约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集

群竞争的能力。又如，即便在沿海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因地区间的非一体化也难以在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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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产业协同，盲目重复建设情况也十分严重。再如，国内市场对民营经济开

放的相对不足，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民营企业成长为跨国企业的可能性和成长速度，进而影响和

制约了民营企业走出去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能力。在世界发达国家纷纷限制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

争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的民营企业不强，何以参与国际产业竞争？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内

开放程度已经成为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

其三，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国内大市场就无法真正形成，那么就无法依托内需推进经

济的转型升级。对内开放与近年来一直强调的内需拉动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对内开放不足表现为地区间行政壁垒严重，各地区呈现出严重的市场非一体化格局，或

称为“碎片化经济”，不仅妨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使我国潜在的市场规模优势难以变成实

际的竞争优势，因此把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转变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也就欠缺基础和

前提。比如，国内市场处于严重的分割状态，或国内市场发育不足、信用不良，企业就不得不

选择出口市场。其次，对内开放不足导致国内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市场取向改革不够深入，

居民和企业缺少经济选择权，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国民福利增长缓慢，内需规模成长速度低，因

此必须以对内开放、放松管制来刺激国民的生产性努力，激励生产率提升和改善收入分配态势，

最终形成现实的可利用的超大规模市场。再次，这些年我国扩大消费的战略之所以难以真正奏

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内开放不够，以及相应的国内改革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制约中国人消费

能力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沉重负担，以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等。

前者造成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不稳定，不敢消费；后者形成不利于扩大需求的悬殊的边际消费

倾向。因此，以解除不必要的限制和平等化为特征的对内开放，以及据此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可以稳定国民对未来的预期，纠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失衡状态，逐步消除制约中国人消费能力

提升的主要障碍。

其四，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也就无法把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有机地连接起来，

从而可能出现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的“脱钩”。过去中国“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特征，

在实物形态上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在货币形态上是美国印钞—中国取得外汇顺差—美债形

态的中国外汇储备。这种世界经济均衡格局是不可能长期维系的。随着美国国内中低端产业的

不断外移或关闭，以及产品内分工驱使制造业不断外包，美国感到国内产业空心化，蓝领产业

工人利益受到了损害，同时中国也出现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中低端技术锁定、投资规模过大、

国内货币发行过多等问题。这时从美国这一端看“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在美国遭遇国内日

益严重的民粹主义等潮流下，必然会因贸易战等而使得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松动或断裂的现象。

2020 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这一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因此，进一步的对内开放，

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的美国消费、中国生产模式，以形成中国需求、中国市场为目标，致力于

拉动全球的要素供给，最终使中国市场为全球经济复苏和步入正常轨道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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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对内开放的层次、关键和举措

那么，对内开放，究竟是对谁开放？开放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究竟有什么

重要的障碍影响着对内开放？怎么有效地破除？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大问题，需要很多细致

深入的分析，本文在此简要括之。

对内开放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看。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看，主要是对本国国

民的开放，表现为将政府机构为民众包办的一系列经济事务的选择权，更多地赋予个人和家庭

自由选择、自我发展；从企业组织的角度看，对内开放主要是对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解除

民营企业的竞争束缚，运用《竞争法》破除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壁垒和政策歧视，使其与外资

企业、国有企业的竞争条件更为公平。从部门这个中观的角度看，对内开放就是要尽可能解除

对行业、部门的不必要的管制，约束政府行政垄断或借助于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为，实行自由进

入和自由退出；从地区这个中观的角度看，对内开放就是要按地区公平的原则，推进经济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破除政策的“洼地效应”，减少地区间的开放歧视和不均衡现象，均衡区

域间的发展条件和政策的差异。从国家这个宏观层面看，经济上的对内开放，就是要放松或解

除政府对国内经济事务的不必要的管制措施，在向外国人打开国门、放松经济限制的同时，充

分赋予本国民众经济自由发展和市场选择的权利。

长期以来，我们的对外开放态势一路乘风破浪，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果，但是为什

么对内开放却举步艰难，究竟有什么重要的障碍在影响着对内开放的步伐呢？这其中的原因，

除了有开放的政治艺术选择等方面的考虑外，主要还是因为在缺少外力冲击的现有体制内，一

些利益关系和阶层地位已经固化，观念上也难以接受改变。因此，要发动大规模的伤筋动骨的

体制改革有着难以想象的实际困难。对外开放打开国门，让人们走出去，让先进技术和要素走

进来，这些都是在开始阶段惠及几乎所有人的改革，自然会受到各阶层的衷心拥护。但是随着

开放的深入，某些开放方面的措施必然要触及某些阶层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利益关系和结构，这

时深度开放就与国内深层次改革一样，会遇到种种阻力。比如，形成大规模市场必须改革收入

分配体制，改变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国有企业长期占比过大的分配格局，这其实是利益关

系和结构的重大调整，需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分配权力的调整和再配置。

总体上来看，我国实施对内开放的关键点在于，要让各级政府承担起更多的公共事务和追

求人民福利的职能，逐步减少它对市场性、盈利性事务的直接插手和不必要的干预，让民众有

更多的市场选择权。由此所决定的国内改革，也要从政府内部的纵向权力关系的调整，转向政

府与社会、市场与个人的横向改革。其基本目标是塑造能够自我承担风险、自我扩张、自我收缩、

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当前，我国急需通过实施对内开放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有效举措主要有：

一是进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激励国内潜在市场现实化，促进现代消费

对内开放：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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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形成，重点是改变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结构，大力提升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努力降

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让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并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

二是要分区域推进经济高质量一体化战略，重点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

地区运用国家战略破除区域行政障碍，进行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试验，然后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如果这些中国的主要发达地区都已经实现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互开放，那

么中国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大市场格局就基本形成了。

三是要重点拆除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进入障碍，使

其享受与其他所有制企业更为平等的竞争条件，重点鼓励其进行并购发展和创新发展，鼓励其

“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迅速做精做强，从而形成驰骋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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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打破行政壁垒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打破行政壁垒
刘志彪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

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

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为“十四五”规划编制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全局性

指南。

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一体化的反面是非一体化，后者是各自为

政、行政割据化、缺乏协调机制的发展。由于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非一体化发展的

结果必然是低质量发展。因此，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在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市场一体化

和在此基础上的政府政策协同，有力推动长三角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合理的产业分工。

实施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思路和举措之一，是打破各地既有的行政壁垒，提高

政策协同水平。“行政区经济”是过去按行政区进行经济竞赛或竞争的体制产物。在高速度增

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行政区经济”留下的行政壁垒，既严重阻碍着地区间的充分开

放和市场竞争，又影响地区间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从而成为推进一体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阻碍。打破行政壁垒、强化政策协同，长三角才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才能依

据这个市场，率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

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改革开放新高地。对于长三角区域而言，一是要从改革地方政

府的经济职能入手，将其从市场的直接决策者和干预者，转变为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和市场

优良环境的创造者。这种改革是破除“行政区经济”的前提。二是要降低地方政府维护“行政

区经济”的动力机制，比如，不是从单个行政区域的绩效，而是以区域公共福利和推进一体化

的绩效来评价各地政府和官员业绩等。三是要提倡和鼓励地方政府开展协作，建立各种协调合

作机制，尤其要就某项具体的公共事务开展合作，如规划、交通、环保、反垄断等，让渡部分

行政权力，并将其交给按照协议建立的协调机构，在各地监督下统一行使。

实施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思路和举措之二，是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一体化进程，

尤其是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让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长三角区域市场化发展比较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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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但是当前以市场为基础的一体化机制并没有真正形成；商品市场虽然得到了充分发展，

但要素市场尤其是土地市场、货币和资本市场甚至高级劳动力市场发育并不成熟。这带来了一

系列后续问题，如资本难以顺畅流入需要重点支持的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实体经济与房地产、

金融业之间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现象；科技人员和科技资源难以按照市场化要求聚焦到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由于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的环境定价机制扭曲，生产要素不

能正常流入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领域，长三角地区在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环太湖地区有机

废弃物处理利用、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等方面，还面临着艰巨任务。要素市场化改革

是形成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也是决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长三角地区

在“十四五”期间，必须加速推进土地要素城乡流动，提高土地集约化水平；以建立健全企业家、

高级科技人员市场为目标，推动此类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以资本市场为核心，带动全社会资本

要素顺畅流动、优化配置；推动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整合，完善技术产权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实施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思路和举措之三，是要因地制宜、分类解决区域发展

不平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座谈会上指出，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解决区

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长三角虽然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但其发展也呈现出高度不平衡，不仅

三省一市之间发展落差较大，各省市内部发展也不够均衡。如苏南苏中苏北之间，浙北与浙西

南地区之间，都有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巨大需求。发展落差往往就是发展的空间。这种发展空

间既受经济规律驱使，也取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力度。目前，长三角发达地区普遍呈现

国土开发强度过大的特征，部分产业和资本成为一种内在趋势。为此，必须致力于要素市场化

改革，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和加强政策协同，创造产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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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产业创新一体化的开路先锋

勇当产业创新一体化的开路先锋
闫东升①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指出长三角

要“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产业创新一体化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途径和抓手，聚焦“一体化”、聚力“高质量”，勇当产业创新一体化发展开路先锋，这

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长三角的职责和使命。当前，长三角产业创新一体化依然存在诸多难题，

如产业存在恶性竞争、创新水平依旧不高、一体化的产业创新机制仍待完善等，严重制约着资

源效率的提高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长三角要在产业创新一体化上有更

多建树，需要重点在以下方面继续发力：

产业主导的产业创新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绝不是一样化，关键在于不同区域各扬所长，基

于产业链分工协同，保障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产业链构建由

过去交易成本最低原则，转变为产业安全可控约束下的社会成本最低原则，推动全球产业链朝

着内向化趋势演化，空间布局表现为特定区域范围内的产业链集群。未来，长三角产业一体化

的重要方向，在于构筑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坚持市场主导和政策引导相结合，各城市集中优

势资源打造本地特色产业集群，促进大中小城市产业错位布局、功能互补和特色化发展，合力

培育若干现代产业链集群。探索跨区域产业转移的土地利用、财税分配、增加值统计等机制，

构建产业协同发展长效机制，激发产业协同发展积极性。三省一市协商共建关键产业“链长”

队伍，以产业集群为载体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招引、布局，实现产业发展由“点状竞争”到“链

式聚力”，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链集群。

创新引领的产业创新一体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科技创新就是谋发展，谋发展也需要

谋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创新引领，这不仅要进一步激发原始创新活力，更要加快

原始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充分发挥长三角创新资源集聚优势，凝聚各方力量、盘活创新要素，

形成支持张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合力，优先、优化布局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加快建设全国原始创新策源地。建设多层次、协同的开放式产业创新大平台，

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在飞跃式、破坏性创新活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

作用，让创新动能更加澎湃。引导产业链与创新链跨区域协同，完善政产学研协同的原始创新、

① 闫东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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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化机制，推动全域有计划地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强化合作，协同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为产业发展培育持续新动能。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追赶上，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联手支持若干优势企业集聚更多创新资源，尽早把

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支撑自主安全可控产业链集群的构建。

开放助力的产业创新一体化。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以“区域小循环”拉动“全国双循环”，放大联

通国内国际市场重要桥梁的作用，成为长三角产业创新一体化的现实需要和使命担当。对内开

放，不仅在于进一步完善打破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壁垒的体制机制，壮大、利用国内超

大规模市场，引导、支撑产业创新发展和价值链攀升，更在于发挥好产业创新的龙头引领作用，

建立与全国其他区域基于市场的分工合作关系，构建长三角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带动更大区域

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关键在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虹吸全球高端创新要素，推动产业全球竞

争力提升；如对标国际一流标准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自贸区开放创新联动效应，加快自

贸区的创新和改革措施在长三角复制推广，吸引海内外人才和企业安家落户，鼓励和支持跨国

产业创新合作，加快建设一体化高质量开放新高地。

制度支撑的产业创新一体化。制度一体化是一体化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的难点。聚焦勇当产业创新一体化发展开路先锋这一导向，重点构建保障要素自由流

动、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的制度。深化一体化的便捷交通网络，构筑一体化发展机制，重点消除

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壁垒，实现市场机制主导资源配置的良好局面。破除体制机制

尤其是科研管理、高校发展、成果转化等方面桎梏，制定一体化的人才评价标准，高质量供给

区域均衡的公共服务设施，打造最适宜人才自主创新和自由流动的土壤。重视资本在打造创新

策源地与加快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中的关键作用，构建区域一体化投融资平台，共建一体化产

业投资、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探索一体化的专利入股机制，延伸“技术 + 产业

+ 资本”的深度与广度，重点强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共同培育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营造“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良好氛围，联合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侵权处罚力度，激发

企业家创新精神，激活产业创新的“一池春水”。

以产业创新为主线，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安徽需要进一步放大区位条件得天

独厚、产业发展极具活力、创新后发优势明显、劳动资源储备丰富等优势，在“强、融、连”

等方面继续发力，争取在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找准在长三角产业链集群中的定位，放大

比较优势、增创竞争优势以激发强劲新动能、构筑活跃增长极，做大做强产业创新竞争力；强

化体制机制创新，全力支持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提升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

业创新转化能级，打造关键创新策源地。以“十四五”规划建设为契机，更高层次、更广范围

融入长三角产业分工体系，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安徽省转化；以 G60 科创走廊、南京都市圈等

跨界合作为试点，探索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复制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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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深度融入长三角自贸区网络，全力支持进口博览会，加快建设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内陆开

放新高地。依托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条件，加快与中西部乃至更大范围连接，依托世界

制造业大会等平台，联通国内国外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以及消费市场，全力支持长三角构建双

循环发展新格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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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江苏智库联合研究会
长三角一体化中江苏推进“双循环”战略

的担当与作为
张为付   胡雅蓓   张文武①

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探路，是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一体化的新使命。作为长三角一体化

的中坚力量，江苏把握“双循环”经济工作大坐标，在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展现江苏

的担当作为。

一、长三角一体化中江苏推进“双循环”战略的路途阻滞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面对承担“双循环”的战略重任，江苏在深度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的路途上面临着亟需破解的桎梏。

1. 产业循环内驱动力不足。长三角三省一市产业结构相似度偏高，相似系数在 0.8 上下；

专业化分工不足，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在 0.2 左右，同质化竞争使江苏的区域产业发展空间遭

受挤压。同时，江苏对内产业链衔接不畅，从人均 GDP 来看，苏南、苏中和苏北之比约为 2.3:1.6:1，

三大经济区域差距明显。内外压力导致江苏产业链的省际循环和省内循环双向受阻。

2. 市场创新活力有待激发。从 2018 年国家铁路行政区域间货物交流统计数据看，江苏货

物内部发送量占比为 17.4%，而上海、浙江发至江苏的货物仅占本地发送量的 4.27% 和 0.79%。

江浙沪省际间的贸易强度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三角资源配置依然存在着体制机制障碍。

长三角行政区经济具有异质性和排他性特征，不同行政区在标准、政策和规范等方面尚未统一，

各种市场准入“门槛”依然存在，市场分割未能完全根除，增加了资源流动和自由配置的难度。

3. 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从国际来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同国际产业链匹配度不够，整

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问题。

江苏在新材料、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在国内虽处于第一方阵，但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依然明显。近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一些发达国家贸易

① 张为付，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胡雅蓓，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
库研究员；张文武，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



479

中国经济江苏智库联合研究会｜长三角一体化中江苏推进“双循环”战略的担当与作为

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协作网络，外贸大省江苏大量产业面临供应链断供

和产品滞销双重风险。

二、长三角一体化中江苏推进“双循环”战略的使命担当

江苏省制造业发达、科教资源丰富、开放程度高，在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立

足优势，激发“双循环”格局构建所必须的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是江苏新时代

的使命担当。

1. 突出制造优势，打造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提供“双循环”内生动力。无论是国内大

循环还是国际外循环，都需要注入强劲动力，长三角执中国经济之牛耳，成为“双循环”动能

核心。在长三角三省一市中，江苏经济体量最大，近 10 万亿元的经济体量约占全国 1/10、长

三角 40% 以上；制造业基础雄厚，江苏制造业总产值约占全国 1/8、全球 3%；集群优势明显，

江苏有省级以上开发区 131 家，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致力于搭建长三角世界

级产业集群“主骨架”。江苏是机械、电子、石化、轻工、纺织、冶金等诸多产业国内外循环

的重要结点和通道，强大的省域经济和实体经济奠定了江苏发力“双循环”的雄厚动力基础。

2. 突出科教优势，构建长三角世界级创新平台，激发“双循环”发展活力。富有活力的市

场主体和创新元素是经济循环中承担辐射带动的重要单元，江苏科教资源丰富，创新氛围浓厚，

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为“双循环”新格局注入了发展活力。2019 年，江苏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4%，有研究机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 2 万家，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达

4 万项，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30.2 件。2019 年江苏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 2.72%，中心

城市苏州的研发强度高达 3.25%。江苏庞大的创新企业规模和快速增强的创新能力，奠定了其

在长三角世界级创新平台建设中的关键支点地位。江苏积极与沪浙皖建设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加快推进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和 G60 科创走廊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3. 突出开放优势，建设长三角改革开放新高地，培育“双循环”市场竞争力。国际经济联

通是“双循环”发展的客观要求，长三角区域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开放大省江苏则是位

于前沿的排头兵。“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

等多重国家战略在江苏叠加实施，新时代江苏开放发展迎来新机遇。江苏自贸区的落地，围绕“打

造开放型经济发展先行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战略定位，探索从商

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江苏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

争新优势。

三、长三角一体化中江苏推进“双循环”战略的对策建议

1. 助推长三角内部循环畅通，构建区域动力源。从点到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畅

通长三角区域内的“小循环”是促进“双循环”的关键着力点。从长三角一体化出发推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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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构建江浙沪皖层级有序、互补共进的功能核心，持续强化长三角区域的

动能提升和效率整合，形成集区域产业链、区域市场链、区域创新链于一体的“双循环”新动

力源。从江苏省内一体化出发强化省内循环的牵引作用，加快推动南北联动跨江融合，依据主

体功能区导向，推动省内区域间的协同合作，着力增强苏南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深层次推动

苏锡常一体化、宁镇扬同城化；切实增强苏北“一带一路”建设支撑作用，提升苏北板块能级，

强化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

2. 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提升产业链水平。充分发挥江苏要素禀赋和产业体系优势，有效

提升长三角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竞

争力。在补链、扩链、强链上展开更紧密区域合作，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中商流、物流、人流、

资金流、信息流等关键断点、堵点；以产业链核心企业为龙头，通过优化产业配套半径，建立

龙头企业配套备选清单，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同步实施产业链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以工业互联网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链数字化变革，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鼓励企

业灵活实施数字化转型，奠定产业链智能化的微观基础；推进不同工业互联网平台在长三角区

域的聚合与协同，深化“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促进长三角跨区域产业

链集群化发展，重点打造一批空间高度集聚，产业高度协同、供应链高度集约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特别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重视长三角毗邻地区产业集群建设，完善跨区

域产业集群发展协调机制。

3. 打破区际行政壁垒，推动市场一体化。全面融入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发展，是江苏在空间

市场一体化发展中寻求新的突破点的重要抓手。优化长三角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打破资源条

块分割现象，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持续完善推广“负面准入清单”，为长三角区域资源整合消

除制度性障碍，实现长三角产业要素共享。完善市场一体化的合作机制，遵循“因地施策”“先

易后难”的原则，实现三省一市间的政策互通，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区域合作组织架构，提升决

策层决策能力，强化协调层激励相容，充实执行层措施落地。

4. 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聚力服务国家战略，高质量建设长三角区域

创新共同体。把注重基础科研能力建设放在首要位置，集中资源在高校院所打造一批具有世界

领先水平的大规模的国家实验室，支持优先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重大战略项目，

从事基础性、长远性、前瞻性、公益性的基础研究和科技前沿工作。注重产业共性技术研发，

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和平台共建共用共享，力争尽快解决

一批“卡脖子”的重大技术难题；进一步明确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的功能定位和服务对象，

通过错位发展提供更专业化的细分领域服务；充分发挥江苏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先行先试的作用，推动创新成果“无障碍”转移转化。

5. 提高对外经济站位，积极促进国际循环。聚焦国际外循环，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探索

新形势下开放发展的新路子。联动推进稳外资促外贸，充分发挥江苏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引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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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稳定外商投资信心；引导外贸企业转型发展，扩大国

内市场需求，吸引国际一流企业和消费品进入国内市场，提升国内市场国际化水平。高质量建

设“一带一路”交汇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江苏要强化其交

通运输功能、物流枢纽功能、产业辐射功能等，培育外向型经济发展窗口，依托“一带一路”

形成转换全球经济能量的动力核心。积极主动地促进东亚“小循环”，中日韩三国地缘相近、

人文相亲、产业链互补性强，江苏积极主动探索与日韩的对话交流平台，促进东亚、东北亚区

域在产业合作、技术交流、规则制定、人才流动等方面的“小循环”，将长三角打造成为立足

中国、面向全球的开放前沿主阵地。

6. 谋划自贸区联盟，构筑高水平开放新高地。加快推动江苏自贸区扩容提质，加深与上海

自贸区和浙江自贸区的一体化合作，在支持安徽自贸区获批的基础上，积极谋划整合建设对接

国际大循环的 “长三角自贸区联盟”，构筑高水平开放的新高地。进一步主动扩大制度开放，

加强自贸区试点经验集成创新。通过开展以放管服为主的制度性改革，加快大通关一体化，统

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形成世界一流的开放型经济规则。以法律为依据保护营商环境，建

设法治市场经济。将政府职能置于法治化层面，利用政府的法律权威，聚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江苏智库联合研究会｜长三角一体化中江苏推进“双循环”战略的担当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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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
发展新格局

刘志彪   凌永辉①

引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

国经济全球化战略出现了重大转变：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

头在外”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在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

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必须充分发挥国内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

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目前学界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提出了一些理解和看法，其中有些认识存在一定

的甚至严重的偏差。一种较为典型的误解，是认为中国将要把在国际市场上消化不掉的过剩产

能，被迫转移到国内销售，自此开始不依赖国外市场，实行闭关自守政策，重走自我循环的老

路。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习总书记上述的论述，

从理论上清晰地阐述了以下问题：一是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是“两头在外”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

二是在逆全球化浪潮和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国要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就必须开发和利用我

们的内需市场；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为了用内需来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而绝不是为了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四是中国发挥内需潜力不

仅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而且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综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将沿着从客场经济

全球化到主场经济全球化的路径进行深度调整。为此，本文重点分析以下问题：中国经济从客

场到主场进行全球化战略调整的背景是什么？主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和实现机制是什么？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凌永辉，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本文原载于《重庆大学学报》。



483

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

中国尽快启动主场经济全球化有何政策取向？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

和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路径，进而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的创新发展。

一、从客场到主场：中国全球化战略调整的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以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在改革开放 40 多

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利用的是西方国家的市场，

技术、设备甚至原材料等也从国外取得，产成品再销售到国外市场。也可以简单地说，这一全

球化战略的实施，是在客场进行的。这种客场经济全球化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内在的原

因还是因为我国在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后进行全球竞争，拥

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巨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导下，生产环节按照

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全球布局，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原材料供应、零配件生产、深度组装最终品

到市场销售的纵向价值链分工。这种价值链分工模式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

循环提供了有利契机，并且将廉价劳动力禀赋等比较优势转化为出口竞争优势 [1]，最终在出口

的拉动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更深入地考察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方式，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

主要是通过争取跨国公司发包订单的方式直接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之后，中国企业往往先加入地方制造业集群，集群再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 [2]。在前一

种方式下，国内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品初级加工和深加工行业、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等，重点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实现一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在后一种方式下，集

群内的企业容易形成较为发达的生产和技术网络，且依托公共机构提供的平台式服务和企业集

体行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本土企业在国家大买家面前的讨价还价能力。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下，中国经济主要是在生产组装等低

附加值环节进行国际代工，而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这种

在客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虽然毫无疑问地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但这些本土企

业无论是沿着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还是沿着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都难以实现真正

的转型升级。换句话说，中国企业被锁定在了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特别是在 2008 年世

界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发现客场经济全球化，（从大国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它的主要问题，一是过于依赖西方国家的市场，对自身发展资源利用不足，尤其是不

能有效地用好自己逐步成长的市场容量这一重要的竞争优势；二是长期为别人进行国际代工，

不仅难以在竞争中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并取得高附加值，而且容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遭遇某些国家的抵制，或被别人掌握主动而丧失发展的自主性；三是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在

发生变化，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廉价要素不再是国家竞争优势，逐步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才

是真正的优势；四是可以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作为拉动中国继续成长的内生动力机制，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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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世界经济成长作出中国该有的贡献。

然而，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为什么没有在自己的主场进行？这是因为国内市场发育不足或不

良，既无法消化日益增长的供给能力，也无法引导或决定资源配置。由于人均收入低、消费能

力差，如果企业仅仅瞄准国内市场，就没有办法实现销售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经济转轨中虽然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迅猛的增长，但是由于国内市场分割或市场主体的信用不足，企业发现

国内市场往往是看起来较大，而实际可利用的规模和效能并不大，即使能高成本地实现销售，

也经常长期被拖欠甚至收不回货款，此时企业就更愿意选择出口销售。换言之，在国内需求和

供给“双弱”的情形下，中国本土企业要参与国际生产和贸易，那么进行在客场的经济全球化

就是必然选择 [3]。

然而，近年来的国内国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国内企业进行主场经济全球化既

紧迫必要，也切实可行。首先，从国外经济环境变化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提

供市场的能力日益衰退，现有逆全球化趋势已经无法容忍中国这种超级产能的提供者，而且这

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经济服务化和金融化的一些基本立场也正在转变，希望通过制造业

回归复兴、制造业出口倍增计划等“再工业化”手段，谋求全球价值链“高端回流”。其次，

从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看，作为中国过去主要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及其他要素的偏低价格正在补

涨，使一些标准化的、同质性较强的中间品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国外中间品供应商所替代，导

致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分流”。在这种双重压力下，中国“基于本国低端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别

国市场”的经济全球化战略难以为继，必须转到“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

的主场经济全球化战略。

二、主场全球化：基本内容与实现机制

中国实施主场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在于利用内需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通

过增加对产业部门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

者服务的投入，把全球价值链转化为具有促进产业升级功能的全球创新链。简单来说，主场经

济全球化就是要利用内需对全球开放中国市场，让中国市场成为全球开放市场，成为包含在全

球市场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实际上，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不是用区域来划分的，而是一个开放

与否的概念：如果一个市场只对本国开放，就是国内市场，如果对全球各国开放，就是全球市场。

这样，当中国市场也成为全球市场之后，一是内需就成为实现全球化战略转型的工具、资源和

手段；二是中国新一轮的全球化将在自己国家的主场进行，内需市场开放是更大的对外开放；

三是可以利用内需来促外需，即一方面用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发展创新经济

和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依托于庞大的内需，实现规模经济和差异化的优势，鼓励中国企业

走出去、走上去和走进去。由此可见，在主场经济全球化中，内需是最重要的战略基点，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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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投入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从全球价值链到全球创新链的转化是努力实现的战略目

标。

首先，从内需来看，经济新常态以来出现了稳步增长，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按照需求主体的视角，内需反映了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即来自国内

的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直接体现为国内市场主体的国内消费、国内投资以及进口需求。在国

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下，内需就等于消费项加上投资项，总需求等于消费项、投资项、出口

项之和，因而内需率就是内需与总需求之比。按此公式计算，中国的内需率在 1978—1991 年

间的均值约为 91.4%，在 1992—2000 年间的均值约为 84.2%，在 2001—2008 年间的均值约为

76.7%，在 2009—2018 年间的均值约为 81.6%。显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内需占比是比

较高的，在加入 WTO 前后一段时期内则处在较低水平，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出现稳步

回升，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外转内的变化趋势。不过，进一步详细剖解中国

经济的内需结构，就可以看到内需仍然不足的结构性短板。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消费需求远小

于投资需求，二者之比常年维持在 6:4 左右，而根据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验，消

费率一般维持在 80% 左右，投资率则在 15% 至 20% 之间 [4]；二是消费需求结构内部的不平衡，

包括居民消费水平显著偏低、居民消费中的城乡差异较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层次不高等方

面。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从中长期来看，扩大内需是中国实施主场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基本立

足点。

其次，从高级生产要素投入来看，主场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发挥巨大内需的虹吸效应，吸引

国内外的创新要素在国内市场形成集聚，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客场经济

全球化格局中，中国经济是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接收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跨国

公司的发包，在全球价值链底部利润最薄弱的环节进行国际代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过去对低

端生产要素拥有的比较优势。然而，随着土地供给日趋紧张、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加大、企业生

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这种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因此，实施主场经济全球化战

略其实是为了适应这种前提条件的根本性变化而必须作出的重大调整，从利用低端要素比较优

势转向利用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竞争优势。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基于内需来争取国内外高

级的创新要素，提高对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譬如，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培育中国

的巨型跨国公司，促使其发展为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形成以出口产品差异化和低成本竞争

优势为特征的全球性垄断竞争格局。实际上，就主场经济全球化所依据的产业内容而言，中国

不仅要依靠创新要素促使制造业崛起，要成为世界先进的制造大国，也要使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崛起尤其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

服务业形成产业互动 [5]，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再次，从全球价值链到全球创新链的转化来看，主场经济全球化是要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中加速实现中国本土产业的转型升级。全球创新链是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可利用的知识

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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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关注资源使用权并且具备高度开放性的价值网络创新模式。这种创新模式具有典型的市

场需求导向，强调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同时，它也拥有多个创新主体，强调对各种各样创新

资源的高效整合 [6]。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创新链体现了“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

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自主可控”等特征，因而国内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创新

链，就意味着中国本土产业从全球价值链底部向处于两个高端的经济活动进行攀升，即向研发、

设计和网络、营销、品牌、市场等“非实体性活动”等实现转型升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在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过程中，构建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内价值链显得尤为关键。从概

念来讲，国内价值链是基于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土企业掌握价值链的核心环节，

且在国内市场获得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以及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的价值链高端竞争力，为进一步

在区域或全球市场巩固和优化价值链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随着国内价值链的发展和成熟，国

内本土企业可以实现从供应商角色到发包商角色的转换，以及从价值链中的“被俘获者”到价

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的转型，并最终实现从全球价值链到全球创新链的转化。毫无疑问，全

球价值链是全球创新链的基础和起点，而后者是前者的战略目标，因而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

创新链，也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最后，必须进一步强调指出，基于内需市场进行主场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要鼓吹“闭关

锁国”，而是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种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显然不是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要封闭起来搞自我经济循环，而是要让

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形式、方式和

途径，不仅要以国内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而且要让国

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

为此，本文将主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机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推进本土企业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中国经济

过去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是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相一致的。然而，静态比较

优势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些特定产品上拥有技术优势，因而不适用于指导中国

在赶超战略下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目标。相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大国经济国内市

场对内生创新的引致作用，而大国经济具有规模性、内源性、多元性等特征，这意味着本土企

业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国内市场获得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等创新前提，如果某种

特定产品的创新一旦成功，就能在全球产品市场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

赶。尤其是对于一些作为产业基础的关键部门（如半导体的加工设备、电子产业的高档芯片等），

是我国产业链体系中明显的短板，同时也是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下缺乏竞争力的部门，但这些部

门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必须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进行“扬长补短”。

第二，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培育本土的“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国内价值链

不仅是从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创新链升级过程中的重要过渡阶段，而且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地理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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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效应（既包括地理空间邻近，也包括文化习俗邻近）也使得本土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的联系更

为紧密，进而更容易获取领先用户、细分市场等需求信息。这样一来，一部分企业就可以通过

掌握领先用户获得先行者优势，且最有可能成为该行业规则的制定者，有利于实现从供应商角

色到发包商角色的转换，以及从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者”到国内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

的转型，同时也有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抓住细分市场的商业机会迅速填补市场缝隙，并在这些

细分市场上精益求精，最终成为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企业。显然，这些“链主”企业和“隐

性冠军”企业是实现全球创新链重要的微观主体。

第三，以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在近期的疫情冲击下，

全球产业链的纵向分工或将趋于缩短，进而导致跨国技术溢出减缓、贸易一体化规模收缩，但

在横向分工上或将趋于区域化集聚，这反映了原先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生产工序和环

节，将回缩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内或若干邻近国家组成的区域内，形成产业集群式发展。这

为我国推动在主场进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机遇，因为在这种内向化的演变趋势下，产业集

群与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联系大大得到改善。实际上，产业集群是市场经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

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政府可以在产业集群初步成型之后有意加以培育，尤其是发挥我国的新型

举国体制优势，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若干产业集群与国家创新体系形成对接，使之成为实现产

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第四，以“互联网 +”数字经济为契机，促进存量优化和增量创新相结合的产业结构调整。“互

联网 +”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互联网与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的嵌套、融合，重塑整个产业链

上下游生态。一方面，用数字经济改造传统产业，延长产业生命周期，优化经济存量；另一方面，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社会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创新经济增量，

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譬如，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先后共有近 100 个城市设立了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验区利用“互联网 +”搭建了线上“单一窗口”和线下“综合园区”

平台，不仅使政府部门间可以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而且也有利于汇聚物流、

金融等配套设施和服务，进而为跨境电子商务打造完整产业链和生态圈。跨境电子商务为推动

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极大地拓宽了本土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

第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关键技术谱系的国际生

产体系。在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程度松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

合作机遇，不仅要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而且更要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国内价值链相互衔接，

在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本土龙头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

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横向分工的区域化集聚趋势中，中国应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

态度，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布局这种“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体系，这是推动主场经

济全球化的一种有效路径选择。譬如，在当前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可以把抗击疫情与新基

建相结合，为沿线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在网络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等

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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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援助和加强合作，这是应对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松动的具体办法之一。

三、中国启动主场全球化的政策取向

实施在国内主场展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基本前提是假设国内形成了强大的内需或超级

市场规模优势，且这个市场可以给全球的资源和要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我国新的战略资源

观，也要由过去要素的性价比高的比较优势，转向现在的国内强大市场优势。未来国内强大市

场甚至可能是我国的绝对优势，是国家产业安全的保障和竞争力的来源。从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报告，都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内需规模名列世

界前茅的要求。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国还没有真正建成国内统一大市场，行政区经济、

市场信用度不足、行政垄断以及对内开放不足等，是目前中国市场发育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

问题，它们会给双循环的企业造成很高的交易成本，阻碍通过内需支撑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

这需要进一步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尤其是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近期，《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重点突破要素市场的改革难题。

这就意味着要素市场改革是中国统一市场形成的难题也是突破口和关键环节，从而成为实现中

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重大调整的基础。如果无法实现这种由客场市场利用向主场市场利用的

转型，那么我国就仍然要把经济转型升级和进一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和其市场上，

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因此，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就成为形成国内

市场为主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中国启动主场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取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供给视角看，要坚决刺激和维护市场主体活力，创造主场经济全球化的内生动力。

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具有决策独立性、地位平等性、目标趋利性、行为灵活

性等最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推动在主场进行经济全球化

的基本保障。截至 2019 年，我国的市场主体数量达 1.23 亿户，其中企业 3858 万户，个体工商

户 8 261 万户，它们毫无疑问地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

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当前的严峻国际形势和新冠疫情冲击下，市场主体的信心和活力尤其需

要得到维护和激发，否则，不仅主场经济全球化缺乏动力，而且也会对国内经济社会稳定造成

不利影响。当然，强调市场主体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政

府对市场的干预要与其职能和能力相配合，使这种干预减少到最适当的限度；另一方面，适当

的政府干预，也必须在法治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目的是为市场主体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显然，这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近年来，浙江、湖南、江西、广西、辽

宁等地正在积极探索的链长制，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简单来说，所

谓链长制，其实就是由政府牵头负责、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产业链管理制度。在实施链长制的

条件下，处于高层次的链长可以设法搭建交流平台，如创设产业教授、论坛等制度；要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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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大学、研究机构的实验室，要制度化地对产业界开放；以及可以让产业界收购兼并应用

型研究所，等等。

二是从需求视角看，要搭建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以此虹吸全球创新资源。这些平台主要有：

（1）制造业平台。强大的制造业是现代科技的受体和载体，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将需要进

一步发挥现代制造业的增长功能。譬如，在专业化分工作用下，现代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更加迂

回化，进而通过产业关联产生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中间需求。中国构建现代制造业平台将 毫

无疑问地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先锋和主体力量。（2）城镇化平台。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的

前期主要是投资驱动。一旦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基本投资，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功能将转化为消费

拉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年末城镇人口比重仅为 60.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更是只有 44.4%。这意味着中国目前至少存在 2 亿多人没有实现进城落户，再加上大量的农业

转移人口需要解决进城落户问题，因而中国仍然有近一半的人口需要城镇化。因此，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有利于扩大以消费需求主导的内需市场。（3）生产

性服务平台。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把高级技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引进商品生产过程的“飞轮”，

普遍具有资金、技术要素密集型特征，是决定现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投入因素。中国建设

金融、商务、物流、设计、技术服务等在内的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将直接吸收国内外高级要素。（4）

居民消费平台。这是基于最终需求推进主场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平台。通过进一步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将国内需求潜力直接和间接地转化为国内需求优势。因

为中等收入者群体是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形成需求与供给相契合的重要力量，而高收入阶层更

多地消费奢侈品，低收入阶层以基本需求为主，后两者对扩内需的作用很有限。（5）国内价

值链平台。国内价值链本身就是基于国内市场需求发育而成，它是由本国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

的核心环节，在本国市场获得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

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这种分工体系重新整合了本土企业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产业链关联和循环系统，使国内市场形成较大规模的现代产业集聚，从而虹吸国内外

的创新资源。

三是从开放视角看，要更加重视和强调对内开放，加快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诚然，对外

开放仍然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坚定

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但与对外开放相比，当前对

内开放更加凸显出紧迫性和重要性，而且进一步对内开放也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

就国民属性来讲，对内开放就是对本国国民开放，强调对本国国民放松、解除管制，将经济选

择权公平地赋予居民和企业自身，以激发它们的生产性努力，进而到达提升生产效率和改善收

入分配的目标，否则，无论是市场组织、个人还是社会机构都会缺少成长的空间，市场机制将

很难在资源配置上逐步替代计划和行政机制，最终也就无法形成现实的可利用的超大规模市场。

另一方面，就空间属性而言，对内开放就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开放。

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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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过去对内开放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地区间行政壁垒严重，各地区呈现出严重的市场非

一体化格局，或称为“碎片化经济”，这不仅妨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影响了地区间按现

代产业链的要求进行分工协作的可能性。譬如，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虽然是全国最发达的

经济区域之一，但地区间的非一体化导致产业部门难以在市场竞争基础上形成科学合理的协同

布局，盲目重复建设情况十分严重。当前大力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其深层次的

目的就在于促进地区间市场的相互融合，为全国统一市场的最终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中国从过去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转向主场经济全球化，即基

于内需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这是在面对国外逆全球化潮流和国内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下的主动

调整。第二，内需是主场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战略基点，高级生产要素投入是不可或缺的必

要条件，从全球价值链到全球创新链的转化是主场经济全球化的战略目标。第三，主场经济全

球化的最终实现，需要尽快形成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以现代化

产业集群为载体、以“互联网 +”数字经济为契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的协同推进机制。

第四，中国启动主场经济全球化也需要国家政策保障，包括在供给层面坚决保护市场主体活力，

创造主场经济全球化的内生动力；在需求层面搭建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以此虹吸全球创新资

源；在开放层面更加重视和强调对内开放，加快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

推进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一，它有助于促成将我国处

于分割状态的“行政区经济”聚合为开放型区域经济，把区域分散狭窄的市场聚变为国内统一

强大规模市场；其二，从利用别人市场转变为利用自己市场，从根本上转变了我国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模式和机制，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实现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要求；其三，国内强大市

场的形成，有利于我国虹吸全球先进创新要素。如果我国可以据此塑造一些吸收全球先进生产

要素的平台，如全球性宜居城市来广泛吸收先进的高技术人才，那将极大地推动创新经济格局

形成，从而有利于实现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主场经济全球化的战略

构想理应成为我国“十四五”规划制定中的重要参考依据，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

本文所做的工作是从经济学理论视角对中国启动主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基本内容、实现机制

以及政策取向进行了重点探讨，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价值。未来的研究任务可以侧重从实证方面

进行深入展开，有助于加深对主场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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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产业技术的国别
联系与突破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简析
叶  明    吴  瞳①

随着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的突破和中国经济的总量的不断发展，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明显

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将不得不再一次面临“卡脖子”的困境。那么很自然的引

出一个问题，在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国内产业技术在国际上突破口在哪？由于计算机、电子

信息制造行业有着典型的全球协作生产特征，也是高技术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代表，文章便以

此产业为例对产业生产中技术含量分布进行总体分析，然后再通过对比产业链的技术投入来源，

分析中国该产业的相关关联产业和分布情况。同时我们对比中美两国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区别，

来区分两国产业链的不同特点，认为短期内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与日本、韩国和欧洲的技术联

系。

一、产业技术含量分析

文章首先根据倪红福（2017）提出的行业技术含量计算方法对中国的计算机、电子信息设

备制造行业 2000-2014 年期间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以及所使用的其他国家（地区）

（美国、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欧盟）的技术含量进行测算①。为了对比，文章还测算了近年

来美国该行业的技术含量，具体结果见图 1 以及图 2。

①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叶明团队：叶明，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瞳。南京
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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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产业技术的国别联系与突破——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简析

图 1 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产品技术含量（千美元 /人）

图 2 美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产品技术含量（千美元 /人）

图 1 以及图 2 的测算结果反映了如下几个现象：

1. 近年来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产品的全部技术含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 2000 年的 22.6

千美元 / 人增长至 2014 年的 39.1 千美元 / 人，年均增长速度为 4%。与此同时，国内技术进步

推动了该行业产品中来自于国内的技术含量的大幅跃升，从 2000 年的 1.5 千美元 / 人增至 5.6

千美元 / 人，平均每年增长 11.5%，对总技术含量占比也从 16.1% 增加至 42.8%。

2. 尽管 2000 年以来我国以计算机、电子信息等产品制造为代表的行业的产品竞争力取得

了一定的进步，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客观存在且巨大。这首先体现在，中国计算机、

电子信息等产品仍然需要大量来自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等国家（地区）的技术投入，

即使在国外技术含量占比最低的一年（2014 年）中，来自国外的技术投入依然占总技术含量的

57.2%（美国、欧盟、台湾、日本和韩国的技术投入占比分别是 10.4%、11.4%、5.0%、7.8% 和

11.1%）。与此同时，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0 年 -2014 年期间，美国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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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品中所包含的国内技术水平高达 90% 以上，2009 年后这一比重甚至超过了 95%，而

中国对美国该行业的技术投入则微乎其微。

进一步地，本文还单独计算了中美两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产品中包含的本国及其

他国家（地区）同行业技术水平的情况，并绘制图 3 以及图 4。与整体结果类似，近年来中国

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促进了国内技术升级，国际竞争能力得到了提高，一方面中国产

品中所利用的国内同行业技术含量的绝对值不断上升，同时绝对量的上涨也使得来自外部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占比降低。尽管如此，一些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投入依然占比很高。

但以美国为例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生产该产品所需的绝大部分技术投入都源自于国

内行业自身，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图 3 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产品中来自同行业的技术含量（千美元 /人）

图 4 美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产品中来自同行业的技术含量（千美元 /人）

二、产业技术来源分析

Ye & Meng(2017,2020) 借助“微笑曲线”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在投入产出表中对全球产业链

进行可视化的方法。利用产业到消费者的距离和增加值率指标绘制出表征计算机、电子信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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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设备制造行业“产业链位置—增加值率”关系图谱

造行业的“位置—增加值率”关系的曲线：横（X）轴表示价值链参与方（各产业部门）在计算机、

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中所处的位置，从左到右表示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的过程。曲线的最右侧

表示的产品最后运输和销售的活动（这个部分跟本文的分析无关，所以在作图的过程中予以虚

化）。纵（Y）轴表示价值链参与方（各产业部门）的增加值率。曲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

阴影区域代表曲线拟合估计的置信区间。

1、中国计算机、信息技术产业“微笑曲线”

图 5 显示了 2005 年以及 2014 年中国的计算机、电子信息设备制造行业“产业链位置—增

加值率”曲线，并用红色圆圈标注了产业链中主要提供技术投入（1% 以上）的行业。

（a）2005

（b）2014

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产业技术的国别联系与突破——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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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产业链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呈两头高中间低的标准 “微笑”形态。中国

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所使用的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各行业的技术含量也不尽相同，具

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除了自身行业（CHN17）的技术投入外，国内的技术投入主要集

中在资源以及商业服务类行业（CHN4、CHN41、CHN44、CHN45）当中。其次，在中国的

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业中，最高端的技术投入来自于美国同行业（USA17），而韩国、日本

和台湾同行业（KOR17、JPN17、TWN17）主要为中国该产业提供了中端技术投入。国内行业

自身以及其他制造业类似于化工和金属制造等（CHN10、CHN11、CHN15），则主要提供低

端的技术投入。

另外，上一节分析中提到，近年来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等产品所包含的国内技术含量不

断增加，从产业“微笑曲线”的变化趋势上来看，可以进一步发现以下两个现象：首先，中国

国内对生产计算机、电子信息产业技术投入的增长除了本行业的技术进步外，其他的技术投入

增长主要来源于化工、商业服务等（CHN11、CHN29、CHN41）行业。在 2005 年该产业所包

含的技术水平还没有显著来自于国内的这些行业，而到 2014 年的情况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其次，

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上游产业发展开始逐步对美国部分行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随着

中国国内各行业的不断发展，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行业的生产对使用其他国家（地区）产业

的技术投入存在一定国产替代。以来自美国产业的技术投入为例，2005 年到 2014 期间，美国

技术直接投入到中国该行业的产业减少了（如 USA29、USA44 未出现在图 2（b）中，这两个

产业的角色被中国自身替代）。

2、美国产业“微笑曲线”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对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后，有必要将美国的同

一产业作为参照，进一步探究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使用相同方法，得到的美国该行

业“产业链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图 6 描绘的情况更加鲜明地展示出了中美两国间产业发展

情况的差异。对比图 5 和图 6 可以发现，中国在技术上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该行业自“入世”

以来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美国此行业在全球价值链迅速爬升的时间，

牢牢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并通过自己的技术优势将中国锁定在低端。除此之外，和需要借助

于其他国家的技术进行产品生产的中国相比，美国生产计算机等电子产品不仅行业自身处于产

业链绝对高端的位置，而且主要技术几乎全部来自于本国国内其他行业，这一点再次印证了上

一小节文章的发现。

（a）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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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4

三、对策建议

在本文看来，从促进国际间高端技术交流上看，笔者认为，首先应该积极推进与日韩等东

亚国家的交流合作，中国应该在疫情结束后积极推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战略上向东突破

也是我们的一个历史经验。在上个世界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全面

的封锁和制裁。当时中国实施的应对策略之一便是加强了与日本的合作，并在 1992 年正式承

认了韩国，大量引进韩国资本和技术，帮助当时的中国度过难关。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制造、

精密仪器以及高端机床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韩国在机械制造、化工和半导体设计与制

造等领域也比较发达。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技术都比较薄弱，所以积极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战

略上意义十分重大。同时三个国家具体的合作抓手也很多，除了已经实施的中韩自贸区外，还

有正在谈判的中日韩三国自贸区、RCEP 和中国自己的“一带一路”倡议等。

图 6 美国计算机、电子信息设备制造行业“产业链位置—增加值率”关系图谱 =

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产业技术的国别联系与突破——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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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合作伙伴是欧盟，目前欧盟仍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欧盟自身的体制

问题对中欧深化合作构成了一定阻碍。虽然近日经过一番激烈谈判，双方在双边投资协定上取

得比较重大的进展，但是欧盟成员国数量众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每个主体都有一定的否决权，

这就决定了中欧的合作进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欧自贸区目前还停留在设想阶段）。短期

来看，与日韩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成果比较值得期待。从长期来看，中国还是要十分重视与欧盟

的合作。由于欧盟自身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比较独立，相比日本和韩国不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

因此加强与欧盟的合作有助于我们分散政策风险。

①数据来源：2016 版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 ）以及其社

会经济账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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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张明之①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全球价值链及其重构正影响和改变着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亟待改革和创新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讲话，既是对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前所未有调

整的科学判断，又是立足于新时代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定位，具有十分重

大的指导意义。

一、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无力应对世界经济变局

全球经济治理可视为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和延伸，联合国将全球经济治理界定为“多

边机构和进程在影响全球经济政策、法规与规章方面发挥的作用”。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核是规

范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国家间经济交往的规则与方式，以及国际组织治理机制。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在稳定国际经济秩序、防范与遏制经济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过巨大

贡献。但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意识到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存在较

为严重的缺陷，无法有效应对全球重大挑战，“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日渐增多，导致全球

经济治理再也无法延续传统的框架体系。

首先，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无法适应世界经济结构性演变。随着世界各国生

产力的普遍提升和日渐融入经济全球化，尽管西方大国依然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但新兴经济

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已不断上升，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与影响力也日益增强，甚至成为全

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以积极的

姿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活动。相对于变动不居的

国际经济格局，二战结束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却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西方大国仍然控

制着治理体系的制度设计、权力结构规则的设置和体系的运行，新兴经济体的议价能力依然有

限。更严重的是，一些大国可以任意解释各类条约、协定等条款的含义、适用范围和法律效力，

肆意地修改经济治理规则。可以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损害了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公平与公

正。

① 张明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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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无法适应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需要。冷战结束后，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和迅猛发展，尤其是跨国公司海外并购规模的大幅度攀升，公司内贸易

在全球贸易占主体份额。这一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变迁，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提出重大

挑战。一方面，链主企业可以通过控制价值链核心环节影响甚至干预相关企业的经济决策，而

后者通常会接受这些标准、规则等发挥事实上的治理效果；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广泛而深入

地参与了国际分工，在某些产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链主企业多是西方国家的跨

国公司，但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民族企业成功地在部分产业链的关键性节点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能够对该产业领域的价值实现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存在着新兴经济体的民族企业反向主导某一

产业领域的现象。

再次，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无法有效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全球性经济问题，

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由全球化本身所引发，或因全球化而使得个别国家的经济问题向全

球蔓延，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方可解决。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在应对如下全球性问题时

缺乏有效手段，无法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可

持续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金融与贸易风险等棘手的难题。同时，国际经济的议事规则

和决策机制的不完善，导致谈判拖沓冗长且成效低下。而美国现政府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和措施，更是充分印证了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局限性。

最后，先发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正在减弱。先发国家在获取有限的全球资源和全

球市场进而获取资本回报方面具有无法超越的优势，理应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个别先发

国家以狭隘的“国家利益至上”为由，充分享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收益却逃避承担应有的国

际义务，频繁动用国内法干预他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以非市场手段干预干扰正常的国际经济交

往，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权威和国际组织的治理机制，严重削弱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效

力。

二、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趋势的成因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演变受制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总体上出现了值得警醒的新趋

势，即治理体系被撕裂而演变为碎片化治理状态，西方阵营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下试图构筑一个

内部循环圈。全球要素的流动与商品服务贸易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国际分工体系与全球价值

链构造面临着经济周期、突发事件和逆全球化的重大挑战。总体而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出现

的碎片化治理倾向之所以会强化，主要由两种力量所推动。

一是区域贸易协定的强化。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内，始终存在着区域化治理与集团化治理

两种倾向。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加剧，西方发

达国家之间也产生了争夺产业控制力和市场的激烈竞争。经济集团化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迅

速加深，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基础上，商品和生产要素在特定范围内便捷流通，对域外市场



501

采取一致的或共同的立场，由此产生了集团化或区域化的经济治理的需求，其“抱团”发展的

目的十分明确。集团化或区域化的经济治理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消

解。不难看出，区域自贸协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无法根本改变甚至固化强化全球经济治理

碎片化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制约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进一步碎片化消解。

二是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消解。跨国公司是资本国际化的产物，20 世纪 90 年

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市场的边界空前广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

达国家开始进入“新经济”样式，其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以电子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活动

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世界性的产业结构

调整浪潮，发达国家在确立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和加速产业结构知识化、信息化的同时，通

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将一些传统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

和控制其价值活动，形成全球生产分工体系。跨国公司在各自主导领域发起的产业技术标准和

市场规则的制定，掌控着主要产品的定价权，以公司内贸易的形式主导商品生产、贸易和投资，

操纵全球产业链的构建，从而建构了事实上的公司内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贸易

规则和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影响并冲击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

面对诸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陷入被撕裂的困境，这既是

对经济全球化的消解，亦是对当下全球化曲折发展局势的一种回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需要从全球经济运行的新趋势中挖掘新的思路，而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为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构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一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修复碎片化治理的负面后果。当下全球生产体系因贸易保护主

义而崩坏，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着人为挖掘的鸿沟，碎片化治理在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冲击

时成效式微，反而恶化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安全环境。修复碎片化治理的负面后果，需要遵循着

共同利益、平等自愿、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原则，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倡导世

界各国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精诚合作，统筹协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积极倡导和

发挥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平台的长效治理机制作用；努力推动

大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加大区域贸易谈判力度，

推动中欧经贸往来的强度，巩固欧洲 17+1 商贸关系，拓展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功能，积极推

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区域贸易谈判对接全球经贸合作，以区域经济治理来推动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重构。

二是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变革。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

秩序，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治理体系；既立场坚定支持 WTO 等国际

组织的权威性，又积极参与推进国际治理机构改革，不断增强规则议定能力与议程设置能力，

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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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构的决策影响力；推动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优化国际金融机构

的治理机制，共同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规则，继续推动贸

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尊重 WTO 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倡导以积极的谈判和磋商消

除国际贸易分歧，反对以贸易保护为目标的碎片化治理，反对动用非市场力量施行“长臂猿”

式域外管辖权。

三是积极提供与国家地位相称的国际公共产品，承担与国家地位相称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现阶段首要的国际责任就是发展好自己，这是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未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基

础；推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发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辐射效应和产业关联的带动效

应，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

机构，推动各参与方加强规划和战略对接；积极参与世界各国关于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

新兴领域的行为规则的制定，继续深入推进海洋、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领域治理规则

制定的话语权；积极推动文明对话、文化传播、教育交流、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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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激发体制改革的新活力

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激发
体制改革的新活力

唐  龙①

【编者按】 五年规划是引领时代前进的航标。从 1953 年至今，在 13 个五年规划（计划）

指导下，我国仅用几十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从一穷二白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 8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开门问策，谋篇布

局“十四五”。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很多未来发展的中长期问题都要在这五年破题。就此，光明网

理论部邀请业内多位专家学者推出系列解读文章，就如何破题“十四五”进行专业性地深入研讨。

习近平总书记在 8 月 24 号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

发展活力。适应发展的新阶段、新变化和新要求，站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高度，以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的实际举措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最核心的主线

是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激发新发展活力。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需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激发微观主

体的市场活力；也需要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去弥补市场的短板与失灵，通过结果纠偏和方向把控

使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价值主张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激发

新活力，将是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始终的一条重要主线。

一、科学编制和高效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与任务，需政府与市场协同

发力

 “十四五”规划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在这个发

展的新阶段，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上，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

济持续低迷，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非经济因素冲击，并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剧动

荡。在国内，“十四五”规划期需大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动力转换和形成高质量发展模式，建设更高水平的

① 唐龙：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重庆科技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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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新局面。

面对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条件、任务新变化，科学和有效制定并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与任务，

需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之提供可靠和可行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政府和市场关

系认识的重大突破，意味着通过“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各自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协同

发力，将成为发展新阶段激发新活力的重要手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十三五”时期我国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激发体制改革的新活力方面已积累了丰富

经验。一方面，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在推进供给侧改革、

实现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通过依托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推动资源配

置与利用，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取得了积极新进展；另一方面，通过转变职能、加强

宏观调控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

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彰显新时期体制改革

及其红利释放对完成发展新阶段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任务的重要性。依据“十三五”时期

经验和发展新阶段形势与任务的新要求，科学编制制定和高效完成“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与任务，

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篇章必须继续坚持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主线，以两者良性互动

和形成合力为重点进一步激发体制改革新活力。

二、激发新发展活力的关键，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形成合力

“十四五”时期，激发体制改革新活力的关键，在于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良性互动、

形成合力，出现政治权力合理运用和市场经济有效发挥作用并存的格局，并在形成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模式、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高效社会治理体系中

发挥效用。

要建立“有效市场”，主要的任务包括：一是弥补市场化改革的短板，主要是着力推进重

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积极探索代表高质量发展特征的知识产权、技术、数据等

首次被纳入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及参与分配的方式。二是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特别是

着力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打破区域市场间的分割，充分发挥超大规模优势，在进一步形成

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整合与优化供应链与产品链；充分利用市场工具整合企业，促进结构调

整和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优化生产力产业与空间布局。三是进一步健全市场运行机制的调节

功能，使商品与生产要素的价格体系基本能正确反映供求关系及稀缺性程度，充分发挥好市场

价格的信息传递作用与资源配置功能。四是进一步夯实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性制度支撑，

重点是通过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调动各类经济行为自觉参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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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期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发展环境，已超越单一市场手段整合的市

场范围和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如何通过“有为政府”作用发挥来弥补市场经济体制的短板，

将对有效完成“十四五”规划期的目标任务产生重要影响。一是要着力完善决策科学化的机制

和能力，掌握好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标准和尺度，为有效完成各项任务与目标营造公平竞争和长

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二是提升政府面临更加复杂与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与发展条件下的宏

观调控能力，以更加注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立场完善收入分配结构，有效化解供给与需求之间、

传统部门和新兴部门之间、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合

理的范围。三是在大数据智能化引领、绿色经济转型、现代产业整合、金融与实体双向整合等

促进经济发展新格局形成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以及在涉及公共性、长期性、不确定

性等市场调节资源配置无效或低效领域，提升精准施策能力，明显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和落地

能力。四是加强在反垄断、国有企业改革和战略布局、所有制中性与公平竞争、消除经济结构“荷

兰病”、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等重点经济领域改革拿出破解体制障碍的具体办法。五是从管

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明确提出政务管理信息化的目标和

具体举措，使政务服务“快捷化、便利化、高效化”。

在处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关系时，要以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在管理、服务

与调控的边界为重点，在找准政府和市场相互补位、协调配合的结合点上有针对性地拿出具体

的管理意见与措施。

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激发体制改革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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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分工
合作机遇

王修志①

【编者按】 五年规划是引领时代前进的航标。从 1953 年至今，在 13 个五年规划（计划）

指导下，我国仅用几十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从一穷二白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8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开门问策，谋篇布

局“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很多未来发展的中长期问题都要在这五年破题。就此，光明网

理论部邀请业内多位专家学者推出系列解读文章，就如何破题“十四五”进行专业性地深入研讨。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

力就是对外开放。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逻辑要义，在于拓展国际分工合作空间，在国际分

工良序演进中实现中国与世界互动共进。其核心是依托大国特有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优势，集聚

全球先进要素，促进国家分工体系与国际分工体系互动演进，为中国与世界创造源自分工演进

的增量发展机会。

商务部 2019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国、

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是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可以说，中国事实上已成为

国际分工体系中串联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分工合作的枢纽。面对因经济转

型、经贸摩擦和疫情冲击交织而成的复杂局面，中国要坚定“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

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规律性认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新型全球化塑造中敢于下“先

手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即是变局时

代推动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先手棋”。就开放发展的国际分工合作逻辑而论，其核心意涵

就在于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参与更广范围、更高维度的国际竞争，进而以高质量的制度创新、技

术进步、市场需求、要素禀赋驱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广化，拓展国际分工增量合作空间。

一、国际分工视角下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演化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上一轮对外开放的进阶升级，是中国与世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互动发展

① 王修志，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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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演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作为工业化起步阶段的传统农业大国，在较为严峻的短缺经

济形势下，迫切需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工业化、城市化是至为重要的发展路径，但却面临诸多

瓶颈制约，其中劳动力城乡转移、商品市场培育是关键性的体制束缚，同时还存在普遍性的资

金、技术、管理“缺口”。同时，随着战后国际政治、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领域

的制度规范日趋健全，工业化先行国家拥有技术、资本、管理和渠道优势的跨国公司，迫切需

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和土地资源，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资源优化配置。表现

在分工组织形态上，就是中国以劳动要素禀赋及其成本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

中国与世界（工业化先行国家）彼此之间“缺口”互补、利益共享，促成了战后国际分工体系

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说，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几乎都是

源于国际分工的红利。当然，国际分工红利则是人口红利、市场红利、技术红利、制度红利等

各类红利的系统集成。更进一步说，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总体上

呈现为国际分工体系向中国溢出资本、技术、市场需求等分工演进动能，从而驱动中国区域空

间和产业维度的分工演进，进而带来源自分工演进的结构性增长效应。

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试图发挥发展中大国之优势，推动国际分工良序演进并拓展

国际分工合作新机遇。换言之，中国将从既定国际分工秩序的参与者、国际分工合作机会的承

接者，逐步向新型国际分工秩序和国际分工合作机遇的贡献者转型。经过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

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产业体系、资源储备、市场成长等均有了长足进步，市场化程度总体

上也有了显著提升。所有这些因素的系统集成，无疑是中国参与和推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建构、

拓展国际分工合作机遇的巨大潜能。此外，在疫情冲击之下，作为较早较好控制疫情的“世界

工厂”、“世界市场”，中国对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分工体

系的“避风港”、“安全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显然是面向新一轮国际分工周期，以及

面向全球投资者和全球先进要素最为安全、最富效率的价值创享中心。以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经济体系建设为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定型为内在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和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路径的中国转型发展，必然对国际分工演进产生巨大的正向外溢效应。具体

说，这些效应主要包括：制度供给外溢，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体制改革，以及积极参与区域和多

边体制改革谈判，推动制度创新，释放制度红利；技术创新外溢，主要是面向全球先进要素实

施开放创新，使创新链与产业链、供应链有机融合，为分工体系注入技术创新红利；市场需求

外溢，主要是发挥人口（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大国消费需求规模及质量升级优势，以增量市

场推动分工演进；人力资源外溢，主要是发挥人力资源禀赋优势，提升要素生产率。简言之，

这个阶段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主要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升级，向国际分工体系注入新的系

统性分工动能，从而驱动国际分工良序演进，进而为全球发展创造增量机会。这也给我们解构“以

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循环互促共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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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把握国际分工体系重构机遇

疫情是驱动战后国际分工秩序再造、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最后那根稻草”，是加速变局的

催化剂。透过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局势，我们更要看到国际分工新周期的合作发展机遇。

面对国际分工系统性重构的机遇，中国的潜在优势，主要是发展中大国所特有的市场、资

源、技术、制度等分工要素的系统集成，从而可以更好地兼顾分工体系的效率与安全。中国应

坚持以“筑基兴链”为抓手、以国际分工合作为内核的开放发展逻辑。在战略理念层面：坚持

开放发展。要坚信全球化是人类发展大势，分工合作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要充分相信中国

作为发展中大国、全球经济大国之于国际分工和全球及区域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与世界不可

分割。在战术执行层面：一是落实市场取向改革部署，壮大、夯实内源性动能这个根基。重点

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效能改革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以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营

商环境建设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抓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消

费环境建设为抓手培育内需市场；以创新环境和创新体系建设为抓手激励技术创新。二是抓好

战略性产业链、创新链建设，弥补现代产业体系短板，建设开放、包容的产业链体系。其中，

汽车产业有产业链优势，也有终端和售后服务市场优势，具备了驱动汽车产业革命的潜在创新

环境，要确立以包容性汽车产业链链接世界的发展方略，使汽车产业成为连接中国与工业化强

国的重要纽带；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作为新基建的代表，事关产业体系整体升级，也应该坚持

自主开放创新方略，建设包容性市场和产业链体系。三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维度的制度型开放。

重点是在国内区域一体化、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建设进程中，切实聚焦开放型制度创新。要

密切关注各主要经济体关于多边体制改革的诉求，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日欧自贸协定、美欧自贸协定等区域合作制度安排，

努力提升我国制度型开放与国际和区域合作的制度共识，为全球先进要素向中国集聚提供良好

的制度环境。同时，这也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熟定型的有效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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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双循环实现内涵型增长

依托双循环实现内涵型增长
孙华平①

【编者按】五年规划是引领时代前进的航标。从 1953 年至今，在 13 个五年规划（计划）

指导下，我国仅用几十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从一穷二白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8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开门问策，谋篇布

局“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很多未来发展的中长期问题都要在这五年破题。就此，光明网

理论部邀请业内多位专家学者推出系列解读文章，就如何破题“十四五”进行专业性地深入研讨。

习近平总书记 8 月 24 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必须实现依靠

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现内涵

型增长正当其时。今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日益加剧，加之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了人们对经

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深刻影响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和预期，全球经济系统正在重塑。从生产的价

值链分布角度来看，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我国逐步嵌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过程。在这过

程当中，我国已经跃迁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同时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另一方面，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风险也日益暴露，国内某些产业的低端锁定效应也越发突出，某些区域的发

展存在日益萎缩的窘境，同时技术创新的“卡脖子”现象愈加明显。因此，依托双循环实现内

涵型增长，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的产业体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一、双循环的战略内涵与实现机制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对当前形势

综合判断而形成的最新战略部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通过“三来一补”等贸易形式逐步

与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形成了良好互动，通过知识溢出实现了经济系统的逐步跃迁与动态升

级。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扩大了就业，搞活了市场，

产业体系逐步完善，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增长阶段。但进入经济新常态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重要的战略方向，而内需的持续扩大成为战略基点，以内循环为主的双

循环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色。

① 孙华平，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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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的核心是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产业链的核心是资本化，创新链的核心是商业化，

两者融合的前提是市场化，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的重点是价值链动态升级。由于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迅速普及，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越加迅猛。虽然某些国家

采取了逆全球化的一些措施，但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仍然难以逆转。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全

球化继续深入推进的比较优势之一，目前正是我国完善价值链并提升产业链的最佳时机。如果

把国内市场比作血液循环系统的话，全球市场正如呼吸系统所需要的空气一样重要。双循环的

两大维度对于构建健康的经济系统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新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探索构建有为政

府和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平台，做大做强企业主体，提升产学研协同水平，利用功能性产业政

策培育有能企业。具有动态创新能力的跨国企业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角色，也是建立以

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力的内循环体系的基础。

双循环的关键是重塑国内区域市场。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需求端需要再平衡，而

供给端亟需再整合。在不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市场厚度，拓展区域市场深度，构建国

内统一大市场。我国幅员辽阔，产业门类齐全，构建统一大市场不仅有规模优势，还有市场纵

深的潜力，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已经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学习来自发达国家的

知识和技术，是实现经济追赶和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因此，持续推动创新要素整合、大力开

展开放式创新仍然十分关键。依托国际国内市场利用好两种资源，打造更为高效的要素市场和

产品市场是实现双循环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

二、双循环促进内涵型增长的创新路径

随着疫情影响的不断扩大，国际间贸易流、资金流、服务和人员往来进一步受限，全球创

新链和价值链循环受阻，断链风险不断加剧，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明显放缓，国际经济前景充

满了不确定性。中国已经深刻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某些产业甚至开始引领世界潮流。

当然，绝大多数产业还是急需提升附加值，做好进一步的升级内功。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正在

重构，中间品贸易比重上升，服务贸易比重也在加速提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呈现

多链条交织状态。对我国而言，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迫在眉睫。那

么如何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做好补短板呢？

首先，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内循环顺利实施的前提是不断提升居民收入，要坚持

以民为本，民富为基，惟如此经济才可持续和畅通。为此需要把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抓手，

不仅要从整体上扩大要素市场配置，加快要素市场发展，还要根据不同要素的属性和市场化程

度差异，分类施策。我国各区域行政壁垒的客观存在阻碍了各类生产要素在区域经济带内的自

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制约了资源最大效益的发挥以及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业布局和协同发展。

同时，要素市场建设也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政府需要健全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市场价格机制、

竞争机制和运行机制，并完善政府监管水平，提升政府服务质量，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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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应加快推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统一市场建设，进一步放开户籍限制、打破区域分割，

减少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跨部门间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加强区域间和区域内合作机制建设，

基于城乡一体化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通过地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有效降低人才和创新等各类生产要素空间流动的交易成本。

其次，主动完善产业链并提升价值链。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 30%。尤其是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中，中国已经成为链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核心节点，居于全球产业链和贸易网路的枢纽地位。据统计，制造中间产品的全球贸易中

约有 20% 来自中国，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从消费品扩展到资本品，中国的电子电气设备、高科

技零部件等行业出口占全球比重超过五分之一。同时，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

进口份额都非常高，表明该产业已经深刻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网络。另外，中国对能源、金属、

木材等上游原材料的进口依赖程度较大。因此应高度重视海外能源与矿场资源，加快战略性资

源的安全性布局，打造一流竞争力跨国资源企业，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当前的疫情危机正

是提升产业链韧性并打通我国创新链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大力提升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战略窗口

期。随着防疫常态化措施的推行，采用数字经济助力防控、大力推行非接触式物流和网上云端

服务正逢其时。疫情期间传输软件服务数字产业链条蓬勃发展，有效支撑了区域经济融合和高

质量发展。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应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速度，为疫情后世界

经济重启做好充分准备。应鼓励企业积极采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提升交易效率，精准匹配

供需信息，促进经济信息联动共享，提升资源配置水平。

再次，要提升国际创新链治理水平。新发展格局决不是简单的国内封闭循环，而是高水平

开放基础上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我国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把对

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从初级要素参与国际市场到高等要素融合的动态升级。根据

新的经济战略，要从之前的商品贸易流动型开放走向共融规则认同基础上的制度型开放；重新

梳理区域比较优势，依托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城市群，从简单数量型单项外资引进向内涵型

双向投资转变，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鼓励有条件本土企业走出去，在境外设立生

产基地与收购国外企业，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工业园区与科技合作示范区，培育

中国的本土扎根型跨国公司并实现全球化运营。同时，激励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攀

升，依托国内价值链和超大规模市场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站在内地开放型经济高

地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并以国际化合作视角来解决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中的产能

过剩与技术封锁问题。积极推进“海外中国”建设，促进我国跨国型企业对东道国本地化创新

资源的吸收与利用，大力促进逆向知识溢出，并逐步提升国际创新链治理水平，探索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秩序。

依托双循环实现内涵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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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放创新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陈淑梅①

【编者按】 五年规划是引领时代前进的航标。从 1953 年至今，在 13 个五年规划（计划）

指导下，我国仅用几十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从一穷二白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8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开门问策，谋篇布

局“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很多未来发展的中长期问题都要在这五年破题。就此，光明网

理论部邀请业内多位专家学者推出系列解读文章，就如何破题“十四五”进行专业性地深入研讨。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 月 24 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特别强调，“新发展

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加强国际科技

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也明确要求，“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不仅为如何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创新共赢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十四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工作

作出了部署。

我国第一个国际科技合作政策《“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于2001 年发布，提出“国

际科技合作最重要战略目标应当定位在促进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上”。2006 年，科技

部发布了《“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要求“努力在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

和提高合作成效三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2011 年，《国际科技合作“十二五”专项规划》提

出 “推动我国科技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十三五”时期，国际科技合作演变为国际科技创新

合作，科技部在《“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中进行了全面部署。

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升级、国际科技竞争的加剧，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也迎来了严峻的挑战。

国际科技合作的思路需要转变，合作的途径亟需创新，开放创新因而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

主题词。将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创新有效衔接，是新时期“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

发展”对国际科技合作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基于我国已经连续完成国际科技合作四个五年规划

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期间，也就是第五个国际科技合作规划提出

的新要求。

① 陈淑梅，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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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放创新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科学技术本身

是世界性的，因此发展科技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近年来，国际科技合作已经发展为科技创新的

手段和保障措施，同时也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和有机组成部分。国际科技合作不仅是

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撑，是在新形势

下构建开放创新新格局的重要路径。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深度参

与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统筹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能力，这样的开放创

新将成为我国国际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并不等于自己创新，或者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创新。自主创新包括三方面的内涵：原始创新；

开放式的集成创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创新可以是封闭式的，也可以是开放式的。

与传统的封闭式创新不同，开放式的自主创新需要企业融合外部思想、知识、技术、资源进行

创新。也就是说，相较封闭式，开放式创新的思想不仅产生于公司内部的研发部门，公司的其

他部门，公司的外部，包括国外都可能成为创新源。开放式创新与自主创新的目标是一致的，

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就要倡导自主创新，不是封闭起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创新，而是

开放式创新。企业要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就必须在开放中合作，在合

作里共赢。针对当今技术创新周期缩短，创新风险提高的共性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合作

研发的方式进行联合创新。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是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

源，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善于

获得、整合并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才能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中，

都将科技创新国际化战略、深度参与全球创新治理、促进创新资源双向开放和流动作为我国科

技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我国加大了国际科技合作力度，

设立了国际合作专项基金，积极参与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大工程计划；同时，我国的崛起

唤起了世界与我国科技合作的强烈愿望，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与我国进

行科技合作。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积极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

论著和专利数量急速增长，合作领域和学科范围逐渐拓宽。

自从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一带一路”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

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打开了机遇之窗。从科技合作入手，我国有关部门和企业组织沿线国家

（地区）共同研究解决各自发展中的重大挑战和问题，得到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广

泛支持与高度认同；以科技合作为先导，有效实现了我国优质产能的向外投放和科技成果的转

换，促进了沿线国家（地区）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进而推动了其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通过

科技合作与人才培训，知识界和科技界的有效沟通已经带动起各阶层、全社会的“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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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共建中，科学技术的引领、支撑、服务作用凸显，国际科技合作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显著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逐渐成为将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创新有效衔接

的典范。

 “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合作应从落实党和国家的外交大政方针、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促进科技人才交流、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引导企业积极“走出去”，以及完善合作政策、优化

合作环境等方面，全方位谋划合作布局，开放创新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可以走出去，也可以引进来。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务必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

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需要全面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的改革建设，承担相应的国际

责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国际技术标准体系和产业技术发

展规则的改革和完善，提高中国话语权，为营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科技创新环境贡献中国智

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国际科技合作也将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实践证

明，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推进国家科技发展、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高科技竞争力、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改善国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现实支撑，也是解决跨国、跨区域和涉及全人类共同利

益科学难题的关键途径。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活跃期，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既是我国创新

驱动的内涵型增长的大势所趋，也是全世界共同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客观需求。监测与评估我

国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的绩效管理，及时提炼诸如“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的

成功模式，研究国际科技合作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和路径，不仅能够提高技术水平，让科技转

化为生产力，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的经济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技术帮扶改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基

础设施条件和质量，推动工程技术的跨国流动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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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刘志彪①

8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在这次开门问策集思广

益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十四五”时期，我国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

新发展格局。他进一步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

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在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

重大变化条件下，我国对过去长期坚持的经济发展战略所做的一个重大修正。对这样一种战略

的修正，现在社会上有一些疑惑，有些人认为强调国内循环为主，就是国际循环不重要了，就

是要重走独立自主、封闭循环的老路了。更多人担心如果我国扩大内需不力，现有庞大的生产

能力在缺少国际循环的条件下无法被消化吸收，从而导致经济衰退、就业困难和收入降低。

其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一系列讲话中一再强调的那样，战略目标中要形成的新发

展格局，主要是要对我国经济发展中所依赖的市场重心进行修正，而不是要走行不通的闭关锁

国的计划经济老路。众所周知的是，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是利用比较优

势切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进行国际代工。这一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别人

的市场，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市场：原材料、机器设备和技术从国外取得，经过在我国生产加工

制造装配，产成品重新输送到发达国家。由于投入和产出的市场两头在外，因此链接我国国民

经济循环的市场重心在国外。之所以要利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市场，主要原因是过去我国经

济发展水平低，自己的市场容量太小且发育不良，市场功能残缺。我们把这种利用西方市场所

进行的经济全球化，称之为“客场全球化”。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下，依靠这种全

球化模式取得了巨大的红利。

但是从大国发展的角度看，“客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长期持续的战略。它的问题很多，

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容易对西方国家的市场和技术产生依赖，出现“依附经济”的不良特征，

这对大国经济来说是很危险的发展格局，尤其是遇到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容易使国家发

展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客场全球化”模式往往会对自身发展资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首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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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不足，尤其是不能有效地用好自己逐步成长的市场容量这一重要的竞争优势；三是利用

别人的市场，虽然自己要付出制造的劳动汗水，但是容易被认为会损害别人的产业基础，导致

严重的贸易和经济摩擦；四是长期为别人进行国际代工，接别国研发和设计好的订单，难以在

竞争中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并取得高附加值。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冲

击，上一场“客场全球化”已经到了尾声。

 “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尽快把在客场进行的、以出口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升级为

以利用我国庞大内需为主要特征的“主场全球化”战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要使我们的内需

对全球各个国家开放，使我们的市场变成全球市场，变成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磁场。世界

市场或全球市场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不是用区域来划分的，而是一个开放与否的概念：你的

市场只对本国开放，就是国内市场，如果对全球各国开放，那就是全球市场。这样一来，一是

内需就成为我国实现“主场全球化”战略转型的工具、资源和手段；二是中国市场成为全球市

场后，新一轮的全球化将在我们的主场进行，内需市场开放是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三是可以

利用内需来促外需，即一方面用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我们所用，发展创新经济，进行

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依托于庞大的内需，实现规模经济和差异化的优势，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走上去和走进去。

这种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显然不是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要封闭起来搞自我经济循环，

而是要让开放的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

的形式、方式和途径，不仅要以开放的国内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

循环格局，而且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以开放的国内市场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

与国际市场循环。显然，这是跟“客场全球化”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具体表现在：第一，随

着我国全球市场地位的提升，到中国来挣钱、创业创新将成为新的潮流，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

地位将持续上升；第二，我国市场的走势和需求波动，将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世界市场走势，

因此我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第三，随着中国市场潜力的不断发挥和现实市场规模

的不断扩大，我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第四，中国市场将成为别国经济成

长的工具和场所，因此也将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推进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其意义在于：其一，它有助于促成将我国处于分割状态的“行

政区经济”聚合为开放型区域经济，把区域分散狭窄的市场聚变为国内统一开放的大规模市场；

其二，从利用别人市场转变为利用自己市场，从根本上转变了我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和机

制，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实现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要求；其三，国内开放大市场的形成，

有利于我国虹吸全球先进创新要素。如果我们可以据此塑造一些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

如全球性宜居城市来广泛吸收先进的高技术人才，那将极大地推动创新发展格局形成，从而有

利于实现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实，即使这些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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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巨大的改变，从“客场全球化”走向“主场全球化”成为一种自主调整的趋势。一方面，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中国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的长期出口，更不可能完全放任本国

的产业长期处于中国廉价产品的激烈竞争中。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

只是在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自动修正自己的经济系统运行的偏差和单一的无法持续的经济行

为。另一方面，这十多年来，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人均收入的不断上升，我国国民经济的

对外依存度从最高年份的 60% 多，一直缓慢下降到 30% 左右，而且这些年这个指标还在不断降

低中，而与此同时，国内最终消费需求的比重却在不断上升。

从国际经验看，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在成为大国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内需主

导型经济的形成。目前全球人口和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内需主导型经

济形态。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第一，美国民

众的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加上人口众多，都使美国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

同时也是形成市场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的主要条件；第二，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

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美元长期的强势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

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长期获得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

第三，美国因国内市场巨大和吸引力强，成功机会众多，也是吸收全球各种要素尤其是高级创

新要素力度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就是当今发达国家中吸收 FDI 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

富集度最高的国家。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是内需主导型国家，并不能否认它仍然是全球综合开

放度最高的国家。

因此，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客场转向主场进行。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为主构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然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它不仅

会全面提高中国在全球的综合开放程度，也会使中国发展模式更容易被世界各国认同和接受，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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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技人才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
发挥优势作用

姜彩楼①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

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持续深化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随着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绿色消费意识的兴起，中国迅速崛起的高端市场

为新一轮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终端拉力”。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5.8 亿元，

占 GDP 比重达到 36.2%，成为全球第二大的数字经济大国。2020 年，我国不断加大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投入，并启动了 6G 研发工作，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了重要基础。但是，中国产业发展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核心技术不强、核心领域受制于人

的情况仍然很突出，难以保证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且由于国内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国内高端

市场往往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的舞台。如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芯片”断供，以及

将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使得中国信息产业面临“卡脖子”的窘境。

华为的海思麒麟芯片在性能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越国际同级别芯片，但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支持，

在美国的制裁下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再如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新能源汽车产销大国，但是原创

专利数量远低于日本和美国，在电控技术等关键领域的专利甚至大量来自于外籍申请人。核心

技术的缺乏造成中国新能源汽车在高端市场上缺乏竞争力。2019 年，全球销量最高的特斯拉

Model 3 车型在中国售价为 29.18-41.98 万元，而销量第二的北汽 EU 系列售价仅为 12.98 万元，

二者市场定位差距明显。

随着贸易单边主义上行，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脱钩化倾向明显，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一方面，要充分发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突破关键

核心，加大数字经济生态、数字经济配套设施建设，系统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

① 姜彩楼，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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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治理、数据价值化进程；另一方面，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要充分发挥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

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优势。不过，无论是哪一方面，未来的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人工智能（AI）技术、合成生物学、石墨烯等新技术的发展

不断改变和引领社会发展，未来战略性科技领域在不断发展和演化，对高精尖人才的需求也将

越来越高。

我国科技人才大多出自科研院所和高校，由市场催生的科技人才相对较少。国家对科研院

所、高校战略科技人才缺乏市场化引导，没有建立很好适应市场经济的人才培养制度。对此，

要进一步让高精尖科技人才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优势作用，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

善。

要进一步加强对未来引领性技术的预见和人才培养工作，以重大研究团队建设为抓手，加

强战略科技人才培养。加强对未来战略科技的预见工作，能够强化科技开创未来的战略意识，

抢占技术创新前沿，在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我国企业不能再一味地跟踪国外技术，需要面

向未来的科技发展，面向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不断提升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对未来引领性

技术的预见和人才培养工作，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推动者。

要加强面向市场化的科技人才培养，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享科技人才。不断加强

基础人才的培养工作，高等教育大发展要紧密围绕未来科技发展的需要，设置相应的专业，为

未来科技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金字塔”塔基。加强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工作，在“双一流”学

科的部署下，加强与国际名校、名师和名实验室的合作与交流，提升科技人才“走出去、引进来”

的质量。

要建立健全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通过科技评价改革，突出实绩和贡献的市场化

评价导向。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等激励措施，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不断扩大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范围，不断加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激励力度，提高科研人员科研成果转化收益。

健全社会化市场化人才服务体系，建立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公平竞争、单位自主用人、个人自

主择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服务的科技人才流动机制，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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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贸易促进“双循环”的发展
林学军   王  玉①

近日，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自 2012 年起，

服贸会已经成功举办了 6 届。本届服贸会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尤其是服务业

受到重创、逆经济全球化的思潮再起、单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召开的。在服贸会的开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 3 点倡议，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

动能、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这对提振全球经济，促进复工、复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商品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国，却是服务贸易的逆差国。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54152.9 亿元（人民币，下同），服务贸易逆差 15024.9 亿元。受疫

情影响，今年前 7 个月，中国的服务贸易总体规模有所下降。但我国服务出口明显好于进口，

带动整体的逆差下降 49.4% 至 4488 亿元，同比减少 4384 亿元。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一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境外高端服务（如旅游、医疗服务、

高等教育）有着巨大需求；二是我国对知识产权、专业技术服务等智力密集型服务业的需求也

在不断增长，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发展水平较高，我国对国外高端服务和知识产权等大规模购

买而形成巨额服务贸易逆差。

巨额的贸易逆差，也预示着我国服务业有巨额的需求。当前，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

济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核心，首先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国内庞大的内需市场，以内需推动经济发展；

其次是要继续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发展服务

贸易，可以进一步扩大内需，满足内需，增加就业，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的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的形成。

如何发展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双循环发展，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七个方面做起。

其一，加快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我国在智力密集型服务贸易存在短板，关键技术过多依

赖美国等西方国家进口，同时美国是我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逆差来源国，这是美国以此为借口制

裁我国的痛点，也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瓶颈。对此，要增加科研的投入，壮大科技人员的队伍，

① 林学军、王玉，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 /暨南大学“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横琴研究中心。
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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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产出更多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满足

国内制造业发展的需要，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亦可增加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的出口。

其二，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百姓收入的提高，在满足物质需求之后，

人们开始注重追求高级的精神需求，渴望学习知识、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当前，我国高水平

教育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世界一流大学数量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我

国每年出国留学人员众多，从中小学，到大学、研究生等层次都有，其结果是我国外汇大量流失，

更重要的是人才大量流失。因此，应当加大高水平办学的投入，引进高水平的师资，改进办学

条件，争创国际名校。另外，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也突显建设完善高水平的医疗健康体系

的重要性。我国医疗体系存在较大的缺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更存在医疗的高端服务供给短缺、许多人到国外寻求高端的医疗服务等矛盾。因此，要打造高

品质医疗健康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保健的要求，开发我国巨大的高端服务市场。

其三，要加强数字贸易。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电商行业逆势增长，网络销售额不断创新高，

网络教育、远程医疗、网上办公等等也创造了众多的商机，因此，要加快数字贸易的发展。数

字贸易是电子商务的升级与发展，和电子商务不同的是，它以多边数字化平台为载体，借助人

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不仅可以买卖有形产品，还可以销售无形产品，即同时可以进

行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助力“全球买、全球卖”的实现。谷歌、Facebook 和亚马逊等科技公司，

都是数字贸易的大赢家。政府要制定数字贸易发展的规划，建立数据中心、5G 网络等基础设施，

支持电商企业的升级转型。

其四，以商品贸易带动服务贸易。我国是商品进出口第一大国，每年进出口商品金额巨大。

我国应当利用有利的时机，以商品进出口带动远洋、航空及跨境铁路的运输，增加国际运输服务。

还可以围绕进出口商品提供融资、保险，合同的谈判、签署、执行、仲裁等法律服务，促进我

国的金融、保险、法律等行业“走出去”。

其五，发挥我国工程承包的优势。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技术优势、劳动力的优势、

管理的优势等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缺口，有广阔的市场。

我国应当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平台，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通过建筑

及工程服务，输出中国先进的技术装备、施工技术、劳务及建设管理经验。

其六，建设服务贸易的产业集群。要发展服务贸易产业，打造服务产业集群十分重要，例

如，形成文化创意、影视制作、软件开发等产业集群，给服务贸易的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

在集群内聚集众多的人才和企业，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引进外资和技术，经过市场竞争，

形成有各地特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参与国际竞争。

其七，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当前，我国的商品贸易开放度较高，但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

放度较低。我国应当利用各地自贸试验区进行探索，逐步扩大外资准入的领域，减少关税与非

关税壁垒，实施国民待遇，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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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王茂祥①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始终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8 月 24 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特别强调，要以科技创

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

一系列新挑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以更好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促进我国形成以国

内市场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但同国际先

进水平相比，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还较为落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很大差距。我国很多

产业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消耗大、利润低，受制于人。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十四五”时期，我国必须进一步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在优势领域进行原始创新，强化现有技术的集成创新，包括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存量，

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后发优势。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信息网络、生物科技、

清洁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要围绕关键领域聚集优势资源，

推进自主创新，力求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

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需要长期的坚持与投入，需要各方下定决心、抓住重点、共同努力。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技术要取得突破，就要有决心、恒心、重心。要围绕关键领域，持续加

大人力、财力等资源的投入，同时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互动作用，协同发力推动创新，突破核心

技术。要优化和强化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明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

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和活力。要面向重大技术领域，促进创新链和产业

链精准对接，加强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第一，实施创新驱动的突破点是制度创新。考虑到科技创新具有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

① 王茂祥 ，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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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要注重发挥政府的战略导向、综合协调和服务功能，营造勇于

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要完善创新政策体系，包括财政激励政策、金融政策、

政府采购政策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是增强税收制度对创新的激励作用。要整合科技资源，

优化结构布局，建立科技创新资源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

与此同时，“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突破制度障碍，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

制度保障。要把制度优势和市场因素有效结合起来，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自主创新步伐

上取得更大的突破性进展。通过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统筹安排、协同创新，力争在重要

科技领域创造更多的竞争优势。

第二，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由于企业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对新技术、新产

品最敏感，必须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

的生力军。支持龙头企业整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力量，建立创新联合体。高校、研发机构、

中介机构以及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应与企业一起分工协作，合力开展创新活动。

第三，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

核心要素。”“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开发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加快形成一支规

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人才队伍，并完善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政策措施，

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要给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在

自主创新过程中持续积累人力资本。建立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建立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注

重品德、能力和业绩的综合评价，完善创新人才薪酬、岗位升迁和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政策 , 

使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出来，使科技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科技工

作者自身要强化责任意识，弘扬科学精神，坚定自信，潜心研究，努力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原创

性成果。同时，要完善人才流动和引进制度，健全与人才引进相关的保障机制，形成更具竞争

力的人才政策优势。要扩大人才对外开放领域，注重从发达国家引入高端科技人才，着力引进

处于国际产业和科技发展前沿，具有世界眼光和深厚造诣的各类优秀外国人才。坚持高端引领、

以用为本，加快集聚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发挥人才政策效应，更好地攻克产业发展的关键瓶

颈技术。搭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聚才活动平台，吸纳用好海外优秀人才。

第四，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牢牢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断扩大科技对外开放领域，积极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十四五”时期，

要进一步提升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促进科技人才交流、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引导企业积极“走

出去”。要培育一批面向全球的技术转移服务中介，促进关键技术国际转移，助力我国创新主

体对接国际创新资源。要进一步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就近利用国外的优质科技资源，

促进更大范围内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通过“借智发展”，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

同时，要聚焦关键技术领域，加强与相关国家开展项目合作与联合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难题。



长江产经视点·2020

524

第五，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开放合作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

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封闭的创新模式容易造成“硅

谷悖论”和“创新困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开放合作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精

准选择合作创新领域，开辟多元化合作渠道，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打破企业边界和国

家疆域，搜寻外部可能的创新源并加以充分利用，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效。

第六，要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的内在要求。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最后一公里”，科技成果转

化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创新活动的成败。要强化政策法规的扶持，进一步完善和

落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促进孵化器、服务平台以及交易中介等业态发展，切实打通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链条，大力提升服务水平。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和协同保护体系，加大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力度，为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相关

制度，活跃技术交易，优化激励机制，共享创新资源，持续提高成果转化效率。应该说，科技

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机构和政府

部门等不同主体的作用，尤其要不断提升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水平。高校、科研机构要提高科

技成果的有效供给，进一步开放现有科研设施和资源，推动科技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共享。

企业要提高对科技成果的主动承接力。中介机构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每个环节得到有效衔接。

通过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推动科技成果、专利等无形资产价值市场化，充分发挥科技成

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未来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驱动，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

国家，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

创新就是谋未来。科技创新具有乘数效应，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

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作用，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升。科技创新也是提

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未来打造发展新优势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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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难支，沙特会不会放弃减产？
施训鹏   姬  强   张大永①

进入 9 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并于 9 月 8 日上演暴跌“剧情”。当天收盘时，

纽约商品交易所 10 月交货的 WTI 期货价格下跌 3.01 美元，收于每桶 36.76 美元，跌幅高达 7.57%；

而 11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3 美元，收于每桶 39.78 美元，跌幅达到 5.31%。

两大原油价格都创了 6 月 15 日以来的新低。虽然 9 月 9 日收盘，10 月交货的 WTI 期货价格反

弹了 1.29 美元，收于每桶 38.05 美元，但是，两大原油基准价格在 9 月份的六个交易日内跌幅

都超过 12%。

此次暴跌的导火索是沙特的降价决定。9 月 5 日，沙特阿美宣布，下调 10 月份对亚洲和美

国出口的所有级别原油的价格，同时下调向欧洲西北部和地中海地区出口的轻质原油价格。这

是 6 月以来沙特出口到亚洲的轻质油首次降价。不过，把油价下跌归咎于沙特的降价有失公允。

沙特的降价，是全球石油市场不景气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沙特宣布降价之前，油价的单边

走势已经形成。

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严重制约经济运行，打压了市场对原油的需求。印度

的累计的新冠疫情确诊病例已超过 400 万，且仍在快速发展。欧洲一些国家出现反弹，形成了

欧洲第二轮疫情。北半球进入冬季后，疫情可能迎来更加严峻的形势。而牛津大学疫苗试验的

暂停，再次提醒市场，新冠疫情形势仍旧不明朗。美国的经济表现差强人意，世界经济复苏前

景继续不明，都引发市场对全球原油需求的担忧。

欧佩克在最新公布的 8 月份月报中，也下调了原油需求预期，将 2020 年全球原油需求调整

至每日减少 910 万桶，较此前预期下降了 10 万桶，并预期 2021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为每日减

少 700 万桶，和此前预期持平。

除了需求疲软外，导致国际油价承压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供给的增加。OPEC+ 曾经乐观地

预计全球原油市场将进入恢复通道，因而逐渐降低减产力度。OPEC+ 在今年 4 月时达成的是

一个递减式减产协议，根据原协议内容，OPEC+ 的减产幅度在 5、6 月期间最高，进入 7 月后

开始降低减产力度。虽然 OPEC+ 将减产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但是，在 8 月时按照协议放宽了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姬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大永，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于 21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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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量。

此外，美国页岩油从疫情中恢复过来，产量逐渐增加。据路透社的调查数据显示，8 月份

欧佩克产油国的产量环比提高 100 万桶 / 日。美国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贝克休斯 9 月 4 日公布的

数据指出，美国能源企业的活跃钻机数量近三周出现攀升，其中石油钻机数已增加至 181 台。

对于后市，美国银行预期，原油市场需求恢复大概需要 3 年时间，原油需求高点将在 2030

年出现。花旗银行预计，四季度伦敦布伦特原油期价和 WTI 原油期价将分别为每桶 48 美元和

每桶 45 美元。

本次油价的暴跌，再次表明，国际原油市场的主题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建立在沙特自我

牺牲基础上的原油市场平衡非常脆弱，沙特独木难支。

OPEC+ 在 4 月初达成的史无前例的减产计划后，并未能扭转油价的颓势。直至 5 月 11 日，

沙特表态在现有原油协议的基础上，6 月份进一步减产 100 万桶 / 日，将原油日产量降至大约

750 万桶这一近 18 年的新低，原油价格才掉头向上。布伦特原油价格在 6 月初的快速上涨后，

在继续缓慢上涨到 3 月份以来的最高点，接近 47 美元 / 桶。

从实际情况看，沙特维持石油市场的努力面临着内忧外患。对外方面来说，非 OPEC+ 成

员如美国和马来西亚，趁机攻城略地。根据欧亚集团的统计，第三季度，美国出口中国的原油

大幅度增加，基本填补了 OPEC 和俄罗斯减少的出口量。在 OPEC+ 内部，从减产执行率来看，

虽然沙特减产执行到位，但是伊拉克、尼日利亚减产执行率仅在 40%~60% 之间。

对内，沙特为维持油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地时间 2020 年 8 月 9 日，沙特阿美公布了其

2020 年二季度和上半年的财务数据，其中二季度利润为 66 亿美元（约合 460 亿元），比第一

季度骤降 71.6%，而上半年总利润约为 232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469 亿美元下降 50.53%。

疫情之前，国际原油市场供求基本均衡。沙特纠集 OPEC+ 伙伴，可以操控供应，较大幅

度地影响油价走势。然而，当前欧美经济疲弱，印度等国疫情持续爆发，经济前景不明。在市

场需求严重减弱且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OPEC+ 减产决策的后果也存在巨大的不确

定性。

本次油价暴跌，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以沙特为代表的产油国放弃了原油减产协议、转而争

夺市场份额的意图。但是，沙特还没有公开自己的策略。其他原油市场玩家如何应对？原油市

场是否会导致新一轮价格战？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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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感器为抓手进行“卡脖子”技术突破
赖红波①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不断以“芯片”断供，以及将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

体清单”等行为，使得中国信息产业面临“卡脖子”的窘境。“十四五”时期，必须充分发挥

我国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瓶颈。

以传感器为例，作为数据采集的唯一功能器件，也是信息技术的基础核心元器件，采集的

数据是整个感知、传输和处理信息系统中流淌的“血液”。美国公布的影响国家长期安全和经

济繁荣至关重要 22 项技术中，有 6 项与传感器技术直接相关。然而，我国本土传感器发展令

人担忧，与全世界生产的超过 2 万种产品品种相比，中国国内仅能生产其中的约 1/3，整体技

术含量也较低。同时，国内传感器市场需求量上千万亿，每年进口额都不低于 1700 亿人民币，

这么大的市场体量却绝大部分被欧美国际零部件巨头占据，包括汽车或科学仪器等传感器 95%

以上市场份额都掌握在外资企业手里，成为当前制约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最大“卡脖子”技术瓶

颈之一。

传感器技术本身并不难，但为何受制于人？一方面，传感器产品与普通元器件产品不一样，

传感器产品还包括芯片、陶瓷基板等都不是传感器企业自己做的，必须由上游配套企业提供。

为此，传感器企业自身需要具备整合技术的能力，与上游供应链企业分工协作来完成。另一方面，

传感器生产工艺、技术要点繁多、流程复杂，涉及材料控制、工艺控制等，增加供应链协同难度，

被称为“工业艺术品”，本土企业过去习惯的模仿创新和逆向学习等在传感器生产过程中受到

局限，无法施展。

从技术发展趋势来看，传感器技术将进一步与智能化技术相互融合，形成产品技术与信息

技术、网络技术等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传感器产品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同时，伴随我国不断加

大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和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投入，会越来越重视传感器的通用性、

互换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所强调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

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才能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要从现有应用场景源头层

面突破传感器“卡脖子”技术，我们必须从更大层面发挥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形成“产学研用”

各个层面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①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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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以市场和应用为导向，加快传感器技术领域突破。传感器具有典型工业品属性，涉

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参与，整个过程需要的是信任与合作。为此，加强和引领上下游企业与

企业之间合作，包括上游供应链企业、下游配套使用企业，以及终端用户等，都要以市场和应

用为导向，合作开发质量可靠的传感器，共同寻找传感器“卡脖子”技术领域的突破路径。

其二、围绕应用场景，选择产业链突破方向。围绕核心优势的领域，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

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包括半导体、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设备、船舶、高档数控机床、

工业机器人以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和科学仪器等领域产业优势，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到具体应用场

景的传感器的开发，甚至可以采取“揭榜挂帅”方式，整合国内外企业和人才等力量参与研发

生产过程。

其三、打造产业链联盟，提升合作质量。传感器产品开发周期长，每个项目从开始与客户

接触到最终投产都是以年为单位进行跟踪。为此，国内传感器企业必须有耐心，有规划培育自

己的产业链联盟，与产业链联盟内上下游企业一起分析技术可行性和迭代创新，营造相互信任

的关系，提升合作质量，一步步“接力”，实现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客户开发出高品质传感器

产品。

其四、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传感器领域的竞争，最终是走向高端竞争。

为此，企业必须积极推进和大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合作，追踪传感器的技术发展，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同时，传感器创新具有前沿性、长期性、广泛性等特点，比较适合产学研协同合作，

故而应发挥研究机构的“灯塔”效应，共同培养更多人才，共同发现创新机遇，并尽快转化为

落地产业成果，为传感器“卡脖子”技术突破作出贡献。

总之，传感器是底层技术，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下最核心技术之一，产品需求量很大。针对

当前国际大环境，尤其是美国针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定点围堵，一定要注重提升传感器

产业链合作水平，整合上下游技术，主动出击、狠下功夫补链、强链，找到传感器等短板弱项

的“卡脖子”技术的定点攻关和突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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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为什么选择中国：
当前稳外资的启示

徐  宁   谢  凡①

从 2017 年谈判到 2018 年拿地，从 2019 年 1 月 7 日奠基到 2019 年 10 月 23 日正式落成投产，

12 月 30 日首批交付 15 辆给内部员工，2020 年 1 月 7 日开始对外交付。可以说特斯拉位于上海

临港产业区的超级工厂是汽车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见证了产业落地的中国速度。

一、特斯拉为什么选择中国？

决策维度一：市场需求

产业链布局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市场需求，而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也正是中国无可

①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谢凡，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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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的优势所在。结合特斯拉在美国、欧洲的销售情况，发现中国是特斯拉重要的战略市场，

上海工厂是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重要一环。

1.1 美国

美国：特斯拉一骑绝尘，稳当电动汽车市场“扛把子”。2019 年，特斯拉美国销量为 17.9

万辆，虽比去年下降了 4.8%，但占全美电动车的市场份额仍高达 56%，以压倒性优势远超其他

品牌电动车车型。

1.2 欧洲

欧洲：特斯拉销量显著提升，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欧洲市场特斯拉主销国家包括德国、

法国、英国、挪威、荷兰等，市场占有率均高居 top1/top2，其中荷兰市场 2019 年特斯拉市占

率高达 46%，成为最畅销的电动车车型。

目前，美国仍然是特斯拉最大的销售市场，然而，2019 年特斯拉在美国的销量下降了 4.8%，

这意味着其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已经趋于饱和。特斯拉欧洲各主销国家的市场占有率高居 top1/

top2，然而强势的劲头并没有持续太久，根据 JATO Dynamics 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今年上半

年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增长 34% 至 21.75 万辆，而特斯拉的欧洲销量下降 18% 至 3.73 万辆，雷诺

Zoe 更是赶超特斯拉 Model3，成为欧洲最畅销的电动汽车。

1.3 中国

中国：特斯拉销量稳中有升，未来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巨大。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

场，中国电动车销量从 2015 年的 32.9 万辆快速增加至 2018 年的峰值 124.7 万辆，年均增长

55.92%，受新能源汽车优惠政策退出的影响，2019 年全国电动车销量小幅降至 120.6 万辆。特

斯拉中国销量从 2015 年的 0.5 万辆逐年增至 2019 年的 4.2 万辆，市占率也从 1.52% 提升至 3.48%，

中国也因此成为特斯拉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但相比百万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基数来说，还

是微不足道，对于特斯拉而言，中国的市场潜力还没有被充分挖掘，预计后续随着国产特斯拉

产销交付的提升，特斯拉有望成为国内爆款电动车。

在国内新冠疫情局势趋于好转之际，海外疫情持续升温，对产业的影响也逐渐扩展至全球

范围。当前，除了医疗防疫物资外，各行各业的全球性需求出现锐减，不少行业龙头相继停

工停产，汽车产业由于价值链较长且分工复杂，表现尤为突出。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2020 年 1-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9.03 万辆和 29.84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3.48% 和

54.09%，疫情对汽车产业的短期影响远远超过 2012 年的 SARS。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风头正盛

的特斯拉，6 月份销量遥遥领先。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乘联会）最新综合

销量数据统计，特斯拉 6 月份批发销量达 14954 辆，环比增长 34.7%，依然以很明显的优势排

名众车型第一位，在纯电动市场销量份额占比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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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维度二：产业基础

2.1 美国

作为加州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在美国销量一骑绝尘，创造了电动汽车行业的奇迹，

这得益于加州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与美国老牌汽车城底特律不同，加州拥有硅谷，各类科技

资源和创新实体在此集聚，使得加州在科技领域长期占据优势，这迎合了纯电车和自动驾驶时

代下汽车行业发展的需求。根据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LAEDC）的最新电动汽车报告，目前

几乎世界上所有主要从事纯电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研发的企业都已经在加州设立了分支机构，涉

及电动小轿车、电动公交车、电动卡车、充电网络设施以及其他电动车新技术公司。上述报告

显示，加州目前共拥有 42 家研发纯电乘用车公司，其中包括 12 家公司总部、20 家设计与技术

工作室、4家制造工厂以及6家研发机构，在加州设立总部的公司中，除了耳熟能详的特斯拉之外，

还有法拉第未来、本田、马自达等。拥有电动公交车、卡车、有轨电车公司 33 家，其中设立

总部的公司 16 家，占据半壁江山。电动汽车充电公司 32 家，其中总部 26 家。加州正形成美国

电动汽车产业集群。

2.2 欧洲

特斯拉欧洲超级工厂最终选址德国柏林，众所周知，德国是汽车工业的发源地，具备世界

顶级的汽车制造技术，而实际上，吸引特斯拉的不止是德国卓越的工程技术，更是其完备的产

业链布局。2018 年 7 月，宁德时代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在德国图林根州埃尔福特市建立德

国境内首家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特斯拉柏林工厂距离该电池工厂的距离大约 300 公里；2019 年

9 月，LG 化学公司宣布在波兰开设欧洲最大的电动车电池工厂，特斯拉柏林工厂距离该工厂的

车程大约 330 公里。此外，柏林工厂距离斯图加特汽车产业集群大约 500 公里，作为世界四大

汽车产业集群之一，将持续带动周边地区汽车产业发展，特斯拉也将从中受益。

2.3 中国

从产业基础来看，长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为活跃、产业基础最为雄厚、对

外开放最为积极的经济板块：快速积聚的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以其特有活力强有力地推动着

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众多投资家的目光。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协同效应除了吸引上汽集团

这样的老牌车企在此深耕之外，近几年来，一些造车新势力也纷纷布局长三角，形成了以上海

为总部、以苏浙皖为制造基地的联动模式和产业集群。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目前，长三角城

市群的 30 个城市中，有超过 15 个城市已拿到或规划有新能源汽车项目，涉及新能源汽车项目

超过 20 个，累计计划产能近 400 万辆，累计计划投资超过 1000 亿元。毫无疑问，长三角正成

为中国新能源汽车集群的“金三角”。特斯拉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把上海工厂落地，离不开

长三角地区成熟的新能源产业基础和规模。依托中国最大的轿车制造商上汽集团以及吉利等优

秀自主品牌，长三角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链，上海工厂所需的大部分零部件均能配套覆盖。

特斯拉为什么选择中国：当前稳外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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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析显示，目前特斯拉 Model 3 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 30%，在不断增加国产零部件供应后，

今年年中特斯拉零部件国产率可达80%，年底可全面实现国产化，届时总生产成本有望再度下探。

决策维度三：政策环境

3.1 美国

顶层设计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与产业界密切合作，出台了一系列电动汽

车产业政策。1993 年，克林顿政府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达成意向，合作制定

了新一代汽车合作计划（简称“PNGV 计划”），联合研发混合动力技术、燃料电池技术，试

图通过发展电动汽车重塑美国汽车工业的辉煌。2001 年，小布什政府实施自由合作汽车研究计

划（简称“FCAR 计划”）替代本应 2004 年结束的 PNVC 计划，FCAR 计划重点发展氢燃料

电池汽车，试图摆脱石油燃料，减少污染气体排放。然而，氢燃料汽车并没有按照预期顺利发展，

以失败告终。因此，2006 年，小布什政府又提出了先进能源计划，将政策重点转向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通过支持技术研发、采取补贴减税、限制尾气排放等方式，引

导汽车工业将重心转向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但产业技术政策风险较高，PNGV

计划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对其不断评估，最终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成效；FCAR 计划迟迟无法实现

商用化，仅 4 年便终止，而改设为先进能源计划后又导致了另一轮失败；奥巴马政府提议将电

动车税收抵免额增加至 1 万美元的政策最终也未获得国会批准。而到了本届政府，情况变得更

为糟糕，美国电动车政策出现“逆行”，2019 年 3 月，特朗普政府提议取消电动车购买者的联

邦税收抵免和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矛头直指特斯拉。由此，到 2020 年特斯拉就不再享受任

何税收减免政策，补贴政策消失殆尽，这导致消费者的积极性严重受挫。

3.2 欧洲

2019 年底，欧盟出台汽车碳排放新规。根据这一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欧盟境内

95% 的新登记乘用车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需降低到 95g/km（相当于 4.1 L 汽油 /100km）；到

2021 年，全部新车需达到此要求；2030 年开始，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降至 59.375 g/km。而如果

超过 95g/km 这一标准，汽车制造厂家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处罚。相对地，欧洲政府也要实施可

靠的激励政策以鼓励厂家生产、民众购买电动车。据统计，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有 26 个国家已

经制定了鼓励电动车发展的相关政策。如德国政府对于电动车的支持包括购车补贴、税收减免、

开放路权以及增加基础设施投入等。购车补贴方面，售价 4 万欧元以下的纯电动汽车的购置补

贴由 4000 欧元上升为 6000 欧元，插电混动汽车由 3000 欧元上升至 4500 欧元；4-6 万欧元的

纯电动汽车购置补贴由 4000 欧元上升为 5000 欧元，插混车型由 3000 欧元上升至 3750 欧元；

此外，德国还上调了新能源汽车的补助上限，对 6-6.5 万欧元的纯电动汽车和插混汽车也同样

分别提供购车补贴 5000 欧元和 3750 欧元。税收方面，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 95 g/km 的车辆，

超过部分每年需要交纳 2 欧元 /g/km 的税金；纯电动和插混车型基本无须交纳。路权方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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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为低排放车辆提供免费停车、公交车道以及交通限制区使用特权。充电实施方面，计划 

2017—2020 年投资 3 亿欧元支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法国、挪威、英国等欧洲国家

也纷纷推出了包括减免购置税、增加补贴等产业扶持政策以刺激本国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在

环境监管不断收紧以及产业刺激政策陆续出台的双重作用下，本土汽车制造商必将积极转型，

加快布局电动汽车的步伐，这无疑会削弱特斯拉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

3.3 中国

从政策环境来看，特斯拉位于上海临港产业区的超级工厂，从 2019 年 1 月 7 日奠基到

2019 年 10 月 23 日正式落成投产，12 月 30 日首批交付 15 辆给内部员工，2020 年 1 月 7 日开

始对外交付。可以说是汽车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见证了产业落地的中国速度。而特斯拉能创造

这个汽车史上的奇迹，这和上海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土地上，2018 年 10 月 17 日，特斯拉

以 9.73 亿元拿下上海 86 万平方米地块，单价 1131 元 / 平方米，价格毋庸置疑。建设上，2019

年 1 月 7 号特斯拉工厂开始建设，12 月 30 号就交付 15 辆汽车，速度惊人。相同规模工厂的完

工日期至少需要 1—2 年，但由于上海市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特斯拉中国团队强大的执行力

以及本地工程团队的“三班倒”工作制，让特斯拉宛如“基建狂魔”附体。补贴方面，2019 年

8 月 30 日，工信部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特斯拉全系车型入围，省去

了车辆购置税方面的花费。10 月份工信部又公示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其中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在列。12 月 6 日，工信部公布了今年第十一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推荐车型目录》，共有 146 个新发布车型进入名单。其中，包括产自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

Model 3 车型。这意味着，在目前售价基础上，每辆国产特斯拉 Model3 将获得 2.47 万元补贴。

12 月 27 日，工信部公布了最新一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国产特斯拉

Model3 位列其中。这也意味着国产特斯拉 Model3 在获得上述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免征

车辆购置税的优惠。资金方面，2019 年 3 月特斯拉获得中国银行共计 35 亿元人民币贷款，近

期又有媒体报道，特斯拉已经和多家中国银行达成新的 100 亿元的贷款，为期五年，旨在向该

公司的上海制造基地提供资金支持。据悉，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

浦东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均在协议名单之列，其中的部分资金将用于递延现有的贷款。据统计，

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贷款 185 亿元人民币。

尤其是今年疫情爆发以来，特斯拉上海工厂迅速调整状态，自 2 月 10 日陆续复工以来，

截至目前已全面复产，产能也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与此同时，二期工程也已进入全力建设

中，预计年内可以完工。相比之下，特斯拉海外工厂却有些“后院失火”的迹象，疫情爆发之

后，停产裁员不断，这也就意味着特斯拉上海工厂将“独挑大梁”。而从复工后的数据来看，

特斯拉上海工厂确实也做到了不负众望。工信部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在 1 月份生产

2625 辆 Model 3，复工后的周产量目前已超过 3000 辆，具备了年产 15 万辆电动汽车的能力。

在这四面楚歌的大环境下，上海工厂的表现对特斯拉来讲无疑是一剂强心剂。海外疫情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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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或许会“倒逼”特斯拉加快国产化进程，特别是随着 Model 3 的放量与 Model Y 的上市，

凭借价格优势与规模效应，中国特斯拉的全球化指日可待。

综合以上三个维度的决策因素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特斯拉漂洋过海在中国落地生根是明智

之举。（见表一）

二、几点启示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特斯拉向上海投出了信任一票无疑是对中国发展前景和营商环境的

最大肯定，同时也为当前中国借助市场优势、产业基础、政策环境等多举措稳外资带来了几点

启示：

1. 壮大国内市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客观来讲，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容量日趋饱和，呈现出萎缩态势，尤其是受新冠疫情

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而我国市场需求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此情形下，培

育壮大国内市场，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既有利于扩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同时也为在改革开放

中吸引外商投资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对中国来说，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将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充分激活。而对企业

来说，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消费需求也是产业链布局最重要的考量。因此，我们在培育和壮大国

内市场的同时，也要坚持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鼓励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入驻，吸引

外资源源不断地涌入。

2. 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工业产业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是新时代催生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所在，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打好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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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战。过去的 20 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三大生产

制造中心之一（美国、德国、中国），产业基础日渐完善，这也是外企来华投资兴业步履不停

的重要原因。跨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催生了国内产业链的

形成，使得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和生产链，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反观

当下，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国际产业链部分断裂或停摆，给我国稳外资带来了严重冲击，同时以

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挑起贸易战，强化出口管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商来华投资。目前，美

国仍然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跑者，是站在价值链顶端的王者，而我国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

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存在短板，尤其是芯片制造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严重威胁产业发展。

因此，未来我国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夯实产业基础，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的产业链，

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吸引集聚全球先进创新要素和科技资源，努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优化外资政策，营造良好外商投资环境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外资增长、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贯穿外资引进、外

资保护、外资促进等方方面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吸收国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

展趋势，众多跨国巨头公司和重大项目也纷纷在中国落地开花。然而当下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加

速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脱钩论”等逆全球化趋势甚嚣尘上，因此，

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外资政策、营造良好环境吸引跨国企业入驻，同时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融入全球市场，持续扩大开放，既能通过引外资、稳外资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条提升，

同时也能让国际社会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形成营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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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场到主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
刘志彪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后，有一种较为典型的误解，

认为中国将要实行闭关自守政策，重走自我循环的老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

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

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

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客场全球化：利用好国际市场

中国过去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在四十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全球化战略的实施是在客场进行的。为什么没有在自己的主场进行？因为中国国内市场发

育不足或不良，人均收入低、消费能力差，企业仅瞄准国内市场，就无法实现销售以实现扩大

再生产，无法消化日益增长的供给能力。市场分割或市场主体信用不足，无法引导或决定资源

配置，中国国内企业即使能高成本地实现销售，也经常被拖欠甚至收不回货款，导致企业更愿

意选择出口。

客场经济全球化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国在生产要素方面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在

切入全球价值链后有他国难以比拟的竞争优势。但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从大国发展的

角度看，客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被称为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因有三：一是过于依赖西

方国家市场，对自身发展资源利用不足，尤其是不能有效地用好本国逐步成长的市场容量；二

是长期为别人进行国际代工，难以在竞争中培育出自主品牌，丧失发展的自主性；三是我国比

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廉价要素不再是我们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的超

大国内市场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

主场全球化：用内需联通国内外市场

我们要尽快把在客场进行的、以出口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升级为在主场进行的、以

利用内需为主的经济全球化。这种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是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封闭起来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首载于《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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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自我经济循环，而是要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

际产业竞争的形式、方式和途径，不仅要以国内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的单循环格局，而且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

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

推进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其意义在于：其一，有助于促成将中国处于分割状态的“行

政区经济”聚合为开放型区域经济，把分散狭窄的区域市场聚变为国内统一强大规模市场；其

二，从利用别人市场转变为利用自己市场，从根本上转变了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和机制，

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实现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其三，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有利于中国吸

收全球先进创新要素，广泛吸收先进的高技术人才，推动形成创新经济格局，实现产业链向中

高端攀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四，可以利用中国的内需，为拉动世界经济成长作出中国自己

应有的贡献。

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主场全球化成功的关键

从市场量的方面看，中国现在内需接近 100 万亿元人民币，其规模不能说小，但是内需的

结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内需中消费比重低、投资比例过大，如 2019 年中国最终消

费占比为 55.4%，与发达国家一般 70%，甚至 80% 以上相比差距很大；二是人均 GDP 水平与人

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之间差距较大，可支配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大约有 6 亿人口处于人均月

可支配收入在 1000 元左右的水平。从市场质的方面看，我们还没有真正建成统一、竞争、有序、

开放的市场体系，行政区经济、市场信用度不足、行政垄断以及对内开放不足等推高双循环企

业的交易成本，阻碍通过内需支撑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

实施在新场地展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基本条件是国内形成强大的内需或超级市场规模

优势，且这个市场可以为全球的资源和要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我们的新战略资源观，也要

由过去要素的性价比高的比较优势，转向现在的强大国内市场优势。未来强大国内市场甚至可

能是中国的绝对优势，是国家产业安全的保障和竞争力的来源，必须在“十四五”国家战略规

划中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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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东亚强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
张二震①

推动东亚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的必要性所在。一是缓解来自美国试图“脱钩”带来挑战的迫

切需要。美国试图与中国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尤其是科技链的脱钩，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

和稳定性面临巨大挑战。保持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应该通过扩大开放，而不

是采取产业内向化的策略。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二是顺应全球产业链新发展趋势的长远需要。美国的目标一在遏制中国科技进步势头，保

持技术上的绝对领先地位；二在促进制造业回归；三在实现近岸外包，实现某种程度的供应链

区域化；四在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的做法无疑是为了压制中国崛起，

但这其中也不排除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考虑的合理性。我国许多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和装备制

造等关键环节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尚未改变，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来提升需要经历一定时

间并且可能面临缺乏基础领域研究、高端人才和尖端技术来源支撑等瓶颈制约。因此，在通过

自主技术攻关掌握核心技术的同时，必须主动参与和融入国际大循环体系。在中美关系处于复

杂多变的今天，加强与日韩等东亚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无疑是现实的选择。

三是以开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的战略需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只

有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得以保证。面对美国的“脱钩”企图，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努力延

缓脱钩进程和降低脱钩程度，更需要因势利导，避免产业链供应链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在实

现区域合作“多元化”中化解风险。深化中国与日韩等东亚地区的合作，对于畅通东亚循环、

促进国际循环具有重要作用。

推动东亚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的可行性如下。一是具有亚洲区域价值链的现实基础。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比如目前全球价值链中就包括三大区域价值链，即东

亚 - 东南亚价值链、北美价值链和欧洲价值链。中国是全球三大产业价值链中心之一，日本和

韩国作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重要参与国和区域的次中心，通过中国的枢纽和中心辐射作用，

在区域价值链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是中国与日韩等东亚经济体已形成良好的产业链合作关系。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的构建

中，通过贸易、投资与日韩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首载于《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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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未来产业链发展上具有高互补性。目前日本控制着全球 70% 左右的半导体原材料和部

分关键器件，在全球前十家拥有最多人工智能技术专利的公司中占据了六家，并且还有庞大的

技术专利储备。而韩国的领军企业三星公司在液晶面板、半导体精密制程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在

全球也拥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这些产业与中国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未来可以在电子信息、汽车

等产业形成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打造东亚产业链一体化先行区，形成东亚产业循环。

推动东亚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的对策思路：第一，抓住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重要契机，探索

和启动与日韩合作的“快捷通道”。要抓住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契机，利用好自贸试验区

和开发区等各类载体和平台，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对日韩的招商引资，提升招商引资项

目的技术水平，扩大对日韩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进一步减免关税、取消壁垒、

畅通贸易、促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为重要和急需的人员往来开设“快捷通道”，稳定产业

链供应链。

第二，畅通产业链的要素国际循环，提升产业链一体化协同创新水平。“快捷通道”不应

仅仅是疫情冲击期间中日韩产业链自救与互救的权宜之计，更应将这一制度安排和模式，用于

未来在保障制造业供应链畅通的跨境运输、物流、通关、检验检疫、商务人员与技术人员出入

境等领域，及其关键加强相互协作、促进标准对接、加强监管协同、提高制造业货物进出口和

人员流动的便利性等方面。畅通产业链的要素国际循环，奠定产业链一体化的要素基础。

第三，探索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新机制，建立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的风险预警机制。在汽车

制造、电子通信、机械设备、工业机器人等制造业领域，探索形成分工合作新机制，提升中日

韩在这些产业领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携手维护中日韩关键制造业供应链的安全

稳定，推动区域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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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吕  越①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因新冠肺炎

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这两个因素的互相交织，进一步催化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全球

价值链重构趋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从纵向上看有链条缩短的倾向，即产品

内分工的规模和范围缩减；从横向上看则有趋于区域集中或集聚的倾向，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

内向化发展倾向。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发展，中国已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和 525 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必须看到，

我们供给体系质量仍亟待提升，结构失衡问题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能力主要以满足低端、低质量、低价格需求为主，存在“低端锁定”的风险；第二，

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新变化，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第三，国内制造业企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

缺失等“卡脖子”问题仍然严峻。

因此，我们需要牢牢把握新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全

面落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种类，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

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质量代表着供给满足需求的程度，

关系着供给侧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关系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更好满足。要通过

调整现有供给结构、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种类，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装备制造、

工程建设、服务业等领域提高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提升竞争

质量，加强品牌建设，积极促进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同时，在全球产

业链安全风险大幅增加的背景下，积极在全国推广产业链“链长制”，充分考虑重点行业的产

业链上下游配套，统筹区域内外产业链配套企业资源，确保供应链、采购链、生产链闭环运作，

保障企业生产的完整性，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驾护航。

第二，加快增长动力转换，全面提振实体经济，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的重要

① 吕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
首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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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当前，中国的 PCT 专利申请人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在科研上的巨

大投入对于生产率提升和技术的商业化转换带来的效果还有待提高，中国在研发转移上的排名

仅位列全球第 28 位，远低于美国、以色列等发达经济体。因此，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

适配性，必须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解决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提升创新效率，实现

从“科技创新大国”向“科技创新强国”转变。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关键技术供给的自主、

安全、可控，无疑是重要内容。通过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新机遇，加快 5G 网络、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循

环发展，实现供需匹配和动态均衡。

第三，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

求适配性的关键举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分类提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

域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提出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运行机制。要深刻认识到，推动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其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提

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的关键举措。一方面，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行业、地区层面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

决制约全局深层次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另一方面，更加重视良好营商环境建设，形成有利于激

发创新潜能、吸引全球优质要素的土壤，对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具

有重要意义。

第四，充分激发人力资本的作用，提高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

适配性的活跃要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当前，人力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有待提高，预计到 2030 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

50%。通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面激发人力资本的作用，提高本土企业

的吸收能力。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建设的“全生命周期投入”，拆除阻碍人才自由流动的“玻

璃门”，健全人才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打破人才创新发展的“天花板”，充分激发人才创

新创业创造活力。另一方面，秉持开放包容理念，更好聚集国际化人才，完善相关政策，实施

高层次创新人才扶持、激励计划，吸引留学人才和全球顶尖人才来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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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重塑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张二震   戴  翔①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

最近，“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

热门话题，广受关注。国内外一些人对这一战略转变有一些疑虑和误解，认为中国经济将走向

封闭的“内循环”。8 月 24 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新

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重塑

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再一次澄清了一些“误读”。那么，应当怎样正确

理解新发展格局与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关系呢？

 “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为了更好地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

走过的进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础弱、底子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力相对落后，决

定了供给不足；人民收入水平较低，决定了需求有限。怎样打破生产和消费的“低水平”循环呢？

我们抓住了发达经济体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发挥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选择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子。得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珠三

角地区，以发展加工贸易起步，率先对外开放；长三角地区紧紧跟上，大力引进外资，利用国

外的资金技术，“为出口而进口”，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迅速形成了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大循

环的发展格局。

 “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符合经济学比较

优势原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国际生产分割的快速发展以及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日益增强，

产品内分工和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国际分工已经深入到产品生产环节，各国参与国际分

工不再以“产品”为界限，而是以“要素”为界限。一件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已不再完全是一

个国家的本土要素独自创造，而是多国优势要素共同参与生产的结果。从本质上看，这种新的

国际分工形式可称之为“要素分工”。以要素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戴翔，南京审计大学教授，长江
产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首载于《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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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跨国公司通过整合和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通过发布订单和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等具体形式，将不同产业和产品生产不同环节和阶段，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

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并服务于全球消费市场。显然，这种新型国际分工

模式突破了一国必须在整件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才能参与国际分工的传统约束，而只需要

依托优势要素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就可以参与全球生产，从而使

得生产能力不足（供给约束）得以破除。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构建对应的是全球消费市场，或者说本国的生产并非一定

要与本国的消费对接和循环，从而收入较低形成的需求约束得以破除。也是就说，在以要素分

工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有其现实的分工基础和

客观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成为融入全球要素分工的可

依托优势，同时也迎合和满足了跨国公司将自身技术、资本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等

优势相结合的现实需要。

以要素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使中国逐步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以

及全球出口平台。“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外贸顺差并积累大量

外汇储备，从而解决了经济发展起初阶段面临的资金、外汇的“双缺口”问题。作为工业化的

后来者，在“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中，中国通过发挥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更确

切地说，依托中国人民的汗水和智慧，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迎接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的扩散

和转移，把握住了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先进经济体的学习机会，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

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实现了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工业化梦想。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同

时，也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最重要贡献者。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

业大国；2018 年，中国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了 28% 以上，成为驱动全球工

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世界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 220 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居

全球第一。实践证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不仅收

获了分工和贸易创造的巨大财富，更重要的是，大大提升了财富创造的生产力。财富的生产力

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它为我国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托国内大循环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战略和机制，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内外环境的

正确选择，把中国这个大国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化成了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现实优势。但近年

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

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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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

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依托国内大循环

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目前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和条件；二是由于体制、机制等约束，

国内大循环尚不畅通，内需潜力尚未得到有效释放。

首先，从所具备的基础条件看，经过几十年的开放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有包括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超大规模

市场，尤其是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我们拥有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

目前我国已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备持续提供高质量产品的生产

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将扮演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转变，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局面正在改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

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

其次，从内需大市场形成角度看，由于受体制机制等问题约束，地区间行政壁垒严重，统

一的国内大市场尚未形成，供给质量有待提升，内需潜力尚未得到有效释放。或者说，潜在的

市场规模优势尚未完全转变成实际的竞争优势。而国内大循环一旦得以畅通，生产、分配、流

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就会迅速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具体来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机制是：一是依托庞大的内

需市场，可以充分发挥需求引致创新的作用机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的关键

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构建强大的产业技术链，实现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这是关系我国发

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二是超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可以形成对全球优质要素的虹吸效应。国际头部企业会更加看

重国内市场，将研发中心等创新要素配置到国内，实施“逆向创新”战略，从而有助于我国发

展创新型经济，推进产业升级，夯实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产业基础。

三是充分发挥巨大需求的进口溢出效应，通过扩大进口所产生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作用、

短板产业补齐作用、高端要素虹吸作用以及倒逼改革作用等具体机制，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四是利用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助推中国企业走出

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促进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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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依托国内大循环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显然不是要放弃国外市场，回到封闭经济状

态，搞自我经济循环。实际上，各种经验事实均表明，凡是具有生命力的体系或系统，都必须

同体系外或系统外进行能量、物质或信息交换（交流）。开放性和“输出—输入”通畅，是任

何生命体系的重要特征，经济体系也不例外。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产业成长于全球化、

壮大于全球化、协同于全球化、兴旺于全球化，就是证明。

可以说，在现代产业发展中，越是开放的产业领域越是充满着竞争和创新的活力，体格和

筋骨就越强健并具有市场适应性。因此，以新发展格局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仅

要重视国内开放性，更要具备国际开放性，并以国内开放和国际开放实现双循环的有效协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

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显然，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开放，意味着要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

而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则在于，要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要

让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全世界生产性要素（包括人才、资本、金融等）都愿意去的场所，将中国

市场打造成一个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的市场。为此，一方面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重点突破要素市场的改革难题，深化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

市场活力。

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就需要加快制度型开放的步伐，即

从以往“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拓展、延伸和深化，建立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济规则相接

轨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体系。如此，才能更好实现从以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

环格局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国际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

新发展格局重塑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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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国企蓝筹股并购重组推动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叶茂升①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产业链复工复产平稳推进，经济反弹势头良好，资本市场也趋于

活跃，这是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资本市场关键制度改革投下的信任票。但历史经验也表明，中

国资本市场的改革道路艰难曲折，尤其是受“重融资轻回报”等不成熟的市场理念影响，广大

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信心仍显不足，必须通过关键领域的改革创新进一步形成资本

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双赢局面。

1、本轮资本市场关键领域重大改革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在生产要素领域的

市场化改革进展相对迟缓，尤其是在资本要素市场，一方面我国企业上市条件和门槛过高，中

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一些具备核心技术和市场发展空间的行业“隐形冠军”

企业缺乏资金支持难以做大做强；另一方面社会居民部门积累的大量储蓄由于投资渠道不畅又

无法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资本市场的“肠梗阻”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中

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陡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发达国家对华技术封锁和市场脱钩意愿强烈，中国过去“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

略正遭遇增长瓶颈期，迫使我们必须转换“赛道”，更多依靠自身技术和市场，尽快实现以内

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正是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新变化，中

央提出大力发展我国资本市场，通过设立科创板，推行科创板注册制改革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

力；强化退市机制，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与淘汰功能；注重企业信息披露，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2、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

资本市场作为企业长期融资市场，其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利用股市

财富效应聚拢市场人气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一方面从投融资的匹配角度看，资本市场繁荣发

①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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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除了政府所主导的投资基金，巨量的海内外民间投资是我国资本市

场不断发展壮大的活水源头；另一方面，海内外民间资本是利益驱动的，他们只有在资本市场

改革出现稳健投资机会时，才愿意持续不断的增加股票投资强度。纵观本轮 A 股市场的注册制

改革，初衷是通过降低科技创新企业的入市门槛，鼓励创新型企业加速上市融资，利用资本市

场整合创新资源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供资金保障。中央政府和证券监管部门多次强调我国 A

股市场的重要战略地位，为国内外投资者积极局部 A 股市场扫除各种制度障碍，并通过改变企

业上市以及股票交易规则来提升市场交易活跃度，这些因素共同推动我国股票市场一两年以来

较为活跃，部分消费、科技类股票有了较大的涨幅。

但另一方面，以银行、券商、保险以及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国企蓝筹股价格仍然持续低迷，

投资者对于购买大盘蓝筹股缺乏热情，主板市场的股票成交量甚至一度低于创业板，从目前的

情况看，在缺乏市场增量资金持续注入的情况下，存量资金博弈导致主板与中小板市场跷跷板

效应愈加明显，一旦投资者追逐科技创新概念的中小市值股票，主板市场资金就会被大量抽离，

从而出现大盘股成交低迷与中小市值的科创板和创业板交投活跃并存的结构性失衡状态。目前

以热炒创新题材和虚拟概念为主的股价上涨行情是非理性不可持续的，也无法为我国实施创新

驱动的强国战略提供有益的外部助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培育创新型企业是一个长期战略任务，

并非短期内就可以一蹴而就。因此一个有利于产业创新的资本市场必须有能力在中长期为实体

经济的创新活动提供持续宽松的融资环境，这要求股票价格上涨的内在动力必须是建立在有中

长期业绩支撑的价值投资基础上，而非仅仅是基于概念和题材炒作的短期情绪性投机驱动。

3、企业并购重组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资本市场加快产业创新的历史成功经验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通过并购重组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提升产业集中

度，优化产业组织和结构，使企业在生产、分配、营销以及财务等方面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极

大地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同时也创造了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以美国为例，一百多年来，美

国资本市场的并购浪潮此起彼伏。第一次并购浪潮（1897-1904）：横向并购。主要是金属、

食品、石化产品、化工、交通设备、金属制造等领域的大规模并购。第二次并购浪潮（1925-

1930）：纵向并购。主要涉及到公用事业、银行、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大规模并购。第三次并购

浪潮（1954-1959）：混合并购。主要是大型企业为了实现经营领域和范围的多元化而展开的

强强联合。第四并购浪潮（1981-1989）：融资并购。主要涉及化学、银行、医院、太空、电子、

石油、烟草等领域的杠杆式并购。第五次并购浪潮（1992-1999）：战略并购。主要涉及医疗

保健、国防军工、银行、金融以及 IT 公司之间的大规模并购。

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可以获得诸多竞争优势。第一，迅速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取得规模经

济优势；第二，实现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推动企业管理制度创新，提升企业内部管理优势；

第三，有利于企业经营战略调整，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和投资回报率；第四，推动资本市场的持



长江产经视点·2020

548

续繁荣。战略性并购重组作为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重大事件容易吸引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极大关

注，在并购过程中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优质资产，又能增强投资人对于企业未来发展信心，

无论是并购企业还是被并购对象都会受到市场资金的热捧，进而推动企业股价的大幅上涨。进

入 21 世纪以来，电子计算机、电信、互联网、生物科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引领美国经济

创新发展最为炙手可热的产业部门，这些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普遍依靠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而后

又通过业绩快速增长反哺市场投资者，从而实现企业融资与投资人回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4、加快国企蓝筹股并购重组是推动股市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来反思我国资本市场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

在：第一，行业头部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不够。由于并购重组不充分，我国传统行业诸如钢铁、

房地产、煤炭、医药销售等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与发达国家尚存在较大差距，上市企业数量多，

市场规模偏小，容易导致过度竞争。第二，企业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尤其在金融、保险、铁路、

电力、航天军工等传统行业部门，国有股权一股独大，缺乏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企业内部监

督和管理的制衡机制薄弱。第三，企业被内部人控制导致中小股民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股

东大会的投票表决流于形式，中小投资者难以对企业经营决策施加外部影响，上述几点也是大

型国企蓝筹股行情低迷的主要原因。

在中央大力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可以通过鼓励不同所有

制的上市公司横向和纵向并购，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进一步优化企业股权结构，提升上市公

司的资产质量。目前金融、地产、煤炭、钢铁、汽车等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处于较低

的估值水平，可以进一步放宽企业并购重组的各种政策限制，拓宽融资渠道，吸引国内外的战

略投资者积极参与国企蓝筹股的并购重组。具体措施包括：第一，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围绕产

业链分工，推进区域资源整合，减少同质化竞争，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协同，提升企业

效率和效益；第二，借助国企重组并购和资本运作，积极引入民间以及海外机构战略投资者，

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实现国有股权从“管资产”的直接运营向“管资本”的间接运营方式改变，

确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第三，围绕主业做大做强做优，进一步提升市场集中度，加快市场

资源向产业龙头企业聚集。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正迎来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国家将资本市场作为建立创新型

国家的重要孵化器这一战略定位，必将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在启动科创板以及创

业板注册制改革的同时，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快大型蓝筹国企并购重组步伐，通过持续不断的改

革创新，引入更多的增量资金，激发市场的投资热情，为我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源源

不断的资本支持和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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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打通双循环中的各种堵点

深化改革打通双循环中的各种堵点
刘志彪①

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循环起来，而不在于内或外。

只要能正常地循环起来，国民经济就会平衡稳定地向前发展，至于资源要素和产出是在国内市

场实现，还是在国际市场实现，那是企业按照市场的原则所进行的自主抉择。

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最重视的问题之一是资本的再生产循环过程，

他认为在生产过程最容易出现断裂或堵塞的环节，就是“商品—货币”的实现阶段，这是资本

的“惊险的一跃”。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如果一些重要的因素如市场实现问题

的障碍不破除，那么就会出现诸多堵点。打通我国经济双循环的任督二脉，直接关系到新发展

格局的确立。从实践经验看，关键在于打通供给、需求、机制和市场一体化等四个方面的堵点。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通供给堵点

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供给方面的堵点。我国在全球不仅经济体量规

模巨大，而且产业门类最为齐全，但是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

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供给处于瓶颈或卡脖子状态，大到现代科研仪器设备、精密

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的发动机，小到圆珠笔芯的滚球、高铁的螺丝钉、电子芯片等，

大都被发达国家企业垄断，构成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威胁。这是推动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中最大的供给方的障碍。

打通科技创新能力供给方面的堵点，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具

体来说，一是要长期坚持和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

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基础研究要提倡好奇和兴趣驱动，要有历史的耐心，

戒除评价体系上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倾向，同时要形成政府资金为主、社会多渠道参与的投入机

制。二是要改善和优化创新人才培育的生态氛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根本源泉在于创新人才

的培育。我国拥有庞大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队伍，为什么世界原创技术很少？原因是多方面的，

缺少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脱颖而出的生态氛围，无疑是重

要原因之一。尊重人才成长规律，按照科研活动自身的规律行事已成为培养造就一批世界顶尖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首载于《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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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的关键。三是以市场为基础，完善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绝大多数有关经济、社会、

民生的现实问题，都要以市场为基础，选择科技创新的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如农业的种子，

工业方面的芯片，健康方面的生物医药等。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上，也要以市场为基础，充分

发挥企业组织形式的市场主体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创新要素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

向企业集聚。

提高生产率打通需求堵点

以提高生产率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需求方面的堵点。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链接点在于

内需。只有具有强大的内需市场，才能把世界的供给中心（生产能力提供者）转化为世界的需

求中心，把客场全球化转化为主场全球化，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并顺畅地实现循环

过程。中国经济总规模虽然名列世界前茅，但总体上还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基

本格局。鉴于此，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优势，现在还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提升国内消费需

求水平，最直接的途径是提高国民收入中居民分配的比重，但是根本的途径还在于提高劳动生

产率，只有按照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适当大于平均工资上升幅度的原则来增加社会成员的收入

水平，才能在所创造的财富不被分光吃尽，才能使财富总盘子增加的前提下，达到真正的富民

目的，否则居民收入的增长就难以有扎实的基础，也很难持续下去。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通过

增加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中提高生产率的办法，也只能是技术进步、

机器劳动替代人类劳动、鼓励劳动者积极性提高、改善经济体制等。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人口红利急需要转换为人才和知识红利，因此增加社会财富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加大知识投入，

加大机器使用等形式来提升生产率。另外，提升国内消费需求水平，在居民人均收入不变的前

提下，还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更多地承担政府调节职能的途径来实现。政府为居民承

担的基本住宅、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支出越多，除了能增加劳动者获得感和幸福感、

激励其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外，还能垫高居民消费支出的“护城河”，从而增加居民消费的安全感，

强迫储蓄的比重自然降低、消费比重得以自然提高。

深化结构调整打通机制堵点

以结构调整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机制方面的堵点。结构不均衡会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稳定运行，这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的主要依据。例

如，从所有制结构看，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的竞争条件并不均等，面临着“玻

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高低门”等进入障碍，如果不运用《竞争法》破除一切针对民营企业

的行政壁垒和政策歧视，那么中国市场上最有活力的这个市场主体就无法正常地在双循环新格

局中发挥积极作用。再如，从地区经济结构看，过去按照地区推进改革开放和制定政策的办法，

导致了一系列的政策“洼地效应”，是地区间存在着严重的开放歧视和不均衡现象的根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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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影响统一、竞争、开放、有序市场的建设。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按地区公平的原则推

进政策实施过程，平等一切区域间的发展条件和政策的差异。还有，分配结构不均衡则会直接

导致双循环的机制性堵塞。在一个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扭曲的社会结构中，由于高收入者的消

费边际倾向很低，低收入者没钱消费，即使这个社会人均收入很高，也达不到扩大内需的作用。

因此降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让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形成并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就是

一种最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制度安排，也是最优的社会结构。就初次分配而言，值得注意的一是

财富在国内居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GDP 中外资拿得多，自然本国居民就会拿得少。依

靠吸收外资来发展经济的地方，如江苏苏南地区，都普遍存在这一分配失衡的问题。二是财富

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比例。资本所有者拿多了，劳动者的收入和需求就受到严重抑制。因此不

让劳动者分享发展利益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能走得长远的。就再分配而言，目前其结构失衡影

响双循环的主要表现是：一是收入和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失衡。政府和企

业从国民收入总盘子中拿多了，居民拿得就少了。这是聚焦富民战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

导的社会结构的软肋。二是财富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配失衡。现在实体经济盈

利能力弱，而虚拟经济过火，金融、房地产部门在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诱导资源和要素过多

投入到虚拟经济部门，这是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内在根本原因。

加大对内开放打通市场一体化堵点

以加大对内开放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市场一体化方面的堵点。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让中国的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使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在主场市场进行，

关键的问题还在开放，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使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互衔接和均衡。

为了推动开放发展，目前中国开放战略的思路面临着重大转换，即要从过去强调对外开放，

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既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更要以对内开

放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现在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不亚于对外开放，进一

步对内开放已经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过去我们用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是一个

很聪明的策略选择。如，为了适应 WTO 的规则，我们不得不进行企业体制、税收体制、外贸体制、

补贴制度以及审批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给企业在市场上以更多的自由选择，使政府的做事规则

更接近国际惯例的要求。但也应该看到，仅仅开放国门，对旧体制的冲击还是有限的，很多实

质性的东西，最终需要有内部的动力来推动变革，如要素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土地市场、资本

市场化配置等等，涉及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彻底重组。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降低

行政壁垒、降低企业税费、降低对国有企业补贴等，都涉及对政府职能的改革和权力的再配置，

关系到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问题。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

国内的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就不能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育，市场组织、个人和社会机构

缺少成长的空间，市场工具就没有运用的条件，市场机制也就无法在资源配置上逐步替代计划

深化改革打通双循环中的各种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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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政机制。我们强调双向循环要对内开放，就是强调要对本国公民的开放，要把政府机构为

民众包办的一系列经济事务的选择权赋予个人和家庭，让其自由选择、自我发展。从开放的内

容看，对内开放就是要破除一切被行政权力垄断的行业和部门，实行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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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炼开征风险准备金一石二鸟

对地炼开征风险准备金一石二鸟
施训鹏①

近日，山东将对民营炼油企业，即“地炼”，征收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的新闻刷屏。根据

山东省税务局的公告，在山东省内（不含青岛）注册登记的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汽、柴油的

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应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的征收标准向主管税务机关缴纳风险准备金，

《公告》自 2020 年 10 月 26 日起实施。

这也是民营炼油企业首次被明确纳入到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的征收体系中。

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于 2016 年设立。2016 年初，国家发改委 1 月 13 日发布完善后的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制，设定成品油价格调控下限为每桶 40 美元，即当国内成品油价格挂靠的国际

市场原油价格低于每桶 40 美元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再下调。

在该项“地板价” 保护政策下，规定成品油价格未调金额全部纳入风险准备金，设立专项

账户存储，经国家批准后使用，主要用于节能减排、提升油品质量及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等方面。

2020 年是该政策的第二次发挥作用。2020 年一季度末，国际原油价格大跌至 40 美元 / 桶

以下，国内零售价进入停调状态，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征收条件得以满足。根据中石油的声明，

该集团上半年风险准备金接近 130 亿元。

上一轮油价暴跌期间（2016 年），该准备金征收由财政部征收。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风险准

备金由集团公司方面上交。但当时，地炼参与度并不高。这导致了民营炼油企业和三桶油之间

不公平的市场地位。

长期以来，地炼在银行贷款、土地批复甚至税费抵扣方面享受不少照顾，以及地方政府的

其他支持。这客观上导致了地炼和三桶油的不公平竞争环境。有报道认为，地炼市场平均每吨

地炼汽、柴油价格比三桶油炼厂价格便宜 1000 元以上。

由于山东地炼的规模巨大，三桶油倍感压力。山东是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炼油大省。根据

数据显示，目前山东省原油一次加工能力为 2.1 亿吨 / 年，占全国原油总加工能力的 28%。产

能聚集规模仅次于美国大休斯敦地区（2.7 亿吨）、日本东京湾沿岸（2.2 亿吨），是世界第三

大炼油中心。而这其中，地方炼油产能就高达 1.3 亿吨 / 年，占全国地炼总产能的 70%。2018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澳大
利亚能源转型研究所所长。本文首载于 21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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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山东省生产汽油 2788.6 万吨，位居全国第一位，几乎相当于辽宁、广东汽油产量之和。

地炼所享受的优惠条件，影响不仅限于成品油市场，而且还影响能源转型和控制碳排放的

大局。交通运输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近 9%。在工业、建筑和交通运输三大重

点行业中，交通运输行业的近期节能减排潜力相对较低。因此，我国交通减排的重点在于电气化，

包括现阶段大力推行的电动汽车和未来的燃料电池汽车。

然而，交通运输的电气化取决于成品油的价格。过低的成品油价格，不利于电动汽车的发展。

阻碍了能源转型进程。

对地炼征收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从能源转型的角度来说，可以一石二鸟。一方面，改政策

减少了不同所有制油品企业的不公平程度；另一方面，提高成品油的成本，可以避免成品油价

格过低，影响交通运输业的能源转型进程。如果对成品油征收的税收用来支持能效和低碳发展，

更可以进一步加速能源转型。

市场经济和低碳转型，都要求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在习总书记宣布 2060 年实现碳

中和的新形势下，预期要加大对碳排放控制力度。预计会有更多既能创造公平市场环境，又能

促进低碳发展的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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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 Reforms to Break Through 
Blockages in the Dual Cycle

LIU ZHIBIAO ①

The key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with a dominant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a China-overseas-dual-cycle economic circulation, lies in jump starting circulation, not focused on 

internal or external.  As long as there is healthy circula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will move forward in 

a balanced and stable manner. As to whether resources and outputs are realized in the domestic market 

or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at is an independent choice made by enterprises in accordance with 

market principl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s "Das Kapital"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is the reproductive cycle of capital. Marx believes that the phas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most prone to breakage or blockage is where commodity is transformed into money. Similarly, in 

the operations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f obstacles to market realization are not removed, 

many blockages will appea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dual-cycle model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Judging from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key lies in 

addressing blockages related to the supply, demand, economic levers, and a unified marke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factors.

The Increa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reaks Through Supply Blockages

Increasing and impro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ill help break through supply 

blockages. While China has one of the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generates economic activity 

in almost every industry, the problem is that some core technologies are restricted and some key 

components, parts, and raw materials are dependent on imports, presenting bottlenecks in the supply. 

Products in this field ranging from scientific research equipment, precision machine tools,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equipment, aircraft engines, to things as small as ball-point pen cores, high-speed rail screws, 

electronic chips, and more, are mostly monopolized by enterpris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osing a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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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 to China's industrial security. This is the biggest supply-side obstacle in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cycle development.

The key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blockages in the suppl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requires improving the ecology of this field in order to stimulate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First, 

there should be a focus on strengthening research in the long term. Many technical problems with 

"bottlenecks" are rooted in the inability of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to keep up. Research should 

promote curiosity and interest and it requires patience in the evaluation process. Generally, research 

primarily depends on government funding in addition to secondary funders from other channels of 

society. Second, there should be a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 in this field.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l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China has 

a large team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and engineers, but why do we produce few original technologie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e lack of soil fertilizing world class leadership in strateg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eams,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The key is to prioritize talent growth 

while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Third, there should be a focus on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while optimizing a new national syste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lection 

of what to prioritize should be market driven by practical issues related to economy, socie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must be demand-oriented and problem-oriented, such as agricultural seeds, 

industrial chips, and biomedicine. I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take the market as basis, activate the full potential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concentration of innovative elements in enterpri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ies.

The Increase of Productivity Breaks Through Demand Blockages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will break through demand blockages. The key to establishing a new dual-

cycle pattern lies in improving domestic demand. Only with a strong domestic demand market can the 

world's supply center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world's demand center, thus to bring the globalization 

game to home court, intertwin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a smooth circulation.  Although 

the overall scale of China's economy ranks among the best in the world, it still possesses a basic pattern of 

the economy of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In light of this, China's domestic market 

advantage is still latent. The most direct way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domestic consumer demand is to 

increase the residents’ share of the national income. The most fundamental way to do so is to increase 

labor productivity at a rate faster than the increase in per capita wage. In order to ensure a solid and 

sustainable wage growth, the overall size of the wealth pie must get bigger. The growth of social wealth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increasing labor input or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or both. This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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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e throu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utomation, an attention to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wellbeing, 

and economic system improvement.  With a fast aging population, China needs to quickly shift from 

benefiting from a large population to benefiting from talent and technology.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and automation becomes crucial.  Meanwhile, 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public expenditures may raise 

consumption, even with unchanged per capita income. The more public expenditures the government 

undertakes for residents on basic housing, medical care, education, and pensions, the more sense of 

security it will instill in residents, leading to less savings and more consumption.

Structural Adjustments Break Through System Blockages

Structural imbalance will greatly affect or even determine the formation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is the main basis for adhering to the main line of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For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current priv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not equal in terms 

of competition. Private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face many barriers so-called “glass door, spring 

door, revolving door, high-low door” to entry. If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policy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not eliminated by law, the most dynamic market entity in the Chinese 

market will not be able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new dual-cycle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past, the method of promot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formulating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ion has led to a series of "depression 

effects", which have become the source of serious discriminations and imbalances among regions. 

We must put into effect a unified, competitive, open and orderly market. To form a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policies must b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gional 

equity, and all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policies between regions must be equalized. 

In a society where there is high income inequality, due to that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of high-income 

people to consume is very low and low-income people have no money to consume, even if the per 

capita income of this society is high, it will not achieve the effect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Therefore, reducing the Gini coefficient and allowing middle-income groups to gradually form and 

have stronger consumption power would be most conducive to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would have additional social benefits. On the topic of unequal distribution, one point worth noting is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between domestic residents and foreign investors. If foreign investments take 

up a larger part of the GDP, naturally domestic stakeholders will take less. This problem of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generally exists in places that rely on the absorption of foreign capital to develop their 

economy, such as the southern Jiangsu area. The second point is the ratio of wealth between capital 

Deepen Reforms to Break Through Blockages in the Dual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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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bor. If the capital owner gets too much, the income and demand of laborers will be severely 

suppressed. Therefore, an economic system that does not allow laborers to share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cannot go far. Currently,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the distributive imbalance affecting 

the dual-cycle are shown through: 1) the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among 

residents,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 If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ake more from the total 

national income, the residents take less. This weakens the strategy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forming 

a dominant middle-income group. 2) the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between finance, 

real estate and the real economy. At present,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real economy is weak, while the 

virtual economy is overwhelmed. The financial and real estate sectors hold a relatively strong position 

in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which induces excessive investment of resources and factors into the virtual 

economy sector.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imbala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ncrease of Internal Opening Breaks Through Blockages in Unified 

Market

In order to promote a new dual-cycle model to make China's market a part of the global market 

and assure the new 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akes place in the home market, it is vital for China 

to open not only to the outside world, but to the domestic market.  A focus on internal opening will 

allow the external market and domestic market to be more cohesive and balanc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pening-up, the current thinking of China’s opening-

up strategy is facing a major change, that is, it must shift its emphasis on solely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well as opening-up to the inside. The urgency 

and importance of opening-up to the domestic market is no less than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further opening-up to the inside has become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an overall deepening 

of the opening-up strategy. In the past, we used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to force internal reforms, 

which was a very smart strategic choice. For example, in order to adapt to WTO rules, we had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reforms to the corporate system, taxation system, foreign trade system, subsidy system, 

and compliance system, giving companies more free choices in the market and bridging Chines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However,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just opening the country 

to the outside will have limited impact on the old system. Many substantive matters will ultimately 

require internal motivation to promote change, such as market-oriented factor reform, especially the 

land and capital market allocation. This would involve major adjustments and a complete reorganiz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and interest relations. Structural reform requires lowering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lowering corporate taxes and fees, lowering subsidies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more. Thi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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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s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order to give a larger 

role to the decisive nature of market mechanism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out further internal 

opening-up, domestic market players, especially the private economy, will not be able to develop 

further.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dividual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lack room for growth, and market 

tools are underutilized, the market mechanism will not have a chance to gradually replace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at the dual-cycle 

model should be open to the inside, which means that it should be open to the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the right to choose a series of economic affairs arrang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th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choose freely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for 

self-determina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internal opening means the removal of all industries and 

departments monopolized by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an implementation of an easy entry and exit 

system.

翻译：吕枫 美国诺尔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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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江苏智库联合研究会
｜环保服务业助力美丽江苏建设的对策建议

张为付   胡雅蓓①

深入贯彻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江苏全面部署了深入推进美丽江苏建设的总体战略。美丽

江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环保服务业无疑将成为以环境需求激发发展红利的新增长极。

江苏环保服务业的发展进入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1. 环保服务业规模逐步扩大，但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江苏省环保产业起步早、

基础好，发展规模全国领先。2019 年，江苏省节能环保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预计达到 9550 亿元。

在立足环保设备制造优势的同时，江苏环保产业逐渐向服务领域延伸，环保服务业呈快速发展

态势。2018 年末，全省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 1.1 万个，从业人员 26.9 万人，

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45.6% 和 21.8%。但是，环保服务业在全省环保产业中的比重仍相对偏低，

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百万以下级别的小企业占比最高。对 A 股 116 家环保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

江苏有环保类上市公司 14 家，数量上少于浙江的 18 家和广东的 16 家；江苏排名最靠前的中国

天楹营业收入在 2019 年为 185.87 亿元，达到百亿级水平，其余江苏环保企业营收多处于十亿

级水平，而同期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的营业收入为 4757.65 亿元，高达千亿级水平。由此可见，

与国内先进省市相比，江苏大型环保服务企业的数量有待进一步增加；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江苏亟需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环保企业巨头。

2. 环保服务业创新日趋活跃，但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升。围绕节能减排重点领域，江

苏绿色技术创新日趋活跃，环境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有些污染治理技术

已居于世界前列。江苏省 2017 年绿色专利申请量为 1.25 万件，在 2014-2017 年间累计绿色专

利申请量为 3.80 万件，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但是，江苏省环保产业的科技创新及其产业

化水平依然不高，一方面，缺乏关键核心技术，环保服务业存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等薄弱环节。另一方面，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部门之间、

地方之间、计划之间总体上是相对割裂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仍存在着较大的障碍。2014-2017 年，

中国绿色专利申请量前 20 名中有常州大学、江苏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等四家江苏省大

① 中国经济江苏智库联合研究会：张为付，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胡雅蓓，南
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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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入围，却没有江苏企业入围，绿色技术主要掌握在高校手中，技术成果从高校到企业的转化

任重道远。

3. 环保产业园集聚效应日益明显，但低层次集聚问题仍旧突出。江苏省的环保产业园建设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步，通过环保产业的集群化、规模化、特色化发展，建设环保产业发展高地，

目前已形成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宜兴、盐城六大环保产业聚集区域。江苏环保产业园以

构建多功能的产业集聚区为目标，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日渐凸显。但是，环保产业集聚发展

也存在一些问题：园区内主导产业不明晰、高新技术企业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偏少；园

区间产业同质性较强，园区发展与周边区域竞争更趋激烈；部分园区发展缺乏科学的总体规划，

新建环保产业园的发展未达预期；园区专业服务能力欠缺，不能有效为企业服务等。

4. 环保政策体系日臻完善，但政策制定和实施依然存在短板。江苏省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在污染排放治理、资源集约利用、环境质量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环

境风险防范、美丽宜居城市试点等方面成效显著，环保政策驱动效应加速释放。但是，江苏省

总体上还没有迈过生态环境高污染、高风险的阶段，环保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

问题，政策制定缺乏总体规划，缺少对地方产业的精准定位，不能精准施策，政策扶持同质化，

政策针对性不强，普适性政策较多。环保政策实施执行力度不够，优惠政策执行程序繁琐，政

策知晓度仍然不高，税费扶持难以落地，有关部门环境管理水平仍需提高。

基于此，我们对环保服务业助力美丽江苏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1. 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打造服务龙头企业引领的环保产业链。一是强化环保服务业龙头引

领作用，推动环保产业链由以传统环保装备制造为主向以环保服务为龙头转变。以培育壮大千

亿级、百亿级环保服务旗舰企业为抓手，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补链强链扩链，提

高环保产业链从设计、研发到运营服务的一体化程度。二是打造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重

点聚焦环境修复、环保咨询、环境物联网等细分领域，培育壮大一批在细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成长企业。三是推进业态组合和商业发展模式创新，加快第三方治理、环

保金融等环保服务业态创新，鼓励“互联网 +”模式、“环保管家”服务模式、生态导向开发

模式等在环保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推动环保服务业的智慧化和融合化发展。

2. 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发挥环保科技的基础性和前瞻性作用。一要注重生态领域的基

础科研能力建设，通过自主创新发挥科技的基础性作用。强化环境污染成因和影响机理的基础

研究，探究环境问题产生发展规律；加快环境基准研究，提高标准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适

用性。二要注重生态领域的共性技术研发，通过集成创新发挥科技的前瞻性作用。推动环保科

研紧密对接产业需求，鼓励企业把研发活动从产品研发上移到共性技术研发，开展节能环保重

大项目集智攻关，加强对环境问题的超前预判和风险评估。三要注重需求导向，践行“环保科

技的人民性”，科技致力于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重大环境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环境问题，补

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环境质量和环境安全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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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完善环保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一是整合生态环境领域成果转化综

合服务资源，引进和培育一批专业化的科技成果孵化器及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机构，可设立技术

转移中介机构专项基金，用于人才培养、市场开发和非营利性技术转移中介机构资助等。二是

构建一体化的环保创新功能平台，围绕重大绿色技术研发项目，创新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模式，

推进环保企业与生态环保实验室、科学观测研究站等科技创新源头的合作，实现技术链与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的深度融合。三是布局全球研发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开放式

的产学研生态圈，搭建若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开放式、流动性和虚拟化全球学术合作网络，

通过国际合作迈向产业链高端，逐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4. 强化园区功能特色，塑造环保服务业集聚集约优势。一是科学选择主导产业，立足园区

的要素条件和产业基础，确立 1-2 个能代表区域特色的环保服务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

重点培育、强化项目准入制，用主导产业彰显集群特色，打造园区品牌，建设在全国具有示范

作用的环保服务业集聚区。二是强化园区顶层设计，着重开展产业链条设计研究，积极引进或

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围绕核心龙头企业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构建大中小

微企业分工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三是积极开展智慧园区建设，依托省内各类产业园区，探索

区域环境托管服务新模式，布局发展环保管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环保服务特色示范基地。

5. 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一方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积极发挥市

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环境服务价格体系，建立绿色价格机制；进

一步放开重点行业和领域环保竞争性业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非基本服务领域，推动环保

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要把环境保护职能放在政府职能体

系中更突出的地位，落实政府作为环保基本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生态环境的宏观调控者和秩

序维护者的作用；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从行政管理向创新服务的转变。

6. 优化环保产业支持政策，完善共建共享的环境治理体系。一是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

鼓励各级政府加大污染治理资金投入，强化环保产业发展基金的引导功能；积极发展绿色信贷，

完善绿色金融信用体系，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拓宽环保产业增信方式。二是完善和落实环保产

业税收优惠政策，重点完善在环保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环保设施改造与更新方面的税收优惠

政策，建立动态的税收优惠政策评估与管理机制。三是确立政府主抓环保宣传的鲜明导向，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快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全域覆盖、

全民行动的环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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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东亚“小循环” 融入国际“大循环”

促进东亚“小循环” 融入国际“大循环”
张二震   戴  翔   倪海清①

作为开放大省，江苏如何融入“双循环”？中共江苏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强调，要把新发

展格局作为谋划下一步经济工作的大坐标，以省内循环为牵引，支撑国内循环、推动东亚循环、

促进国际循环。未来，江苏在“双循环”格局下，推动融入东亚循环，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形成更具粘性和吸引力的产业生态圈，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

推动东亚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的必要性

区域循环是国际“大循环”的组成部分。中国与东亚地区各国地缘接近、文化相通，特别

自改革开放以来，东亚各国积极提升经贸合作深度，寻找相互补充、合作共赢之处，江苏与东

亚地区已形成利益共同体。

一是缓解美国带来挑战的迫切需要。从参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我省产业发展主要是在融

入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中实现的。然而，近年来美国掀起了逆全

球化思潮，发起了对华贸易摩擦并不断升级。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的影响之下，美国更

是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借口，变本加厉地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破坏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

尤其是科技链。美国市场一直是江苏外贸重要地区，是江苏产业链供应链中重要的枢纽和节点。

在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江苏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面临巨大挑战，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的风险。因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需

要关注的大事。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江苏应进一步扩大开放。其中，产业链

供应链的区域化是个出路。为此，深化与东亚国家特别是与日韩的合作，推进东亚产业链一体化，

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径选择。

二是顺应全球产业链新发展趋势的长远需要。美国发起并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其目标，

一是遏制中国科技进步势头，保持技术上的绝对领先地位；二是促进制造业回归；三是达成近

岸外包，实现某种程度的供应链区域化；四是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上述

目标中，制造业回归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尽可能地实现近岸外包以及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供应

链的依赖，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实现与中国部分程度“脱钩”，则是极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从其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戴翔，南京审计大学教授，长江
产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倪海清，江苏省商务厅综合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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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上看，美国的做法表面上是出于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考虑，深层次意图实为压制中国崛

起。应该看到，即便是经济和科技大省的江苏，许多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和装备制造等关键环节

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尚未改变，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来提升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并且可能

面临缺乏基础领域研究、高端人才和尖端技术来源支撑等瓶颈制约。因此，在通过自主技术攻

关掌握核心技术的同时，必须主动参与和融入国际大循环体系。在中美关系处于复杂多变的今

天，加强与日韩等东亚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无疑是现实的选择。

三是以开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的战略需要。应对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

的危机和风险，闭门造车显然是没有出路的。如果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错误地

理解为不断提升产业内向化发展，那么这种做法其实正中美国下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对外开放首先要支持、维护产业链的开放，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只有在更加开放

的条件下才能得以保证。我们要因势利导，破除我省产业链供应链对外部市场依赖过度集中的

弊端，同样需要在实现区域合作“多元化”中化解风险。深化江苏与日韩等东亚地区的合作，

对于畅通东亚循环、促进国际循环，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江苏推动东亚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的可行性

第一，共建具有亚洲区域价值链的现实基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区域特

征，比如目前全球价值链中就包括三大区域价值链，即东亚—东南亚价值链、北美价值链和欧

洲价值链。中国经过几十年尤其是 2001 年加入ＷＴＯ以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已成为全球三

大产业价值链中心之一。日本和韩国作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重要参与国和区域的次中心，在

区域价值链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构成而言，中日韩在制成品

方面占据了全球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三国不仅在亚洲拥有主导区域经济和产业价值链的能力，

同时三国供应链的深化合作，更为亚洲区域产业价值链的建立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集群覆盖

与技术支撑。

第二，与日韩等东亚经济体业已形成良好的产业链合作关系。在产业链供应链的构建中，

江苏与日韩有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突出表现在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仅

以 2019 年为例，我省与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 590.4 亿美元，占全省 9.4％，占全国对日进出口

总额的 18.7％；与韩国的进出口总额为 688.3 亿美元，占全省 10.9％，占全国对韩进出口总额

的 24.2％。在利用外资方面，韩国Ｌ G 集团自 1995 年开始在江苏投资，截至 2018 年底在江苏

投资兴办了 13 家企业，其中Ｌ G 电子 6 家、Ｌ G 化学 4 家、Ｌ G 显示 2 家、Ｌ G 乐材建设 1

家；作为全球半导体领头企业的韩国 S Ｋ海力士，在我省共设有 12 个机构；韩国三星集团在

江苏设有 18 个机构，等等。在走出去方面，截至 2020 年 4 月，我省在日本设立境外企业（机构）

311 家，中方协议投资额 11.5 亿美元，投资项目涉及的行业主要为设备制造业、批发业、电力、

医药及软件业；在韩国设立境外企业（机构）156 家，中方协议投资额 4.8 亿美元，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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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行业主要有化学制品制造业、设备制造业、商务服务业和批发业。

第三，在未来产业链发展上具有高互补性。目前日本控制着全球 70％左右的半导体原材料

和部分关键器件，在全球前十家最多拥有人工智能技术专利的公司中占据了六家，并且还有庞

大的技术专利储备。而韩国的领军企业三星公司在液晶面板、半导体精密制程和人工智能等领

域在全球也拥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这些产业与江苏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未来可以在电子信息、

汽车等产业形成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打造东亚产业链一体化先行区，形成东亚产业循环。新

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会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和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进程。日韩具有一定的创新

能力，而作为中国开放大省的江苏，制造业规模和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因此，江

苏与日韩以产业互补为基础，以科技合作创新为引领，为亚洲发展和繁荣携手合作，在共同打

造东亚产业链一体化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江苏推动东亚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的对策思路

首先，抓住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重要契机，探索和启动与日韩合作的“快捷通道”。李克

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要求。江苏应该抓住这一

契机，利用好自贸试验区和开发区等各类载体和平台，办好中韩（盐城）经济合作区和中日（苏

州）经济合作区，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对日韩的招商引资，提升招商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

扩大对日韩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在江苏建成东亚区域产业链一体化先行区和

示范区，促进江苏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总理日前在北京出席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视频会议时，提出

“努力恢复经济发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倡议，并指出要进一步减免关税、取消壁垒、

畅通贸易、促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为重要和急需的人员往来开设“快捷通道”，稳定产业

链供应链。开设“快捷通道”，对于江苏畅通东亚循环，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巩固现有产业链一体化成果，增强一体化产业链各环节活力。要充分抓住中日韩在

疫情防控合作、尤其是率先取得疫情防控胜利的窗口期，在加快推进现有产业链各个环节复工

复产的同时，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等具体制度安排，避免可能出现的产业链外

迁。不仅如此，在促使现有产业链能留在江苏、扎根江苏的同时，还要吸引越来越多的产业链

环节向江苏转移，对产业链一体化已经取得的成果加以巩固。

产业链一体化构建最终能否成功，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稳定性和竞争力，关键还取决

于整条产业链或者说一体化产业链各环节的活力。一体化产业链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典

型特征，为增强一体化产业链各环节活力，江苏需要在加大产权保护改革力度，加大激发和保

护企业家精神改革力度，加大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等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充分激发作为一体

化产业链各环节上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

再次，畅通产业链的要素国际循环，提升产业链一体化协同创新水平。“快捷通道”不应

促进东亚“小循环” 融入国际“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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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疫情冲击期间中日韩产业链自救与互救的权宜之计，更应将这一制度安排和模式，用于

未来在保障制造业供应链畅通的跨境运输、物流、通关、检验检疫、商务人员与技术人员出入

境等领域加强相互协作，以及促进标准对接、加强监管协同、提高制造业货物进出口和人员流

动的便利性等方面。从而畅通产业链的要素国际循环，奠定产业链一体化的要素基础。

在产业链一体化背景下，各环节需要紧密配合才能更富有竞争力。这种配合不仅体现在数

量、质量、标准、参数等方面，也表现在未来的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协同性方面。换言之，一体

化产业链的创新需要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和集成创新。为此，深化江苏与日韩合作，推进东

亚产业链一体化，应注重在合作理念、组织机制、利益分配、认知程度等方面进行协调，需要

在技术、融资、知识产权等领域构建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

此外，还要探索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新机制，建立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的风险预警机制。在

汽车制造、电子通信、机械设备、工业机器人等制造业领域，探索形成分工合作新机制，提升

江苏和日韩在这些产业领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携手维护中日韩关键制造业供应

链的安全稳定，推动区域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发展。在跨境电商、线上零售等领域形成

分工合作新机制。共同打造制造业跨境网络销售平台和跨境网络服务平台等，加强供应和销售

网络安全监管协调机制建设，促进制造业产品在彼此市场的流通和消费。随着疫情在全球的快

速扩散，全球性的产业链断裂和供给短缺，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并可能引起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因此，以维护区域产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为重要目标，要特别注意加强中日韩三方产业供应链安

全信息沟通与协调、联合评估、风险预警等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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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与保险行业转型发展：
短期与长期视角

孙武军等①

保险业具备特有的风险管理与保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功能，在新冠疫情中受着历史性

的考验。但“危”中往往蕴含着“机”，只有积极应对、化危为机才能使得行业更好地发展。

基于此，本文将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深入探讨此次重大疫情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与未来转型

发展的思考，为我国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01. 重大疫情对保险行业的短期影响

新冠疫情的爆发在短期内极大扰乱了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秩序，同时也对为经济社会发展

保驾护航的保险业造成了重大影响。辩证的看，疫情短期内对保险业的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亦有

负面影响。客观地看，在短期内负面的影响显然是更大的。

（1）供给端

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保险业的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在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

面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在产品与服务方面，保险公司陆续开发出针对不同人群的差异化产

品，例如新冠肺炎药品开发责任险、小微企业复工险、出租车司机意外险等，并提供如体检、

口罩配送等相关附加服务；在保险责任方面，面对前所未见的新型风险，各家保险公司纷纷扩

展保单责任将新冠肺炎纳入保险责任范围；在核赔理赔方面，多家保险公司开通绿色通道，取

消寿险品种的等待期，并提供零免赔额、垫付等服务，大大提升了理赔效率，缓解了客户的财

务压力。可见，疫情不但刺激了产品与服务创新，而且促使保险公司短期内迅速调整业务结构，

强化了产品服务的保障属性，强化了“保险姓保”的行业本源。

（2）承保端

在承保端，疫情对保险业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亦有负面的。正面影响体现在，疫情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了全社会的风险管理意识，特别是健康风险，短期内刺激了健康险的需求爆发。负面

影响则体现在，疫情对国家宏微观经济社会的冲击不可避免地传导至保险行业，对行业保费规

模贡献度极大的“开门红”与疫情爆发时点的重合使得保险新单业务断崖式下滑，短期内保险

① 孙武军，张琬悦，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长宏，江苏银保监局人身险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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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营业收入大大减少。由此，也暴露出行业“开门红”业务模式是否可持续的深层次问题。

数据显示，疫情严重的二月份，保费收入环比下降 70.41%，同比下降了 14.39%。人身险方面，

保费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线下业务受阻。财产险方面，由于货运流量大幅下降、企业停产停工、

交通运输工具停驶使得财险需求较小的同时出现保险展期，有的企业甚至无力承担保费支出。

政策性保险方面，农业保险发展受到一定影响，第一季度恰好为春耕农忙的时节，封村、封路、

禁足等防疫措施使得农险业务开展并不顺畅。

（3）赔付端

此次疫情爆发以后，患者的医疗费用基本由医保和国家财政兜底，因此疫情虽然对保险的

理赔支出与营业成本有所影响，但总体的赔付支出有限。随着疫情防疫的常态化，可以预见由

此带来的疾病险、医疗险、失能险等健康险的理赔将会增多，赔付支出将会明显增长。此外，

疫情的冲击使得营业成本较以往出现了上升趋势，造成了成本支出方面的压力，但这种压力较

小，相对可控。在保费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刚性成本如职场租赁和摊销、车辆使用和折旧、信

息设备的运行、通讯和软件资费等的支出造成固定成本率的上升，而薪酬福利、社保支出等刚

性运营成本的支出又会造成人力成本率的上升，这在短期内都会影响保险公司的正常运营。

（4）运营端

毋庸置疑，此次疫情对保险业运营效率造成了强烈冲击，对传统的运营管理模式提出了挑

战。在业务模式方面，险企线下业务开展受阻，包括工作方式、工作计划、考核方式等。短期内，

各保险公司将传统的线下运营模式调整至以线上为主，却因线上线下业务脱节以及线上业务发

展不完善对运营效率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例如，线上展业的困难使得代理人队伍脱离率较高，

以往以线下进行的保险事故理赔的核实、取证、确认等工作环节受到了诸多限制，直接影响到

核赔理赔的效率。但是，虽然有诸多不利影响的存在，各保险公司在疫情期间提供的创新性服

务却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保险行业的形象。例如，对抗疫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保险捐赠、零免赔

额和取消等待期、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垫付、开通“疫情快赔”等。

（5）资产端

在疫情的冲击下，新业务的减少造成保费规模下降，险企可用资金增速放缓，而金融市场

的动荡给保险资产的配置又带来了困难和压力。此外，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的

冲击传导至国内金融市场，这又加剧了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扩大了低利率周期下

保险行业资产配置的难度。例如，疫情下现金流压力较大的企业可能出现难以为继的困境，造

成信用债违约率上升风险，加剧了险企的债券投资风险；民众在疫情期间产生的恐慌情绪，以

及对未来经济形势预期悲观，同时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传递至股票市场，加大了股市的下行

压力且波动加剧。这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为保险资金的股市投资配置增加了难度；在非标资

产的投资方面，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产品发行压力增大，规模收缩，险企对信托等非标计划的

投资预期减少，亦会影响到险资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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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大疫情对保险行业的长期影响

从长期来看，疫情使得保险市场的需方特征得以逐渐改变，民众健康意识和保险意识的提

升为保险业的未来发展拓展了空间。保险行业要加快回归保障本源，实现“规模扩张型”向“价

值引领型”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同时，疫情当中保险业积极参与防疫抗疫、开展社会救助

的社会管理的属性得以充分体现，为未来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积极参与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1）需求方市场特征的变化为保险业回归保障本源强基固本

一方面，社会的保险意识在短期形成了明显上升的态势，尤其是对健康风险、企业营业中

断损失风险等。社会整体保险意识的提升通常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而突发的新冠疫情

却在短期内对其进行了强化，有力推动了保障型保险需求的上升，从长期来讲非常有利于保险

业回归 “保障本源”。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治狙击战中，保险业通过捐赠物资、赠送保险、拓

展保险责任、开通绿色理赔等方式塑造了保险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提升了保险业

在民众心中的认可度，从长期来讲减少了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本与阻力。因此，从长

期看保险业需求方市场结构及风险特征的改变，为保险业回归保障本源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奠定了市场微观基础。

（2）引领价值投资稳定市场，强化保险资金的长期战略投资者角色

疫情期间，一支强有力的、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资本，对稳定市场预期、平滑短期非理性

波动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保险资金高安全边际及长周期属性再次成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器和

压舱石。“长期性”与“稳定性”是保险资金的固有优势，当前，我国正值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的攻坚期，而资本市场中长期存在着创新企业发展的长周期性与社会资本回报要求的短周期性

之间的矛盾，诸多关系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关系到科技创新发展的项目仍然需要大规模、稳

定性强的长期资金支持。保险业要将专业优势作为责任承担的引擎，引导保险资金发挥固有优

势，以市场化的形式高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提升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韧性。

（3）责任成就未来，为全方位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拓展空间

疫情防控下，保险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筑起了除社会保障和国家财政补贴外

的第三道保障防线，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保险业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准公益性”特征，体现

出保险行业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独特功能，为将来为全方位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积累了经验，拓展了空间。例如，通过多年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的布局，泰康保险集团

及时启动大健康生态供应链，从国内外采购防疫物资超过 3000 万元，同时，该公司所属的泰

康同济（武汉）医院积极释放医疗资源，有效缓解了防疫物资短缺和医院床位紧缺的问题。从

长期来看，此次疫情为保险业、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融合创造了机遇，为保险业全方位

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中积累了经验并拓展了未来合作的空间。

新冠疫情冲击与保险行业转型发展：短期与长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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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疫情带来的保险业未来发展的思考

目前来看，由于我国防疫策略实施得当，经济发展逐渐得到恢复，社会秩序也回到了正常

状态。保险行业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的角色，更需要在这次新冠疫情中进行反思与谋划，并以此为契机，解决行业前期高速发展积

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从而加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进程。

（1）要将短期社会风险管理与保险意识的上升长期化，逐渐提升全社会主动进行风险管

理的意识水平，这是保险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疫情的防治过程中以及以后的常态

化的防疫中，利用好社会风险管理与保险意识短暂高涨这个“窗口期”做好舆论宣导，并逐步

制度化与常态化定型。众所周知，每一次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都会形成社会风险管理与保险意

识的短期自我强化，但从实践来看，这种“强化”缺乏延续性。究其原因，固然有社会群体认

知的内在因素，更重要的在于保险行业宣导工作不及时、不到位，没能抓住机遇期进行强化。

因此，在疫情下需求方保险意识形成短期自我强化后，保险供给方要意识到进一步强化的紧迫

性与必要性，通过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正面宣传来营造全社会学保险、懂保险、用保险

的氛围，将疫情激发出的保险短期需求转化为长期需求，从而形成长期增长的动力。

（2）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保险业回归保障本源。从现代保险产生的

源头“共同海损”开始，到我国隋朝建立的“义仓”和“社仓”制度，直到本世纪初，我国的

保险业一直秉承着“保险姓保”的初衷。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我国保险业逐渐偏离了这个

本源属性，突出表现为投资理财型的产品占比偏重，而在中长期保障类的产品投入和创新远远

不足，与发达保险市场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次疫情下，虽然医疗救治费用由国家财政及社

保“兜底”，但充分暴露出我国保险业在社会面临巨大风险敞口时的保障缺位。例如，疫情使

得中小微企业停工停产，造成了严重损失，甚至破产倒闭，但是，针对这样的突发情况，产险

业没能有效提供各类企业的风险保障需求。因此，保险业需要在这次疫情的冲击下进行深刻反

思，及时调整中长期战略规划，不忘保险业提供风险保障服务的“初心”，积极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全社会提供更多、更丰富、保障更全的产品与服务，在化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方面，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

（3）深刻理解和把握科技赋能行业发展趋势，推进运营模式的变革。在本次重大疫情冲

击下，科技赋能推动保险业运营模式的变革作用凸显。从内部管理看，疫情推动了远程协作的

发展，打破了经营管理的空间束缚。加速构建远程办公系统，探索云协作模式，推动运营模式

的线上化转型，“线下 + 线上”双轮驱动，可以极大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从渠道角

度看，以线下渠道为主的传统业务遇挫，而互联网保险却迎来了发展高峰，互联网渠道预先布

局成为了保险企业逆风翻盘的关键。积极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保险科技

与保险业的融合，探索线上与线下的有效融合将是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赢得先机的关键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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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从服务客户看，在疫情下，保险公司积极推动数字化运营，依托现代科技增加客户服务触点，

优化了客户体验，增大了客户粘性。因此，现代保险和科技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科技赋能将

引发行业的深刻变革，积极布局，才能引领行业和保险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占有先

机。

新冠疫情冲击与保险行业转型发展：短期与长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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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
马  飒   张二震①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深刻认识长

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是党和国家赋予长三角

地区的重要历史使命。

长三角地区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之一，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

基础设施和廉价优质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抓住了全球要素分工带来

的战略机遇。长三角以开放促发展，在不断扩大开放中寻求发展机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生产

要素、承接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等方式，不断增强经济竞

争能力，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中心。长三角以不到全国 4%

的国土面积、16% 的人口创造了 24% 的经济总量、吸引了 50% 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年研发经

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 1/3，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开放、创新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应当看到，过去几十年长三角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围绕国际大循环展开的，资金、技术甚至

原料来自国外，产品也销往国外市场，属于典型的“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近年来，随着外

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

减弱，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长三

角区域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市场潜力大等诸多

优势，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日益显现，具有较为成熟的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条件，

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

动态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其中，开放的双循环具有两层重要意义：一是国内市场更高水平的开放，让国内循环的层次和

① 马飒，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
席专家。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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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

质量得以提升，从而增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分工地位的安全性；二是要改变原来国内循环对国

际循环的单向依赖，更好地发挥开放的国际大循环对国内循环的服务作用。一方面，利用国内

市场的开放性吸引先进产品与要素，为国内部门创新与发展提供先进的稀缺资源。这将有利于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另一方面，开放市场扩大进口

形成的进口竞争，有利于满足人民消费升级的需求，促使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与品牌等差异化竞

争新优势，引导本国企业与产品“走出去”，形成双向循环。

长三角地区高水平开放的路径选择

长三角因开放而发展，也必将以更大力度和更高水平推进全方位开放。第一，以更高水平

开放促进形成长三角统一大市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内市场的循环畅通。

只有让商品与要素在国内市场自由流动，让中国成为一个全世界生产性要素（包括人才、资本、

金融）都愿意去的场所，才能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目前，长三角地区尚存在要素

市场发育不成熟、行政力量干预资源配置等问题。由此导致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地区分割、地区

间产业恶性竞争等现象，阻碍了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行更高水平的

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破壁垒，有利于促进长三角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形成高度开放、安全、自由流动的竞争性的市场，将长三角地区打造成为连接国内市场

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

第二，大力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开放的实质就是从商品要素开

放向规则、标准、管理、规制的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制度型开放，以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制

度规则，是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开放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一是推进形

成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制度性开放本质上是一种“境内开放”，最根本的要求是促进区域内规

则制度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制度相衔接。为此，要密切跟踪国际经贸规则的高标准演进新趋势，

积极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特别要注重推进长三角地区跨区域联合制度改革与创新，复制推广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的经验。二是更大力度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是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基础。目前，长三角负面清单制度

的开放度还不够，具体表现为准入限制多、准入措施透明度不高。为此，要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

减少准入限制，提高特别许可准入措施的透明度。三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必须着力于打造

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尤其是需要对标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

价指标体系等国际标准，在营商环境方面进一步进行规制变化和制度优化。这不仅是吸引和集

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依托，也是激活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机制。

第三，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长三角地区集聚了全国 19% 的高等院校、

21% 的国家级科研基地、26% 的高新企业，有条件在创新方式上率先突破，在重点领域、关键

环节试水，为全国科技和产业创新开路。一是以开放创新实现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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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是实现技术突破的关键。要在畅通创

新要素流动，共建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区域创新生态基础上，主动配置开放创

新资源。一方面，国内市场要坚持“引进来”。充分发挥长三角科研设施、创新水平、转化空

间等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科技人才、关键设备与产品，吸引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为国内关

键技术突破提供必要的国际先进要素与良好的创新环境。另一方面，要鼓励国内科技人员“走

出去”。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

用国外一流创新资源，走出一条自主的开放式创新之路。二是以科技创新实现产业智能化、生

态化发展。要加快上海、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南京、杭州基础研究创新中心建设，加强

四大创新中心城市间的创新协同，为产业智能化、生态化奠定基础。要适应互联网技术条件下

创新活动集聚空间由物理空间向网络空间转变的特点，推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的变革，共同推

进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推进数字经济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助推产业智能化、

生态化发展。要依托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与产业配套能力，加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环节建设，推

动开发区向产业创新区的转型升级，积极组建各类跨区域科技产业合作平台，加速创新成果跨

区域转化。提高长三角地区人才综合服务水平，加大国际人才招引政策支持力度，吸引国际高

端人才集聚，形成协同引进、共同培育、共同使用的机制，不断壮大创新人才队伍。

第四，推进开放平台建设，打造高效运行的多元化平台体系。长三角地区位于“一带一路”

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交汇点，现有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

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各类境内外国际合作园区、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多种开放平台。未来需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开放平台建设，打造高效

运行的多元化平台体系。要做好区域协调，进行差异化探索，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建设。鼓

励各地建设更多“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境内外国际合作园区，赋予示范区与园区

更多的开放政策。立足跨境电子商务的先行优势，加快建设数字化贸易平台。抓好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打造高水平资本市场开放平台，尽快落地实施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

通过沪伦通和沪深港通等机制促进资本流动，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资本市

场开放平台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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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理论是一种新开放观
张月友①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中央提出走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外向型经济路子。其核心是，沿海

地区率先利用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产业调整和转移契机，

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方针，大力发展轻纺、食品饮料、家用电器、轻工杂品等劳动密

集型产品出口，集中力量支持外向型轻工业发展，然后通过国际市场转换机制，一举解决国内

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和重工业资金和技术缺口难题，从而畅通我国农轻重产业循环。实践中，

这种外向型经济设想演变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

客观说，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曾经造就了中国增长奇迹。但当

前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已经明显减弱，我国十四五外向型经济发展，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

经验，对中国全球化战略做出调整，逐步实现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转型。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今年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立足于谋划十四五规划布局，面向本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

际双循环”两个部分。其中，前一部分“大循环”主张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把满

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后一部分“双循环”，主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促进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全球大循环。合起来就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

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加强劲

可持续的发展。这一战略构想的实质是，在本轮经济全球化遭受重大挫折背景下，通过调整外

向型发展战略，以中国智慧引领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维护

国内的产业链安全与供应链安全，更好保障我国经济安全，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主要是一种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对外开放观。与过去我国经济主

要矛盾长期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适应，这种对外开

放观要求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体现在对外贸易上，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把对外贸易看成仅仅

是完成生产力提高的任务，导致根据市场进行生产，根据市场进行投资，而且是为了出口而生

① 张月友，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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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了出口而投资。因此，国际经济大循环关注出口，不关注进口。注重劳动生产率相对较

高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的非同步性全球化非

常明显。体现在区域发展和对外贸易关系上，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把沿海地区作为进入世界市

场的主要力量，实施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的次序开放格局，强化了“七五”中央既定的东

西部不平衡发展政策。注重外引，不注重内联，导致忽视国内大循环，外贸外资优于内贸内资，

对外开放优于对内开放，经常出现“肥水只流外人田”的不正常局面。体现在产业结构和国际

市场关系上，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着眼于发挥人口数量红利优势，重视国际需求对国内经济发

展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导向作用，实际上割裂了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间本来具有的天然联系，导

致经济的粗放发展和产业结构重化倾向。结果是，一边是我国制造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

一边是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双循环新理论则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

代需要，构建开放新格局的对内对外全面开放观。与经济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适应，这种全面开放观要求生产能够满足美好生

活的需要。体现在对外贸易上，就是以满足国内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主体开展贸易，不仅关

注出口，更关注进口。不仅注重满足生存性消费需要的制造业贸易，更注重满足一定程度享受

型消费需要的服务贸易。其生产和投资不再以出口创汇为单一目标，而是一方面，在对内开放上，

期望通过挖掘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从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另一方面，

在对外开放上，期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体现在区域发展和对外贸易关系上，双循环新战略将贸易看

成是各地区 / 各国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 / 国际间的流动、重组和配置，通过把国际经济

置于服务地区发展的需要，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均衡发展。其要求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

促开放，打破地区和市场壁垒，并取消内外资不公平待遇。体现在产业结构和国际市场关系上，

双循环新理论着眼于培养和释放人口素质红利，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注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以服务业全球化为抓手，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嵌入全球创新链，推动制造业向全

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还原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关联关系。

总之，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和双循环新战略同属于我国开放经济发展战略，但两者具有本

质差异，体现了不同的对外开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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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我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三化”+“三群”+“三放”

黄金秋   梅斌新①

我国“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乎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关乎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原本预估，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所

处的世界经济格局相较于以往多个五年时期，不会有太多的波动和异常。然而，我国眼前面临

的西方国家打压、全球经济疲软、疫情深度影响、全球化逆流等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极

有可能延续至“十四五”。可以预判：在如此严峻复杂环境下，实现上述既定目标，难度系数

有所增加。这就对如何推进“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寄予了更多期待。

鉴于此，本文以如何推进我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为问题导向和落脚点，在界定国内外

发展环境、把握发展面临的各种软硬约束条件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化” +“三群”+“三放”

发力体系的分析框架。

一、冷静、客观、审慎地界定国内外发展环境

（一）国际发展环境：外部更加复杂 + 内部更加依托国内市场

分析研判目前可得性信息、资料、数据，“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高度复杂多变外部政治

环境、外交环境、经济环境，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与我国多领域和多层面脱钩、

排斥、对立等会成为常态。在可能形成以美国、欧盟、中国为主导的三个平行市场下，建立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今后包括“十四五”时期在内

的更长一段时期的现实选择。这是我国今后五年发展赖以依托和遵循的一条主线，决定了五年

发展的目标、原则、路径、战略、举措、重点等都要服从于它。这就意味着，我国须摆脱过去

四十多年来延续的外循环主导模式，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前提下，更多地立足于

国内市场挖掘经济增长动力；更多地依托于国内市场畅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

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推进信息共享、技术合作研发、产业链升级等。

（二）国内发展环境：竞争主基调 + 改革主旋律

① 黄金秋，马鞍山市委网信办副主任，安徽大学经济学博士，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研究员；梅斌新，马鞍山市发改委产业和高技术发展科科长，安徽师范大学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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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度，我国“十四五”期间 GDP 增速在 5%—5.5% 左右。在此背景以及我国多年发展的

路径依赖下，国内发展态势将会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外部市场转向内部市场造成区域

之间、省与省之间在产业分工、优惠政策、人才争夺、营商环境等方面竞争更加激烈。二是全

球产业链因疫情影响，各地区会更加注重打造产业链集群，以实现经济效益和安全两者之间的

平衡。三是城市群尤其是特大城市群的发展会日益得到国家战略的支持。四是各地会加大改革

和创新力度，弥补人口红利和低成本式微，释放制度红利和改革红利。

二、准确、全面、辩证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

1. 主要优势与机遇。一是宏观而言，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将会释放巨大发展红利。当前，

我国城镇化率、工业化率、科研成果转化率等远低于发达国家，差距蕴含着追赶的后发优势。

“十四五”期间，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领域改革，将极大松绑束缚发展的桎梏，释放

巨大的发展动能。二是中观上讲，我国目前拥有的局部领先科研实力、部分领域自主创新实力、

正在培育的数量众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等多个世界级城市群、完

善的工业体系、超前部署的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等，会在以信息革命驱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

发挥巨大引领和带动作用。三是微观来看，我国东中西差异性要素禀赋、1 亿多市场经济主体、

1.7 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4 亿中等收入群体、民企巨大就业岗位创造

能力、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等，将会对繁荣和促进市场经济产生庞大

驱动和支撑作用。

2. 主要困难与挑战。一是高端封锁的挑战。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技术短板现象

成为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掣肘，尤其是在高端芯片、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方面。这些技术无

法通过技术转让或合作获取，只能通过我国自主研发，这必然伴随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等

现实问题。二是产业外溢的挑战。基于综合成本在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一些领域的产业有向东

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迹象和趋势，这会冲击我国制造业发展基础，并带来资金流出和人口就

业等问题。三是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劣势。东中西部的落差劣势超过差距追赶优势。突出表

现在在产业基础、制度性成本、区位环境、营商环境、人力资本禀赋、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思

维理念、开拓创新等方面。

三、构建契合我国实际的“三化 + 三群 + 三放”发力体系

作个比喻，一辆汽车，能否平稳较快地行驶，除了道路质量、天气等外部因素以外，主要

取决于自身三个因素：引擎动力、车身结构、控制系统。结合前文述及我国“十四五”期间经

济社会发展将更多依赖国内环境，以及我国自身具备的优势、面临的挑战等论述，如果把我国

“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比喻为行驶的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则自身三个主要因素至关

重要：发展动力、发展载体、发展保障。发展动力相当于引擎动力，发展载体近似于车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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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保障类似于控制系统。三者之间辩证联系如下图显示。其中，发展动力是新型城镇化、数

字化、工业化；发展载体是环中心城市的城市群、产业集群、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保障是思想

解放、对外开放、要素释放。

（一）“三化”：新型城镇化 + 数字化 + 工业化

1. 推进新型城镇化。2019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 60.6%，发达国家一般在 80% 以上。

我国城市化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国城市化率比在国际上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

低了 5%-10%。而差距就是追赶和发展的空间。有分析表明，提高城镇化率，能够促进城乡要

素自由流动、扩大内需，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可拉动 GDP 增长 1.5 个百分点。

我国“十四五”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应重点突出三个重点环节，即有工作岗位、

有消费能力、有发展空间。一是坚持房住不炒，引导金融资本更多服务实体经济，创造更多数

量和更高质量的岗位，为进城人员提供生存空间和发挥能力舞台。二是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

高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覆盖面，降低自身费用负担比例，让新居民留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用于其他生产或生活类消费。三是通过大力发展环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增强对各类生产要素的

吸附能力，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推进的空间和载体。

2.推进数字化。数字经济将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有趋势显示：未来五年是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产业数字化加速推进、数字技术竞争加剧的五年。

一是充分发挥我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省级科研院所优势，加强数学、物理、

化学等基础学科研究和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和高端封锁。二是重视数据作为新

生产要素的作用，在全国培育和发展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红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三

是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互联网 + 一产二产三产”向纵深发展，释放

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3. 推进工业化。综合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以及我国要素资源禀赋等因素，“十四五”期间我国应牢固树立工业强国尤其是制造业

强基固本战略，通过加速工业化，牵引和驱动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资本市场监管，

弘扬企业家精神，保护产权，落实各项政策，支持和壮大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二是加

大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投入，用信息化赋能制造业向智能制造和智慧制造升级。

三是进一步完善产学研企对接、技术成果转化、人力资本培育、有效资本形成等机制，夯实工

业化基础。

（二）“三群”：环中心城市的城市群 + 产业集群 + 世界级城市群

1. 建设环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城市群的发展，有利于城市与城市之间优势互补、要素优化

配置、能量交换、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综合竞争力。在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强化中心城市多

重功能的要求下，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或次省会城市）不仅在现实中得到验证，也将在久远的

将来佐证：其不仅在经济体量上一绝骑尘，而且有能力发挥自身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几个城市

推进我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三化”+“三群”+“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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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如，中西部省份的环郑州、环武汉、环成都、环西安，以及东部地区的环青岛、环

厦门、环深圳等。一是各个城市在发展导向上，应瞄准毗邻的省内中心城市，分析自身在环中

心城市的城市群中的优势与劣势、基础和机遇，在产业上做配套、在功能上做配角、在资源上

做配置，发挥出自身比较优势。二是突破行政规划局限，部分城市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选择融

入本省或邻近省份的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如，安徽省的滁州市、马鞍山市积极向江苏省南京市

靠拢，浙江省嘉兴市无缝接轨上海市。三是由于中心城市周边的几个城市在人文、历史、生活

方式等诸多方面趋同，推行高度一体化的政策和举措不仅较为可行，更能加速各类要素的双向

流动和区域间的相互竞争，从而加速城市群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交通、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一体化等方面提速提效。

2. 建设产业集群。美国管理学教授波特指出，产业集群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

来源。产业集群有助于加强信息沟通与分享、协同创新、降低成本、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

效应，进而通过形成单个增长极推动区域及周边经济增长。从调研中可以看到，但凡某个经济

总量较大的地市或县域，一般均具备多个数量、质量较高、竞争力较强的大型产业集群。如，

江苏省苏州市及下辖昆山市、张家港市等。因此，我国应在注重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对

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作用，加强产业布局规划和引领，因地制

宜加大投资和建设，既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集群，更应打造包括人工智能、新材料、

高端装备、高端芯片、生物医药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世界级 - 国家级 - 省级产

业集群多点支撑的发展态势。

3.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经济学家断言，21 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不是企业，也不是

国家，更不是地区，而是城市群。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多变、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通过国家

重大战略重点支持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城市群打造成产业基础雄厚、带动辐射力强、

创新发展高地的世界级城市群，将具有几个优势。一是世界级的跨多个省份的城市群不同于单

个环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其相对比较优势能得到更多叠加和放大，资源整合能力得到更多提升

和拓展，发展的空间和张力大大增强。二是世界级的城市群能以产业链创新链嵌入全国和全球

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产业链“双重嵌入”和价值链“两端攀升”。三是世界级的城市群

彼此之间开放、竞争、合作，能够承担起构建双循环新型发展格局之重任。因此，应在国家顶

层设计层面，对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给予更多政策支持。

（三）“三放”：思想解放 + 对外开放 + 要素释放

1. 推动思想解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深圳、上海浦东新区等地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始终

与社会各界的思想解放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一是应再次发扬敢为人先、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

打破束手束脚、瞻前顾后的条条框框，牢固树立只要法律、政策、规定没有明文禁止，均鼓励

探索和实践的理念，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创新要素、创新精神竞相迸发。二是进一步健

全可操作的容错纠错机制和干事创业激励机制，让广大干部心无旁骛投身工作中去。三是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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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化、市场化、国际化为准则，进一步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尊重企业家，激励全球范围内企业

家在我国想投资、敢创业、能发展。

2. 推动对外开放。越是国际大循环受阻，我国应越是敞开胸襟，通过主动加大对国外市场

的开放力度，推动市场主体之间相互竞争，实现资金、技术、管理、制度的引进和作用发挥。

一方面，凡是能对外开放的领域，如能源、电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等，下决心冲破行政壁

垒和政策歧视，勇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秉持竞争中性原则，一视同仁向外企、国企、民企开放。

另一方面，应突出更好发挥政府职能作用，扮演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角色，逐步减少它对市场性、

盈利性事物的直接插手和不必要的干预，让民众有更多的市场选择权，以及赋予它们更多的自

由进入与退出权，构建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

3. 推动要素释放。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依赖于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边

际增长、自由流动、优化配置。这需要扎实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打通区域之间、部门之间、

产业之间要素释放堵点。一是围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展率先探索实践，盘活巨大

土地市场资源，促进土地要素自由流动，并进而诱致低中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二是推进

束缚资本、资金、企业家、科研人员、技术等各类要素的制度性改革，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投融资制度改革、技术产权交易制度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等。通过打造政策高地，虹吸全

球优质要素向我国汇集，形成各类要素顺畅流动、优化配置、促进发展的蓬勃局面。三是大胆

改革现有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试行将行政力量是否干预分割市场、是否重投资轻消费、是否简

政放权到位等行为纳入考核内容，引导和促进各级干部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和驾驭市场经济能力，

真正形成推动要素释放的强大动力。

推进我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三化”+“三群”+“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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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洪银兴①

编者按：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成为我国

“十四五”时期以及未来更长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 7 月 21 日

企业家座谈会、8 月 24 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9 月 11 日科学家座谈会、9 月 22 日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等多个场合，从不同角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明确要求、

作出重要部署。为此，本版今日特刊发三篇文章，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畅通国民

经济循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角度，对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深入研讨。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

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

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

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国民经济循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包括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的再生产环节的正向和反向循环。对于一个快速增长型的经济体来说，交换

和消费环节产生的市场需求对经济的顺畅循环特别重要。市场需求有外需也有内需，相应的就

有国际经济循环和国内经济循环。在目前外需不足的国际环境下，扩大内需成为国民经济循环

的战略基点。不能简单认为只有最终消费才是内需。从产业链循环的角度分析，产业链的每一

个环节都会产生需求，研究国民经济循环，要特别关注产业链循环，关注产业链相应环节的市

场需求及技术供给。

01

在现代经济中，国民经济循环主要表现为产业链循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在

全球范围形成产品内分工，即同一种产品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布局生产、流通和营销环节，

不同环节的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从产业链角度分析的国际经济循环，包括了供应链和价值

链。对应于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中间品供应，形成了相应的供应链。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有不同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首载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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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加值，这就产生了相应的价值链。产业链的国际布局是围绕产品的技术水准及相应的附加

值来展开的。能够开展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产品，一般是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大并且需求较为

稳定的产品。评价一个国家的产业水平和产业竞争力，主要依据它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

什么样的位置，是否占据主导地位，有多少条以该国产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长期以来，欧

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研发和营销环节，掌握核心和关键技术，依靠其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形成核心竞争力，从而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路径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当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许多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这种产业水准参与国

际经济循环时，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弱的。我国产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近期遇到的困难，就与处

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相关：一方面，为数不多的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国外布局时，一些

零部件生产方面拥有关键技术的国外供应商可能会对整条产业链“一剑封喉”，在国际科技战、

贸易战中某些“卡脖子”技术的断供、脱钩更会导致整个产业链的断裂或瘫痪；另一方面，我

国大部分产业是依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价格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所

处的环节主要是加工装配之类的低端环节，拥有核心和关键技术的中高端环节通常不在我国，

所需要的零部件和元器件一般都需要进口国外的中间产品。

02

上述产业链参与国际经济循环面临的挑战，对我国已有的产业链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为

避免产业链中断的风险，不仅需要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

力，还要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产业链国外环节的国内替代，促使产业链由国

外转向国内，形成产业链的国内循环。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产业链转向国内循环，仍然要明确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目标，否则国内的产业链最终会缺乏国际竞争力。如何形成产业链的

国内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

业链国外环节国内替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唯有依靠创新，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和关键技术，才能实现增长的内生性。实现这一目标，努力的方向有两个。

一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需要围绕创新链布局自主可控的产业

链。所谓自主，就是在设计研发、系统集成能力和营销等方面体现自主性。所谓可控，即防备

产业发展受制于人。建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链，追求的是竞争优势而不是资源禀赋的比

较优势，需要更为关注供应环节的科技水平，零部件的供应商应力求达到世界级水平，拥有关

键核心技术。某些发达国家封杀、断供的产业链环节，应当成为部署创新链的重点。

二是要在那些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环节布局创新链。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就是要面向中高端环节进行科技攻关，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和关键技术。处于价值链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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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加工组装环节，一方面要向研发设计环节延伸，提升价值链水平，这包括多种零部件、元

器件的加工制造，例如汽车或飞机的发动机、高端半导体芯片、手机智能系统等；另一方面要

向销售环节延伸，包括物流、服务等环节，利用“互联网 +”提供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市

场和商业模式创新。企业努力进入技术和质量要求更高的元器件制造环节，并被全球价值链上

的企业所采用，就会出现价值链环节的国内替代。替代技术绝不是模仿的技术，实现替代需要

具备的必要条件是：有自主知识产权，替代后的生产环节（如更精密的元器件）在技术上符合

价值链标准，甚至比以往的产品质量更高、成本更低。

03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

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问题”。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

新链布局产业链，这对我国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了明确的创新目标：以替代可能

被国外断供的“卡脖子”技术为导向和重点，创新处于国际前沿的核心技术。这是实现产业链

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循环的关键。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核心技术，需要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有效衔接。首先，创新核心技术的创新链，应该是从基础研究开始，致力

于产生处于国际前沿的原创性核心高新技术，这就要求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介入创新链。其

次，培育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依托高科技企业，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将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融合，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最后，在每个环节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

产学研各方共同介入创新。知识创新主体即大学及其科研人员的介入，可以解决创新的科学导

向问题；技术创新主体即企业及企业家的介入，可以解决创新的产业化导向问题。这两个导向

的有效结合，就可能创新产业链国内循环中所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

04

产业链主要转向国内循环，不意味着放弃对外开放，而是转向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其

主要特征是着力引进创新资源。过去，各种要素如技术和管理是跟着资本走的，因此，可以通

过引进外资来达到利用国际资源的目的。现在，各种创新要素常常是跟着人才走的，而高端创

新要素特别是高端人才，相当多地聚集在发达国家。转向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就是要根据

创新链上各环节的需要，着力引进掌握高端核心技术的科技和管理人才。与此同时，提升外商

直接投资水平，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外资的质量。与过去通常以“三来一补”

等方式引进的外商投资不同，现在引进外资，要注重以创新为导向进行选择，鼓励外资在中国

本土创新研发新技术。

在积极寻求全球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转向国内的同时，仍然需要加强我国产业链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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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的国际布局，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

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形成面向全球的价值链，既包括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也包括

将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产业向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有助于

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与中国企业互利共赢。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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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台化智库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徐  宁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要“健全决策机制，

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

支撑。因此，智库应当聚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各个领域的问题，将扎实、专业、有

用的研究全面嵌入党和政府的决策机制，在各个环节发挥智库的智力作用。结合新型智库所承

担的使命与功能，本文提出通过整合智力资源打造平台化智库，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力量。

建立智库研究生态系统

智库的性质和研究形式在新时代发生了许多变化。新时代也对新型智库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智库研究更注重现实性和实用性，更强调研究在政策应用上的务实管用，解决实

践中的具体问题。理论基础是智库研究的根本，是产生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基础条件，但这只是

智库研究的内核而非导向，是必要非充分条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到今天，所面临

的问题纷繁复杂、瞬息万变。智库既要快速响应，也要科学研判，还必须接地气，这就需要智

库根据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入的科学研究对决策形成有力支撑。此外，这也要求智库在运营中

避免“象牙塔式”运作，必须走进社会、接触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基于扎实的调研以及对该

领域政策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进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智库需要整合各方面社会力量和智

力资源，形成有机统一的研究体系。

另一方面，面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智库作为党和政府

的“外脑”“智囊”，还应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和预测性。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正在深刻变化。如何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艘“巨轮”朝着“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乘风破浪、稳步前行？为实现这一目标，智库需要作为“瞭望台”，将

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和问题进行充分预研和预判，并从风险评估、问题预警及对应预案等

角度拿出多套解决方案，科学论证各方案的优劣势及社会影响，在决策的关键时刻为党和政府

①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本文首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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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坚实有力的依据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新型智库能够成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

使命与任务。

这两方面要求说明，智库的研究模式不能简单由单一界别、单一领域、单一团队来完成。

智库需要进行整合研究，将政产学研媒各个界别和相关学科进行有机整合，根据研究目标形成

汇集各方知识和智力的研究成果，建立智库研究生态系统。因此，从智库的组织形式来看，过

去那种基于某一学科、某种性质、某个团队、某个地域而形成的、存在明显边界的组织形态便

不能适应当今的智库发展要求，而应当突破各种研究边界，创新组织形态和研究模式，形成“平

台化智库”。

何为平台化智库？顾名思义，就是将智库打造成一个研究平台，通过制度化设计和先进技

术手段的运用，将散布在各个地域、各个界别、各个行业的智力资源汇聚成有机研究体，并通

过合理的分工协作形成有序、优质、高效的“研究链”，最终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一种新型

组织形式。不难看出，平台化智库的本质是一种连接机制，关键是如何引导和整合研究个体实

现整体研究的最优化，实现方式是借助信息系统形成“点—线—面—体”立体式研究架构模式。

形象地说，平台化智库好比一间“中央厨房”，能够获取所有信息、数据、智源等，集中加工

生产出咨询报告、研究报告、皮书等产品形式，并输送给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

增强开放性和灵活性

平台化智库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标准化。标准化是平台发挥功能的前提。各

种各样的主体在平台上交汇，这就需要制定标准化的范式进行引导和规范，并形成流程甚至是

文化。比如，将各领域各界别的专家进行标准化分类，将各种研讨交流过程进行标准化流程设置，

将各个工作操作环节进行标准化规范等。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应进行制度化建设，通过制度体

系将平台的各种标准定型，形成制度保障，成为各个主体在平台上发挥作用的行动守则。

二是开放性。开放是平台的基本特征，没有开放，平台便失去了意义。搭建智库平台的目

的也是为了开放，在更大范围集中各方智力资源，并将其整合到智库研究体系。从另一个角度

说，开放的特征也要求平台具备兼容性，即能把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智力群体整合进来，形

成有机统一的智库研究体。具体来说，提升平台化智库的兼容能力，应提升智库对智力资源主

体的甄别力、吸引力、整合力，将最有用的智力资源主体用最有效的方式纳入智库研究体系之中，

促成高水平研究成果。

三是灵活性。平台化智库应体现出“不变”与“变”的特征：“不变”的是智库的主体、品牌、

理念、研究模式、核心团队、价值取向等，这些构成了智库运营的内核，并逐步内化为智库平

台的“魂”；而“变”则展现出智库的灵活性，即针对研究问题的时下特征，能够灵活地根据

不同需求和对象开展研究。比如，针对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国际组织、社会公众等不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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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要求也不尽相同，智库在整合智力资源主体时需要根据不同主体的特点进行调整。

“五位一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如何打造平台化智库？笔者认为，应当围绕“使命（文化）—资源（基础）—机制（制度）—

智力（研究）—模式（运营）”五个方面构筑智库平台核心主体，形成以使命驱动塑造文化、

以资源获取夯实基础、以机制设计化为制度、以智力汇聚提质研究、以模式构建推动运营的“五

位一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第一，以使命驱动塑造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而服务，这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时代使命。智库建设要认清使命，先立智库之“魂”，才能

强智库之“魄”。因此，打造平台化智库首先应立足于使命，塑造形成智库自身的组织文化，

建立热情、专业、理性的智库研究和运营氛围。这是平台化建设的基础和根本。

第二，以资源获取夯实基础。资源获取是建设平台化智库的前提，智库具备一定的资源条件，

才能驱动各方力量为平台服务。比如，体制机制、硬件设施、学科力量、数据库、品牌力、经费、

带头人、政府影响力、传播渠道等都是智库的重要资源。打造平台化智库，在明确使命目标之后，

就应当全力争取这些资源条件，奠定智库建设的坚实基础。

第三，以机制设计化为制度。机制设计是智库的运作范式，是智库运行的规则、流程、模

式等方面的体现，应形成各项规章制度。打造平台化智库，要聚焦于智库平台的构建、“点—

线—面—体”立体式研究架构的搭建、运营模式的形成等方面来设计运行机制，形成制度体系。

该体系应当覆盖章程、研究、外部关系、传播、奖励、财务等各个方面。

第四，以智力汇聚提质研究。研究是智库之本，研究质量决定了智库水平。平台化智库要

汇聚各方智力资源，形成政产学研媒各路专家协同研究的局面，使研究成果更加务实管用，更

具预测性和前瞻性。这其中，智力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和标签化识别尤为重要，要实现智力资源

与研究需求的精准对接。此外，还应突破时间、地点、组织等限制，形成无边界研究模式。

第五，以模式构建推动运营。运营是智库之体，高质量运营可以赋能智库研究。智库要通

过运营实现智库主体与外部力量的对接，形成平台化智库。具体来说，要打造“智政、智智、

智社、智媒”四个互动模式，模式构建的过程就是运营力的形成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市场化、

职业化、专业化的运营团队是构建互动模式、形成高效运营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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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战略转型 构建新发展格局
张月友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调整国际经济大循环

外向型发展战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新格局的时期，迫切需要扬弃出口导向的工业全球化，加速启动基于内需的服务业全球化，将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扩大进口和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等作为重点任务。

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减弱呼唤转型

上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走国际经济大循环，其核心是沿海地区率先利用我国农村劳动力

资源丰富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产业调整和转移契机，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方针，一举解决国内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和重工业资金及技术缺口难题，从而畅通我国农轻重

产业循环。实践中，这种外向型经济设想演变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

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到上世纪 90 年代，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开始逐年提升。2006 年以后，中国ＧＤＰ占世界的比重以每

年增加约一个百分点的速率上升，到 2018 年超过了 16％。从时间角度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主要发生在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和2001—2005年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大规模实施关税减让时期。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是发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发生在低端制造

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的过程中。其主要特征是，推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

政策，依靠负债式投资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

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之所以能获得重大成功，既与中央的战略决策密不可分，也与

1990—2008 年世界经济总体处于强劲增长期和经济全球化处在历史最高峰期有关。但 2008 年

之后，一方面，受金融危机、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三次冲击，全球经济增长相对低迷，而全

球贸易和外国投资增长还要低于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人员跨境流动在今年也大幅减少。美国

极力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逆全球化而行。另一方面，我国工业部门面临总需求下降

和产能严重过剩的压力，叠加“生产领域通货紧缩”和投资收益率下降，工业部门持续被动去

① 张月友，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载于《群众》（决策资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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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过去无坚不摧的中国式工业化迫切需要转型。

总之，当前国际经济大循环带来的动能已经明显减弱，我国“十四五”外向型经济发展，

必须逐步实现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战略转型。

双循环新理念是一种新开放观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今年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立足于谋划“十四五”规划布局，

面向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分“国内

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两个部分。其中，前一部分“大循环”主张坚持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战略方向，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后一部分“双循环”主张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形成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全球大循环。两部分合起来就是，通过发

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

我国经济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这一战略构想通过调整外向型发展战略，以中国智慧引

领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维护国内的产业链安全与供应链安

全，更好保障我国经济安全，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双循环新理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新时代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需

要，构建开放新格局的对内对外全面开放观。体现在对外贸易上，就是以满足国内居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为主体开展贸易，不仅关注出口，更关注进口。不仅注重满足生存性消费需要的制

造业贸易，更注重满足一定程度享受型消费需要的服务贸易。其生产和投资不再以出口创汇为

单一目标，而是在对内开放上，期望通过挖掘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从

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在对外开放上，期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

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体现在区域发展和对外贸易关系上，

双循环新战略将贸易看成是各地区各国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国际间的流动、重组和配置，通

过把国际经济置于服务地区发展的需要，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均衡发展。

有效供给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是两点：一是国内经济循环重点在于发挥超大规模内需

市场优势，推动供给侧改革，解决供需错配问题。二是国际经济循环更多转向嵌入创新全球化，

增加我国企业在全球的知识分工，争取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链主，或者至少做全球链主之一，

改变过去单一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济循环，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生产受制于人的局面。

简言之，“十四五”时期，我国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是扩大三个有效方面的供给：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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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不仅是我国供需失衡的重要表现，其能否

得以有效解决，也是直接影响我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减速治理的重大问题。因此，“十四五”

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纠正供需错配，促进增长动能转换，必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这要求基于内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扬弃出口导向的工业全球化，加大对生产性服

务业的对内放松管制和对外引入竞争，启动以现代服务业开放化发展为核心的服务业全球化。

另外，要以大力发展制造型服务和服务型制造为重要抓手，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

两业融合和良性互动。

积极扩大进口。进口是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方式之一。扩大进口

不仅对满足国内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和填补创新生产要素短缺具有积极意义，对缓解经贸摩擦、

建立良好的国际经济关系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十四五”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

重视发挥进口作用，不断重视扩大进口、满足内需，带动国际经济复苏。

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和保障经济循环通畅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十四五”形成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有效扭转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作为重

点任务。而创新要素获取，需要在高度开放的环境下，要么通过全球竞争获取，要么通过自主

培育获得。前者重在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引人用人机制，以聚集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后者

主要解决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约束，如，建设诚信社会，营造自主科技创新的宽松环境；继续

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促进人口素质红利加速释放；完善和落实好知识产权领域的惩戒制度等。

加快战略转型 构建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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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静团队专栏：江苏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得怎么样？

江静、丁春林①

一、引言

2016 年公布的江苏“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努力建设高端创新要素集聚、企业主体创

新作用凸显、区域创新功能完善、创新创业繁荣活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2019 年 12 月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也要求在提升上海服务功能的同时，

发挥苏浙皖的比较优势，对江苏的定位要求之一就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江苏“十三五”规划中指明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步骤：第一步，

经过 5 年左右努力，到 2020 年基本形成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框架体系，主要创新指标达到创新型

国家和地区中等以上水平；第二步，经过 10 年左右奋斗，到 2025 年形成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区

域的核心功能，成为全球产业技术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全面达到或超过国家 2025 制造业目标，

部分创新指标跨入创新型国家先进行列；第三步，到 2035 年左右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2020 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也是江苏建设有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三步

走”中第一步的结束之年。经过五年的培育，目前江苏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状况如何？主

要创新指标有没有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以上水平？本文对此进行评估。

二、指标选择及数据分析结果

（一）指标选择

本研究重点对江苏与国内部分创新型地区以及创新型国家进行比较。由于“创新型国家和

地区”尚未有明确界定，本研究参照202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

报告》，定义前 10 位①为创新型国家，将江苏与之相比较。本研究数据均源自中国各省市统计

年鉴及统计公报，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本研究试图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这两方面进行分析。考虑到省市层面与国际对接的创新

① 江静，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秘书长；丁春林，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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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相对较少，在创新投入指标上选择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创新产出指标

则用劳动生产率、万人专利申请量、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百分比、能源使用效率来表示。这 6

个指标具有较好的数据质量且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能力。具体指标说明如表 1 所示。

（二）数据分析结果

第一，江苏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虽然显著低于北京、深圳等国内创新地区，但高于英国、荷兰、

芬兰、新加坡等，基本达到创新型国家的中等水平。

图 1 是江苏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比较。与所列其他省市相比，

江苏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处于较低水平。2015-2019 年以来，各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基本呈小

幅上升趋势。

表 1  创新指标定义及内涵

图 1  2015-2019 年江苏及其他创新地区研发投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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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显示，2019 年江苏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低于韩国、瑞士、瑞典、丹麦、德国和美国，但

高于英国、荷兰、芬兰和新加坡，基本达到创新型国家的中等水平。

第二，江苏研发人员强度相对较低，不仅低于北京上海地区，也与创新型国家有着较大的

差距。

考虑到中国关于研发人数有多种分类，本研究依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中国数据，同时比

较了《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研究人员数与当年年末人口数比值与世行数据库最为相近的一项进

行测算，以实现中国与国外数据的可比性②。由于市级层面数据较难获得，除创新型国家外本

研究仅选取北京、上海与江苏进行对比。

由图 3 可以看出，江苏研发人员强度处于较低水平。从国内来看，北京研发人员投入强度

为江苏的 3 倍多，上海为江苏的 1.59 倍。与所列创新型国家相比，江苏研发人员强度较弱，瑞

典、丹麦、韩国研发人员强度均为江苏的 3 倍左右，即使是所列创新型国家中研发人员强度较

低的美国、英国等国家其研发人员强度也是江苏的近 2 倍。

图 2  2019 年江苏及创新型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比较

图 3  2018 年研发人员投入强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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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江苏万人专利申请量与上海持平，与北京有较大差距，但显著高于美国、德国等创

新型国家。

图 4 是江苏万人专利申请量与北京、上海以及主要创新型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出，除韩国外，

主要创新型国家的万人专利申请量都相对较低。江苏万人专利申请量是 24.69，而美国和德国

分别是 8.73 和 5.62。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专利申请要求和专利类型与国际存在差异。事实上，专

利授权量更能反映出创新产出的水平，但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仅能对专利申请量进行

比较。

第四，江苏劳动生产率与杭州基本持平，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水平较低；与所列创新

型国家相比，包括江苏在内的中国各地区劳动生产率均处在较低水平。

图 5 为江苏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及创新型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比较。由于大部分地区

数据只更新到 2018 年，为便于横向比较，本文劳动生产率均为 2018 年数据。图 5 显示，江苏

劳动生产率为 25552.87 美元 / 人，与杭州劳动生产率基本持平，低于北京、上海和深圳地区；

与创新型国家相比，包括江苏在内的中国省市劳动生产率均处在较低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最

高的是新加坡，劳动生产率为 164357.49 美元 / 人，是江苏的 6.43 倍；创新型国家中劳动生产

率最低的韩国劳动生产率为 79529.79 美元 / 人，是江苏的 3 倍多。美国和德国的劳动生产率是

126109.28 美元 / 人和 105704.69 美元 / 人，分别是江苏的 4.94 倍和 4.14 倍。

图 4  2018 年万人专利申请量

图 5  2018 年各地区劳动生产率比较

江静团队专栏：江苏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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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江苏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百分比高于北京，略低于上海，显著高于主要创新型国家，

显示出江苏高技术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也存在省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

象。

图 6 所示的江苏及北京、上海数据来自当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发展成就》，创新型国

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江苏、北京、上海为 2018 年数据，创新型国家数据为 2019 年。

2018 年江苏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百分比为 38%，上海为 40%。主要创新型国家中，新加坡位居

首位高达 51.72%，韩国居第二位为 32.37%，而美国和德国仅为 19.10% 和 16.37%。这意味着江

苏高技术制造业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如图 7

所示，2018 年苏南 5 市（南京、苏州、

无锡、常州、镇江）高技术出口占

全省 64.09%，苏中 3 市（南通、扬州、

泰州）占比为 24.15%，面积最大的

苏北 5 市（连云港、徐州、宿迁、淮安、

盐城）占比仅为 11.76%，这也意味

着江苏省内高技术制造业发展不平

衡的格局较为明显。《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加

快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也

是基于苏南高技术制造业发达这一

优势提出的定位。

图 6  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比率

图 7  2018 年苏南、苏中、苏北高科技产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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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江苏的能源使用效率与上海基本持平，但低于北京和深圳地区；与创新型国家相比，

包括江苏在内的中国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较低。

图 8 是江苏和部分地区以及创新型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比较。中国一般使用单位 GDP 能

耗（标准煤 / 万元）作为能源使用效率的反向指标，为便于国际比较，本文将其统一为国际数

据单位，依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各种能源将标准煤与石油进行换算，并将货币单位依据

2011 年不变价换算为美元③，能源使用效率单位是美元 / 千克石油当量，数值越高表示能源利

用效率越高。江苏、北京、上海为 2019 年数据，其中，江苏近几年未报告单位 GDP 能耗的具

体数值，而仅提供同比上升或下降幅度相关数据，因此本文在最近报告具体数值年份数据基础

上，通过统计公报公布的升降幅度进行测算。深圳数据为 2018 年，杭州数据缺失。瑞士等创

新型国家为 2015 年数据（新加坡为 2014 年数据）。

图8显示，国内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是深圳和北京，分别是10.68和7.85美元/千克石油当量，

2019 年江苏能源利用效率是 5.70 美元 / 千克石油当量，基本与上海持平。与创新型国家相比，

中国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普遍较低，2015 年瑞士能源使用效率为 22.35 美元 / 千克石油当量，

是江苏的 3.92 倍。即使是以能源浪费而饱受批评的美国，早在 2015 年的能源使用效率也是 8.60

美元 / 千克石油当量，比 2019 年的江苏高 51 个百分点，江苏能源利用效率与创新型国家仍存

在较大的差距。

三、结论

本文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选取 6 项指标，对江苏创新水平进行测度，并将其

与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进而判断是否完成“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三步走”的第一步阶

图 8  各地区能源使用效率比较

江静团队专栏：江苏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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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目标，即主要创新指标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以上水平。

与国内部分创新地区相比，江苏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强度显著低于北京、深圳等

地区；万人专利申请量和能源使用效率基本与上海持平，显著低于北京；劳动生产率也显著低

于北京、上海和深圳，基本与杭州持平；江苏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比重略低于上海，显著高于

北京地区。与国际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江苏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万人专利申请量、高技术

出口占制成品百分比这三个指标上，基本上已经达到创新型国家的中等水平（省内苏南、苏中

和苏北的地区差异较为明显），但研发人员强度、劳动生产率以及能源使用效率这三个指标上

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江苏具有自身的优势，如制造业发达、高技术产品出口超过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科教资

源丰富等，这是江苏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必要条件。但从相关创新指标看，

研发资金投入强度较高而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低，创新产出相对较低，虽然万人专利申请量指标

显著高于创新型国家，但生产率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这意味着江苏在创新

要素的产出转换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在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三

步走”的第二步，重点可能需要放在提升创新资金利用效率，促进创新投入向创新产出的转换

这个层面。

①前 10 位创新型国家分别为瑞士、瑞典、美国、英国、荷兰、丹麦、芬兰、新加坡、德国、

韩国。该报告中，中国位列 14 位。

②其中瑞士、美国、新加坡数据为 2017 年，其余均为 2018 年数据。

③ 1 原油 =1.4286 标准煤；2011 年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为 1 美元 =6.45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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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沪宁合产业创新带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打造沪宁合产业创新带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刘志彪   孔令池①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大科技攻关力度。他说，创新主动

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三省一市要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

2020 年 6 月召开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期间，由江苏省提出的“加快沿沪宁合产业

创新带（G42）发展，打造‘产业 + 创新’发展示范带”得到了参会各方的肯定，并列入了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2020 年度工作计划。南京是全国少有的兼备科教资源丰富和产业基础雄

厚双重优势的城市之一，加大科技攻关力度，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做出南京贡献，可以

通过打造沪宁合产业创新带，有效串联起上海和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充分发挥科创

优势、产业优势和开放优势等，在技术研发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生产能力，致力于新技术、新

业态的产业转化，形成与 G60 科创走廊的互补和互动，进而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

不断培育和发展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具体来说，在打造沪宁合产业创新带过程中，南京要集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

通过产业链“链长制”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重点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打造综合性国家产业

创新中心，致力于产业领域的技术研究及产业转化工作，培育壮大产业链“链主”，提升产业

的控制能力，进而在沪宁合产业创新带中形成一条或若干条产业链集群，在产业链集群内，厚

植“隐形冠军”的成长土壤，弥补产业链核心短板，在集群与集群间，通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实现产业链的协调和分工。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孔令池，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本文首载于《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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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贯通知识创造到应用渠道

大力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关键在于推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等多方主体，积极顺应科技创新与产业互动融合的现实需求，通过产业化导向贯通知识创造

到知识应用的渠道。

首先，南京应深入实施产业链链长制，通过产业链链长的协调和引导，实现沪宁合产业创

新带中产学研各方科创资源和能力的整合，进而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打造人才

链、完善资金链，最终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等无缝对接，形成“政产学研”

开放合作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其次，大力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南京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学习德国双元教育体制，

由企业和学校通力合作，促使理论学习在高校展开，实践教学主要在企业通过实训完成。与此

同时，提升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准确定位，确保双元制教育是“精英”

教育而非“次等”教育。除此之外，积极探索多元评价机制，提升高级应用型人才相应的社会

地位和价值回报，拓宽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成长通道。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为高级应用型人才建

立企业年金制度和补充医疗保险等。

再次，南京可以鼓励沪宁合产业创新带中各方通过自愿合作方式采用资金、设备、人才、

技术等不同类型的资产入股，组建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专业领域前沿技术研发、产

业孵化和产业化；跨界融合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个性化、订单式的研发创新服务；

组织协同推进重大工程和科研攻关项目；以市场化方式推动重大产业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整合；

构建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通道，提出解决成果转化、产业化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等等。运营管

理方面，可以借鉴霍朗恩霍夫协会等成功经验，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

学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合理设置“理事会 + 专业管理团队 + 专家委员会”三级治理结构，

探索形成示范引领全国的产业创新发展模式。

培育壮大产业链“链主”，实现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突破

培育壮大产业链“链主”。所谓“链主”，必须在生产成本、资源掌控、技术或专利特权、

营销网络控制等某个方面具有其他企业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优势，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支配地

位，在行业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拥有非常大的话语权，能够对产业链中的其他参与主体产生影

响。产业链是由链主发展的，南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培育壮大链主型企业。

一是推进以大数据网络分析作为支持的零售企业的大型化，通过加盟或者并购实现连锁经

营，进而掌控上游的供应商资源、下游的客户资源，降低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并拥有提供

相关的研发设计服务以及仓储、加工等配套服务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快速、正确地适应市场需要。

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重点抓好企业品牌的建设、核心价值的提炼以及推广。

二是沿着“制造—零售”产业链进行前向的纵向一体化投资活动，或者鼓励制造企业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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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国外的品牌、网络、广告、营销系统，并着力于解决其资金短缺的“瓶颈”和非经济因素

障碍等，推动具有“链主”潜质龙头企业的集团化和规模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大力整合现有

技术 , 由以单一技术突破为主向单一技术突破与多项技术集成相结合转变，进而实现产业核心

技术和关键技术的集成创新与突破，以此产生产业链上的“链主”效应。

推进产业链招商，加快形成若干产业链集群

加快形成若干产业链集群。针对未来产业链出现纵向分工缩短和横向分工区域化集聚的可

能，南京可以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在沪宁合产业创新带中重点打造一条或若干条空间高度集聚、

上下游联系紧密、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庞大的产业链集群。

一是改变传统政策性招商模式，大力推进产业链招商，实现由单个产业环节点扩展到整个

产业链的专业性招商与整合招商，在分析本地产业链的基础上，通过寻找和弥补产业链的薄弱

环节，改善或提升产业配套性，进而打造产业链集群，形成倍增效应，进而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二是为产业链集群提供领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集群内共享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

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集群内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服务越健全，对于人才、

资本、技术等要素及企业的吸引力越强，集群效应也会越大，反之会制约产业链集群的发展壮大。

在打造产业链集群的过程中，原创性基础研究、产业共性技术、前沿技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等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属性，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充分提供，在这些领域政府可以借力“链

长制”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

三是为培育产业链集群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不断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持续

优化专业公共服务环境，努力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消除

企业进入集群的壁垒，有效打破封锁和垄断，规范约束不正当竞争，建立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

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挖掘扶持“隐形冠军”

挖掘扶持“隐形冠军”。所谓“隐形冠军”，是指那些在细分市场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却不

被公众所知晓的中小企业，具有技术或知识含量高、价值增值或附加值大的特点，在产业链中

处于关键环节或者叫“七寸”环节。

南京挖掘扶持“隐形冠军”，在短期内，对于有“隐形冠军”潜质的企业，可以帮助其利

用专利库数据库，查询“卡脖子”技术的研发机构和掌控人的信息，进而有的放矢地挖掘该项

核心技术和人才，并在技术创新、产品设计、工艺改进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进而弥补产业链

中关键技术和环节的缺失和瓶颈；从中长期来看，需要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可以从营造自

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激发原始创新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评价体系与环境的

构建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信用等制度建设方面着手，支持更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努力向“隐形冠军”

打造沪宁合产业创新带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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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发展。

此外，积极引导消费者对于企业产品和服务近乎“苛刻”的消费心态和意识，在此基础上，

促使企业主动适应其成长的消费土壤，充分发挥其执着的工匠精神，以专业和高质量的产品和

服务，完善各个经营环节，从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愿望，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在产品、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材料等方面的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着力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技术带动突破行政壁垒

着力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除了是为更大幅度地提高资本相对劳动的边际产出，促进制造业升级

和服务业发展，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作为打破地区市场分割壁垒的物质

基础。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形成大平台、大网络、大数据，加速信息等要素资源的跨

区域流动，加快不同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实现以技术带动突破行政区划下存在的制度壁

垒、多头管理和利益冲突的局面，进而推动沪宁合产业创新带中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

当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极力避免回到“大水漫灌”老路，促使其规划布局走向“一

张图”，不断加强地区间共建共享，进而实现沪宁合产业创新带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能力

及配置效率的提升。此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前景和收益回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

以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由政府搭台，依靠市场化投资，大力拓展商业资本、社会团体、事业单位、

公民个人以及外资等各种市场化投资渠道，进而建立起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以及

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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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地摊经济”烟火气与文明城市相容：一个调查

让“地摊经济”烟火气与文明城市相容：
一个调查

周  珊   万   兴  张月友①

一方面，因为以往地摊脏乱差的现象影响着城市市容，管理难度大，乱象频发，甚至常常

在城市文明建设面前被叫停，地方政府对重启“地摊经济”顾虑重重；另一方面，2020 年 5 月

28 日，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时，重点表扬了某西部发展地摊的城市：“西部有个城市，按照

当地的规范，设置了 3.6 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 10 万人就业。”而中央文明办

更是明确表示，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引导各地在文明城市创建中保障民生需求、满足

群众生活需要，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今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从而，

发展“地摊经济”成为地方政府做好“六稳”“六保”的重要抓手。也即，如何通过科学方法

让城市文明建设与地摊烟火气相容，成为各利益相关方需要着重思考予以解决的难题。就此问

题，本文基于长三角多地市实地调研情况和 195 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分别从地摊主管部门、

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三方尝试给出解答方案。

一、“地摊经济”现存问题

当前“地摊经济”存在摊主经营困难、居民意见大、政府缺位三大突出问题。

摊主经营困难主要与网购冲击和地摊管理部门不适当管理有关。第一，随着网络购物的崛

起，摊主们的经营受到严重的冲击，生意萧条，收入微薄。即使有部分摊主尝试使用抖音、快

手等直播平台加强宣传推广，但由于能力有限，收效甚微。还有部分摊主创建微信群聊来发布

摊位变动和摆摊时间等动态，但只限于老顾客，无法进行更大范围的推广与经营。盐城一位小

吃摊摊主介绍道：“我们在微信上创建了顾客群，里面有一些老顾客，可以进行摆摊时间、地

点变动的通知，并且提供 30 元以上配送的服务。但是关于抖音、淘宝的推广，不知道怎么运营。”

第二，部分地区地摊管理部门缺乏地摊经营管理经验，在商品选择、摊位布置、营销、物流、

服务等环节还有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调研中发现，部分夜市或集中摆摊地点不注重摊位类型

的选择与调整，强制售卖同类型商品的摊位摆放在一起，加重了摊主们的竞争压力和经济压力，

同质化竞争使本就生意渐显萧条的摊主们经营困难重重。杭州吴山夜市的饰品摊摊主就很为难：

“我是经营饰品的，在我周边的摊主可能就不需要再卖饰品了，否则相对来说利益会降低。但

是在这个夜市没有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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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意见集中于忧虑地摊质量安全问题和扰民两大块。前者表现为，地摊上的商品种类繁

多，进货渠道多样，这使得产品质量具有不确定性。根据调研问卷的反馈，75.13% 的居民认为

地摊商品缺乏质量保障。尤其是餐饮类商品，69.55% 的居民认为具有食品安全隐患。并且由于

地摊的流动性较高，81.72% 的居民表示在地摊上购物，售后问题无法及时解决。后者表现为，

部分地区的夜市开设和地摊摆放在主干道上，道路两旁有较多居民楼，夜市晚上开放的时间较

长，灯光、噪音、环境卫生等问题对居民的干扰明显。部分居民会对此反应剧烈，甚至产生纠纷：

55.33% 的居民认为地摊的卫生脏乱差，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53.81% 的居民表示地摊嘈杂，

影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

政府的质量管理、交通管理和卫生管理存在缺位现象。首先，在地摊准入门槛较低情况下，

质量管理有待加强。这主要是因为，地摊准入没有较严苛的学历、技能等硬性要求。加上餐车

一类的摊点，流动性较大，这些因素造成地摊的服务质量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对于质量管理

构成较大的挑战。其次，部分路段交通拥堵不畅，亟需做好城市道路规划。地摊经营者分布在

城市人流量相对集中的公共区域，比如商业繁华地段、居民小区、交通网络连接点等。在这些

车流、人流相对集中的公共区域摆放地摊，57.36% 的居民认为会导致公共道路交通拥堵不畅，

不但影响城市文明观感，也存在安全隐患。最后，地摊环境卫生堪忧，亟需加强有序的卫生管理。

环境卫生问题是地摊的“顽疾”。伴随着“地摊经济”的火爆，脏乱差再度成为城市治理的棘

手问题：大连的夜市一夜之间一片狼藉，夜市成了垃圾场，摊主随意丢弃的废品，顾客随手扔

下的竹签，汤汤水水随意地躺在街上；福建的老街油渍沾满地面，黑乎乎的，塑料袋四处飘散，

垃圾遍地，商家各自忙碌，无暇顾及；河南信阳夜市，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蚊虫骚扰不知停歇……

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亟需对地摊的环境卫生问题采取有序的措施进行有效管理。

二、对策建议

（一）地摊管理部门发挥地摊的“三低三高”独特优势并善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地摊经济

高质量发展

首先，发挥“三低三高”独特优势，加强质量管理。“地摊经济”具有“三低三高”特点。

“三低”：一是市场准入门槛低，包括租金压力低，不需要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摊主经营

费用低；二是失业风险低；三是商品价格低。“三高”：一是人流量高，地摊集市多在人员密

集区域；二是流动性高，临时摊点用推车、汽车等就能完成出摊与更换场地；三是自主性高，

摊主自己管理自己经营，盈亏自负。这种“三低三高”独特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降

低了商户运营成本，增强了消费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增加了消费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政

府管理与治理的难度。正是由于这样的独特性，质量危机和产品纠纷问题长久萦绕“地摊经济”。

对此，管理人员需要对地摊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进行严格的监查。针对居民较为忧虑的食品

安全隐患，地摊管理部门应对餐饮类摊贩落实登记管理制度，记录摊主的姓名、联系方式、经

营范围与经营地点等信息，发放餐饮类摊贩登记证，做到产品质量或事故可追责；同时地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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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需要定期对餐饮类摊贩的所售商品进行抽样检测，严格把关餐饮类摊贩的产品质量。陕

西省 2016 年就出台了《食品摊贩登记备案制度》和《食品摊贩经营公示卡制度》，并且两项

制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

其次，运用互联网力量，缓解摊主经营压力。由于摊主的综合能力不足，无法掌握各个互

联网平台的使用方法。当前摊主们大多是被动承受互联网的冲击，仅获得微薄的收入。杭州吴

山夜市的饰品摊摊主表示：“我尝试做了几个月的抖音，拍的作品一直都没有火过，直播也没

人看。现在的经营基本上属于亏损状态。”为此，在扶持“地摊经济”时应善用互联网的力量。

一是，管理部门可以举办培训活动帮助摊主们学习网络手段，减弱网购对地摊的冲击；二是，

可以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管理，把资质申请、公告查询、税务申报等各环节集成到手机 APP 上，

方便经营与管理；三是，善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通过数字支付等渠道精准追踪地摊业态，及

时排除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四是，打造“智能集市”，以地摊集市为主体，进行统一网络宣

传与引流，打造集市的“网红”文化。杭州的武林夜市就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手段进行宣传引流。

具体做法是，夜市管理部门会定期邀请网红进行直播，并且在抖音、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夜市活

动的推送。这样的宣传推广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夜市收益。

最后，加快消费模式转型，注重服务消费。互联网时代，网络购物逐渐侵蚀线下有形产品

消费。“地摊经济”需要调整自身定位，寻找更优的出路。随着摊主群体逐渐融入年轻人的鲜

活力量，“地摊经济”可以更加侧重于服务消费，利用面对面销售的优势，通过独特的服务方

式、服务体验等，给予消费者有别于线上消费的体验式消费，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此，

地摊管理部门可以邀请服务管理方面的专家，为摊主们提供相关培训活动，提高摊主的服务意

识与服务技能。培训可以采用课堂教学与现场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帮助摊主提供更多有价值的

服务，改善消费者体验，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与信任度。

（二）鼓励居民参与地摊治理

居民是地摊商品的直接接触者，也是地摊环境的直观感受者，居民的意见是“地摊经济”

治理得以调整、改善的重要财富。居民不仅是地摊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者，也应该参与“地摊经济”

的协同治理。比如，在消费的过程中，居民可以向摊主提出建议或意见，帮助摊主改善经营管理。

对于消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乃至纠纷，居民可以主动向街道或社区管理部门反映，发挥居民协

同治理的作用。为此，地摊管理部门和政府部门需要尊重和重视居民的相关意见，进而促进“地

摊经济”向好、向优发展。街道、社区可开放用于“地摊经济”管理的举报投诉电话和网上举

报平台，并通过采取一些奖励措施，鼓励居民在发现地摊产品质量低劣、环境卫生脏乱差、阻

碍公共交通等现象时及时检举，形成督促摊主们经营规范和地摊管理部门及时作为的重要力量。

（三）积极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地摊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一，有效利用可用空间，做好城市街道规划。发展“地摊经济”，必须因城制宜、因城施策。

科学、良好的城市街道设计与管理可以缓解“地摊经济”与城市文明建设之间的冲突，成为城

让“地摊经济”烟火气与文明城市相容：一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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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间特色、城市活力的一部分。在划分地摊区域之前，需对所涉路段实际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调研，考量市民的消费需求，结合“地摊经济”在实际运营中需要面对的市场秩序、公共设施、

环境卫生、人居环境等问题，做出最大限度符合城市特色、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科学规划。例如，

杭州吴山夜市摊位摆放点是一条纵横南北的主干道，每到经营时间都会封锁道路，不了解这一

情况的居民发现无法正常通行时，曾与街道办产生冲突。这方面，国内外已经有一些有益的探索。

波士顿的策略性广场将未被激活空间（包括消除冗余道路、完成街角、填充斜切路等）改造成

一个小“地摊”广场，由特殊的铺地、交通管制桩和边界线等元素构成，在合理城市布局的基

础上满足了摊主的经营需求。在我国，一些商业综合体也响应号召，开设露天广场。以南京珠

江路金鹰广场为例，将未被利用的场地开设为地摊集市，为摊主们提供摆摊场所，通过良好的

空间规划和管理，为街道增添活力。

第二，形成有序管理，加强过程监管。在“地摊经济”的规划进程中，需要在现有地理空

间和交通条件下，扩展消费空间，因此需要形成有序管理。政府部门需要做好规划，完善配套

机制。一是，规定摆摊时间，包括早市从几点开始、夜市到几点结束等，尽量不打扰周边居民

生活和阻碍城市运行。如南京市、南宁市等开辟的早市、夜市临时摊点摊区就限制了经营时间。

二是，规范摆摊地点，做好分区管理。例如 A 区餐饮区、B 区服饰区等，便于制定差异化分区

管理措施。三是，形成安全管理机制，管理部门可以借鉴防疫积累的宝贵经验，利用网络工具

开展个人报备信息工作，明确经营者信息、地摊经营范围、平时活动区域、基本执业资格等。

在规划管理之外，还需要配套完善的“地摊经济”治理体系，加强过程监管。街道、社区、城

管等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巡查管理，要求经营者遵守“地摊经济”规则，包括主动亮证经营，确

保产品质量合格安全；摊位产品有序摆放；卫生及时清扫；禁止强买强卖、出售假冒伪劣产品、

超规模经营；禁止欺行霸市、破坏市场秩序等。南京市丹凤街夜市的城管每天都会督促摊主们

将商品摆放整齐，并且在地面上画上整齐的摊位区域线，每位摊主都有一个固定的位号和摊位

经营区域。针对地摊的市场秩序，杭州武林夜市制定了先行赔付机制，每年设立 3 万元的赔付

资金，专门用于在发生小纠纷时做先行赔付，把一些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中。

第三，加快发展新基建，提升消费体验和治理能力。在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可以成立“地摊经济”数字化专项小组，通过大数据提炼消费新趋势，挖

掘顾客的消费需求，为摊主们的经营类型选择、服务方式等提供有效指引，缓解摊主们被网络

购物冲击的困境，同时给予消费者更加满意的消费体验。新基建也有利于社会治理数字化。摊

主经营信息线上登记、消费者在互联网平台进行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反馈、地摊管理部门线

上接收消费者反馈和摊主诉求……“地摊经济”的治理顺应互联网时代的趋势，采取数字化治理，

有助于城市治理现代化，最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例如，鹰云智能及阿里云

助力重庆解放碑、西安大唐不夜城、合肥淮河路步行街等实现智慧商圈数字化技术合作，推进

地摊的数字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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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时代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几个问题

经济新时代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几个问题
张月友①

2020 年 10 月 20 日下午，张月友研究员受邀为北京二外经济学院师生做线上讲座。分享的

主题是“经济新时代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几个问题”。张老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讲解：

首先是服务业增长阶段问题，张老师认为，中国在十四五期间，会整体进入服务经济社会，

这将成为共识，不仅表明世界进入服务化社会的人口将一举增加 18% 以上，从而向世人展示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也对中国所处经济阶段的划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然后是服务业增长歧视问题，张老师认为，服务业歧视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中国经济新时代，

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经济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才能化解；因此，经济新时代必须纠正服务业歧

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迫切需要扬弃出口导向的工业全球化，加速启动基于内需的服务

业全球化。

接着是服务业增长效率问题，张老师认为，我国要到 2030 年才能完全实现工业化，产业

结构转型伴随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可能会损失效率，在 2030 年之前，效率损失过多，有

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会导致中国不能有效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后果。因此，必须大力

发展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制造型服务和服务型制造为抓手，

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和良性互动。

最后是服务业增长安全问题，张老师认为，中国进入服务化社会会面临很多产业安全问题，

主要包括：重构经贸规则的利益安全、大力发展新型服务业隐私伦理和技术漏洞安全、生产性

服务业被卡脖子的产业链安全、金融扩大开放带来的全球金融风险传导安全、经济新常态下增

速放缓后房地产安全等几个方面。

① 张月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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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向
重点建设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陈  柳①

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双循环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指导

思想之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深化，两者一脉相承。双循环要解决供给制结构性改

革中仍需深入解决的重点难题。

第一，当前一些重大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供需双向发力来解决。“十三五”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当前来看，“去库存”、“去产能”等问题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但“补短板”任重道远，尤其是在现代产业体系中补核心技术短板、补产业链供应链

关键环节短板；去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杠杆的仍有大量存量工作要做；降低民营企业

成本，尤其是为中小企业成本纾困还在进行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环境看，提的较多

的是“三期叠加”、“四降一升”等，不少问题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留下来的结构性问题都

是难啃的骨头，“十四五”期间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供给方改革，需要供需两方发力。

第二，改善供给和扩大内需的辩证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改善供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

内需的影响因素无疑是复杂的，除了收入水平、贫富差距等原因之外，供给方的技术性和制度

性制约是重要因素。“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

进行回应。”在高技术产品和品牌消费品领域，国内的供给体系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不

相适应；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要通过进一步对内开放、扩大竞争提高服务品质来回应广大群

众的呼声；此外，在航空飞行、无人驾驶、文化娱乐等新技术、新模式等方面还可以通过放松

管制来激发潜在消费。

因此，我理解“十四五”时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策推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需求体系的升级。这就是总书记说的，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

二是供给体系要不断优化。关键是科技和产业创新为核心，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现代体系。

三是整体的制度体系要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实体经济。比如，近几年讲金融供给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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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说明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从属性质的。我们看

到现在做大做强资本市场，构建一个活跃的、具备长期赚钱效应的资本市场是固然基础性的制

度安排，但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创新企业是管理层的根本目的。再比如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重要

意义，就是要让通过一体化发展，让长三角这个我国经济科技较有实力的地区承担参与国际竞

争的重任。

产业循环的畅通是构建双循环格局的核心。正如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在畅通产业循环方面，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有两点理解：

第一，产业循环的畅通的第一个要义是在若干重要产业和环节在全球掌握领先位置。分析

美国资本市场上市值排名前二十大的上市公司，主要是以下几类产业：第一是互联网和数字经

济，包括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等。第二是品牌和消费服务，包括医药医疗和食品类，强生、

宝洁、沃尔玛等。第三是高端基础工业，主要是材料、装备、工业软件等，包括半导体。日本

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优势产业则有所不同，不包括互联网等数字产业，主要集中的产业一个是

高端工业中间品和装备，包括材料、汽车及其零部件；另一个与美国相似，是品牌消费服务，

包括生物医药、食品、零售。

从产业微观层面的结构上，美日在大多数产业都没有形成国内闭环。比如，大量进口中国

的组装类的机电产品、原材料以及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但是这些产品都是可替代的。它们通

过在本国生产数字产品、基础工业品和品牌消费品软件，实现在产业内外循环中占据高点、结

点位置。

第二，产业循环的畅通的第二个要义是关键产业要平衡好国际国内市场的关系。美国的互

联网企业中，微软的利润国内市场占 45%、国际市场占 55%；谷歌国内市场占 46%、欧洲非洲

中东市场占 31%。日本因为国内市场相对较小，但专注发展高附加值行业的零部件、材料、高

端设备并出口，争做隐形冠军，产品竞争力强、可替代性弱，并且以海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收

益来源，形成与美国这样超大市场经济体不同的路径。在产业发展中相对合理的处理好国内国

际市场的关系，与一个国家国内市场开放、竞争政策、要素禀赋等多种因素相关。

所以，产业循环畅通绝不是完全形成产业闭环，而是体现在产业控制力、竞争力、市场安

全度等方面。我认为，过去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市场相对失衡，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战略总

体不尽人意，核心还是产业和产品附加值较低原因。当核心的科技和中间产品高度依赖国外的

时候，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分配自然较低；当组装型产品高度依赖设备的时候，劳动者获得

的利润份额自然就低。那么，国内劳动者的消费自然就发展不起来，企业通过贸易获得的盈余

自然就投资于进口设备和房地产，地方政府就投资于基础设施。这种循环结果是内生于关键要

素和市场“双依赖”下的自然选择。当前，我们按照五中全会精神，中国经济紧扣“科技创新”

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制度安排，在基础工业、品牌消费、数字经济这三个国际竞争的

重大领域逐渐突破，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就能不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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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一体化发展
徐  宁   谢  凡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三角区域应“勇当我国科技

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去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要坚持创新共建原则，明确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形成“区

域联动、分工协作、协同推进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一体化发展，这

其中既包括三省一市各区域科技与产业的创新协调，也包括创新群落中“政产学研介媒”等主

体的有机协同，还包括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两个环节连通并产生耦合效应的链式创新。

一、区域协调

区域协调视角下的创新一体化，是从空间地理的视角来看各地域之间的创新合作、溢出效

应和创新效果。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创新，可以发挥“1+1>2”的叠加效应。

例如，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具有丰富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资源，应当充分发挥原

创能力和基础创新、理论创新的功能。具体从创新主体来讲，应以大学和科研院所里的研究人

员为主；从创新环节来讲，这类区域属于知识生产环节，应为后端创新环节提供基础性、公共

性的成果支持；从创新产出来讲，这类区域产出应以研究论文、基础技术专利为主。再如，像

苏州、无锡、常州等拥有较多实体产业主体的城市，其创新主体是企业家和产业技术人士，创

新过程是将前端的技术进行产业化，或者采取先进的工艺实现产品升级，实现前端基础创新成

果的市场经济价值。

另外，创新一体化还表现为区域间创新行为的合作与互融，区域间技术溢出、合作申请专利、

研发人员流动以及产业关联等都属于该范畴。从区域间技术溢出来看，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技术

溢出效应呈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征和趋势：一是“中心—外围”结构明显，且中心城市数量不

断增加。2013 年仅有上海、苏州和无锡位于技术溢出核心圈层的主要位置，2015 年增加至 6 个， 

2017 年再次扩围至 11 个。二是近沪城市依然是技术溢出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外围城市迅

速崛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趋势。

从跨区域的产业创新网络联系来看，上海一直是长三角地区产业关联的核心节点，并以此

①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谢凡，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助理。本文原
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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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产业创新网络的基本框架。长三角 27 个城市中，上海的“首位城市”地位显著，并以

此为核心形成了“上海—南京”“上海—苏州”和“上海—杭州”的产业合作主干线，以及“上

海—无锡”“上海—宁波”和“上海—合肥”的次级干线。整体来看，长三角地区产业创新网

络密度不断增强，以上述中心城市为节点向周边城市辐射扩散以及周边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变

得越来越紧密。

二、主体协同

从创新主体来看，涉及到区域创新发展的主体包括政府、产业界和高等院校三类（简称官

产学），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应当关注三个主体之间的协同。三个主体在创新过程中所承担的

功能不同，角色也不一样，其本质是社会分工与合作效率。

首先，政府是创新投入主体。这里的投入既包括资源投入（如资金、设备等），也包括环

境投入（如政策、文化等），这些投入是创新生态的基础。创新生态系统里需要大量的公共品

存在，比如理论创新、基础技术、制度文化等等，这些公共产品为整个系统输出正外部效应，

用以支持创新的整体发展。从发达国家的创新历程和经验来看，政府投入也在创新生态中起到

了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其次，产业界承担着创新投入和创新执行双重任务。从创新投入来看，这其中包括企业自

身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用于技术研发、工艺改良等，也包括行业层面的关键技

术、研发平台等方面的投入，这些自身的创新投入可以帮助产业进行技术提升，提高产品竞争力，

塑造竞争壁垒。从创新执行来看，企业也可以承接政府的研发资金投入，作为研发主体来进行

创新研究。企业研发通常聚焦在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阶段，往往同企业发展直接关联。

最后，高等院校作为汇集学者、专家等高端人才的主体，承担创新执行的角色。大学具有

非营利性特征，专家学者的研究取向往往与前沿性、兴趣性相关，不太关注经济利益。同时，

大学的创新行为处于创新的最前端最初始环节，带有理论性、基础性特征。此外，大学的经费

来源包括政府和产业，而不同的经费来源决定了研究行为的特点和效果。

三、环节连通

环节连通是创新环节的耦合过程。从经济活动视角看，可将创新行为简单分为两个环节：

一是“知识生产”，即把资金转化为原创知识，主体是大学及科研机构，该过程具有一定的外

部性，目标是产出更多更先进的知识。二是“知识应用”，即把知识转化为资产加以应用，主

体是企业，以市场行为实现，目标是在市场上实现利润最大化。创新环节耦合程度应注意区分

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特性，构建相关制度与激励规则，将各主体间在不同创新环节的行为统一起

来，实现两个环节的深度耦合。

这里涉及的主体更为全面丰富，不仅包括官产学三类，还应包含中介平台和市场。中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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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创新体系中发挥着桥梁作用，应充分发挥各类平台对技术产业化的专业支持功能，帮助大

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向产业靠近的技术孵化，帮助企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寻求更好技术。市

场是产业的终端，是产业创新所有环节的“最后一跃”，是科技创新的最终检验场。技术能否

真正实现产业化，带来创新价值，最终将由处于市场终端的消费者用手中的货币投票决定。

2010—2017 年，三省一市科技与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协调水平明显提

升。具体来看，江苏整体协调水平最高，由初级协调转为优秀协调，上海由轻度失调转为初级

协调，浙江由轻度失调转为良好协调。相比之下，安徽耦合协调水平最低，由严重失调转为濒

临失调。进一步分析发现，江苏科技和产业产出水平都比较高，使得耦合协调度一直领先；上

海科技产出始终领先于产业产出，与之相反，浙江科技产出则一直滞后于产业产出，这正是导

致两地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的原因所在，也是未来应当着力改善和提升的方向；安徽科技和产

业产出都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最终导致耦合协调度始终落后于其他地区。

针对长三角部分地区科技和产业耦合协调程度不高的问题，一方面，要制定激励政策以激

发各创新主体的研发热情，探索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各创新主体的利益保障提供必要

的法律支撑。另一方面，重点培育强大的技术转移中介市场，把被割裂的技术和市场衔接起来，

让好的技术能找到其发挥最大价值的市场，推动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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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进口 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魏  浩①

9 月 19 日，中国南方航空进博会主题彩绘飞机“进博号”在广州亮相，并执行由广州飞往

上海的首航航班。新华社发。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积极扩大进口是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自 2018 年至今，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我国在积极扩大进口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当前，第三届进博会即

将举行。为更好推进扩大进口工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须对进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积

极扩大进口政策的战略意义、进博会的特殊作用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进口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独到作用

从进出口贸易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一度比较重视出口作用，对进口的重

① 魏浩，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图：2010年—2019年中国进口贸易额及其占中国贸易总额比重（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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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程度相对不足。需要看到，进口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例如，进口我国经济发展

急需而国内目前无法生产的产品，进口竞争对国内企业产生的倒逼效应，进口导致的外溢效应

和学习效应，企业通过进口整合世界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等等，这些特殊作用是出口以及其

他政策所不能替代的，对于特定时期、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十分重要。

从中国自身来看，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从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

时期，出口仍然是贸易强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出口的重点不再是出口数量，

而转变为出口质量，如何提高出口质量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仅从外贸政策来看，积

极扩大进口，发挥进口的特殊作用，通过进口整合世界资源，以进口促进出口质量的提升不失

为一个有效做法，也是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成功经验。

积极扩大进口，促使国内各类政策制度联通互动

进口是一个广义概念，我国当前积极扩大进口，指的不仅是货物进口特别是消费品进口，

还包括高端机器设备进口、高端服务进口、各类生产要素进口。比如，从国外引进高端国际人

才属于进口高素质劳动力，利用外资属于进口资本要素，从国外购买先进机器设备属于进口货

物，购买国外专利属于技术进口。可见，积极扩大进口，不仅是外贸政策，实际上也是今后中

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引领性政策，将促使国内各类政策制度联通互动，加速推动

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积极扩大进口，不仅是中国贸易政策表现形式的简单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外开放理念、

路径、制度的变化，与吸引国际人才、利用外资、创新发展等紧密相关。比如，从利用外资角

度来看，在国内各种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出口目的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世界经济衰退等背景下，我国吸引外资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除了提高开放水平、拓宽开

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外，必须创新吸引外资的方式，积极扩大进口，通过积极扩大进口、更

好开放中国市场带动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以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平台，以进口促投资将是提高

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一条全新途径。此外，积极扩大高新技术机器设备的进口会产生外溢效应、

学习效应、竞争效应等，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分有利。

举办进博会对积极扩大进口具有重要作用

与单纯降低进口关税相比，举办进口博览会使进口目标更明确、进口效果更直接、进口的

直接影响更广泛、进口的间接影响更深远。例如，展区的产品类型是中国政府根据国内企业自

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国内消费升级的现实需求自主制定的，聚焦于汽车、技术装备、消费品、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品、食品及农产品、服务贸易。在进口博览会上，让参展外国企业与众多

国内企业面对面沟通，不仅会创造商机，而且可以大大减少企业之间的搜索费用成本、时间成本、

洽谈成本，大大提高了签约可能性与便利性。进口产品的确定、国际合作伙伴的物色、进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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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合同的洽谈和签约等都是进口前期成本，对于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这些成本是阻

碍其进口的重要因素。通过参加进口博览会，国内企业可以大大节省进口前期成本，从而创造

和激发进口潜力。

此外，在进口博览会上，除了既定的采购目标产品之外，国内企业也会看到更多的同类新

产品以及采购目标产品之外的新产品，可能会进行新产品的大规模进口和投资。因此，进口博

览会在积极扩大进口方面具有特定作用，不仅可以促进进口，而且有望创造进口。

以进博会为重要平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积极扩大进口，其根本目的是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内在需求，

这对积极扩大进口的内容提出一定的要求。对于我国来说，不管是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国际高

端人才的引进，还是高质量外资的引入，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当下，都迎来了战略机遇期。

一般而言，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属于卖方市场，部分发达国家还制定了针对中国的出口限

制政策。然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很多国家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高技术企业也无法独善其身，

部分高技术企业开始主动开拓国际市场或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这就大大提高了外国高技术企

业对中国扩大出口、到中国投资的可能性和意愿，有利于中国提高进口产品的质量、利用外资

的质量。与此同时，部分外国企业业绩大幅下滑、大量裁员，为中国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创造了

机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中强调的，“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积极扩大进口是我国

的长期战略，各级政府应系统学习积极扩大进口的重大战略意义，切实做好积极扩大进口工作，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扩大进口 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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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进博会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周  睿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是

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是当前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应以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契机，让国外客商体验中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并通过了解

他们对营商环境的诉求进一步优化我国营商环境。

进博会是中国向世界展现营商环境的窗口。自 2015 年首次提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后，通过国家的顶层设计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我国围绕“放管服”扎实优

化营商环境，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过 5 年努力，我国营商环境明显优化。据世界银行《全球营

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位列第 31 位，较 2015 年的第 84 位提升了

53 个位次。从世界银行评估营商环境的十项指标来看，中国在执行合同、获得电力、开办企业、

登记财产、保护少数投资者等单项指标方面的排名都进入了全球前 30 位，其中，执行合同的

排名位列全球第 5 位。

进博会常常是国外参展商接触中国营商环境的首站，国外参展商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中国营商环境的水平。首届进博会吸引了来自世界 130 多个国家的 3000 多家企业参展，展览

面积达到 27 万平方米；第二届进博会吸引了 150 多个国家的 3000 余家企业参展，展厅面积达

到了 33 万平方米，且世界 500 强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数量增加；第三届进博会展览面积

超过上届，世界 500 强参展企业数量达往年规模。可见，国外客商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认可持续

增强。

进博会为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应用场景。我国对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营造，是通过

自我改革、自我优化来实现的。前期更多地依托对照国际惯例、借鉴国际经验、积累自身经验

来实施优化，随着工作不断深入，需以改革试点创新营商环境优化的路径和举措，为营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中国思路。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出口，这

就使得我国营商环境的优化偏向于出口环节，如何利用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来扩大进口成为

① 周睿，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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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方向。进口博览会作为扩大进口的重要平台，参展商在商品进口过程

中可能会遇到相关营商环境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有效地推进营商环境优化。例如，在

进口博览会中，试点了“验放分离”、进口新药特药的快速审批、展品转保税货物等 20 多项

优化营商环境的便利化措施，经过试点后，这些措施可进一步在各大自贸区进行试点，形成可

复制经验向全国推广。此外，进口博览会还可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提供

试点场景。我国自从 2007 年就启动了《政府采购协议》谈判，目前仍在推进过程中。当前，

可以按照《政府采购协议》相关条款要求，利用进口博览会进行试点，为后续谈判提供支持。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将有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中，营商环境是畅通双

循环的催化剂和加速器。首先，优化营商环境能够降低居民消费品或者服务的准入门槛，加快

这些商品和服务进入我国市场，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我国相关企业通过和同类国外产品

的竞争，能够在竞争中开发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内消费市场需要；其次，优化营商环境

可以加快关键中间产品和重要仪器设备的进口，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

的供应能力和竞争力，达到以进口促进出口、以出口拉动进口的目的；最后，优化营商环境可

以增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吸引海外投资者将产业链、供应链等继续留在中国，分

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更好发挥进口博览会在助力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营造中的作用，就要围绕进口博览会“不仅

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的总要求，一方面让中国一流的营商

环境通过参展客商传遍世界各地，另一方面加强进口博览会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优化营商环境

方面的协同联动，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体制机制优势，努力改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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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实现经济转型
与产业升级

干春晖①

9 月 25 日，由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承办的“工信智库联盟 2020 年年会暨‘十四五’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南京举行。论坛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促进各界专家

学者对我国从“十三五”到“十四五”衔接过渡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进行

深入交流，为推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建言献策。本文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干

春晖教授的演讲内容。

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的变革，我国原来的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优势

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在高质量发展时代，需求升级，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的适配性发生了问题，

如果供给体系、产品质量、技术水平不能够及时提高的话，供需之间就会发生问题。如何及时

进行转型和升级，是未来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关键问题，“十四五”时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最

大优势，就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

可以看到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市场上以低成本劳动力、低端制造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

全球制造的中心。但是从平均工资水平来看，近年来平均工资水平迅速提升，未来这种优势将

不会存在。从 15-64 岁劳动力人口比重来看，2010 年以来，劳动力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劳动力

数量优势可能变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丧失。再从劳动年龄增长的趋势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

由正转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 GDP 增长率和劳动者报酬增长率都呈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

与此对应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在发生根本变化，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再考虑到东亚地区、北美

地区和东欧地区这些国家的低成本制造业的崛起，我们的替代者也跟上来了，所以低成本劳动

力优势将不复存在。

从贸易角度来看，尤其是货物贸易占全球的份额迅速上升，现在可以说又回到了三分天下

的时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尤其是在 2010 年之前，世界主要是两大经济体，一个是欧盟，

另一个是北美，中国和周边的亚洲经济体相对较不发达。但是 2010 年之后，中国和日韩，尤

其是加上四小龙、五小虎经济体，合计经济份额超过了欧盟和北美，以后比重越来越高，而且

① 干春晖，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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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从全球经济份额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美国、中国、日本、印度，还有欧洲，

剩下的是 98% 的国家，所以世界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

可以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大规模的经济体的崛起，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未来竞

争、转型和升级中，我认为可以作为之前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之后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第一个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首先我觉得市场体量要比较大，现在中国有 4 亿中等收入

人群，有将近 40 万亿的零售，过去的 40 年每年的递增速度是 15%，这不仅是一个大的市场，

而且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

第二个是研发的规模经济优势。这一点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在未来制造业转型和升级的

过程中，一个经济体如果规模超级大，那么投资者整个研发规模就会相应的比较大，并且从整

个体系来说不太用担心收不回来，研发风险可能反而相对是较小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的市场，

这个分母就很大，固定的研发费用会被超大的规模所分摊，这一点超过了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规

模经济的特征。在研发领域我们拥有无可比拟的规模优势，因为思想、技术、制度往往都可以

模仿和学习，而偏偏规模是个门槛，是没有办法学习得来的，一旦拥有了这样巨大的规模门槛，

这个优势就是独特的。

第三个是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第四个是完备的产业分工体系优势，这两点就不做详细介

绍了。

第五个是生产集群优势，因为规模比较大，空间也比较大，可以在一些区域集群式地生产

某些产品、布局某些产业和布置某些产业链，形成一个相对来说内部配套比较齐全、产业链比

较安全的集群式产业体系。有迹象表明，上世纪 20 年代由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

球化有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产业体系可能会相对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中日韩一带，在三

个区域里形成相对独立的能够自我配套的体系。疫情之前我在欧洲访问时已发现，奔驰、大众

等一些大公司的专家已经表示有意向在欧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产业链。

最后是大企业的优势。前不久，《财富》杂志公布了世界 500 强企业的排行榜，中国（包

括台湾地区）500 强企业首次超过了美国，而且增长速度是令人非常吃惊的，《财富》杂志的

封面有意把那条曲线弄的比较夸张，看出中国上升趋势超过美国，表现中国在 500 强企业数量

上迅速崛起，可以预见这条线以后会越来越多，这个交叉点过了以后中国仍然会迅速上升。

当然中国一方面是大，另外中国内部是不均衡的，是有差异的，这种异质性如果利用好的

话也有好处。比如中国经济内部有梯度、有不平衡，不平衡也有不平衡的好处，就是产业升级

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梯度转移，这样就业、税收、制造能力都不会丧失，沿海地区做产业转型升级，

中部地区还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经济增长动力还是很好。

未来中国如何利用好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呢？

第一个就是要增加联通性，市场要变成一个大的统一市场，一定要把市场联点成片。联通

性既包括硬的联通，比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包括政策、法规这些软环境的联通，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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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跟国际联通，这样就是“双循环”和“内循环”。

第二个是要减少收入差距，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很快，体量也很大，但是存在巨大的内部收

益差异性，按照经济学来看，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内需扩大。

第三个就是形成国内统一市场，中国尽管在政治上高度统一，但是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区

划壁垒依然存在，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快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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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优化
升级产业链

刘志彪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确立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主线。笔者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便是优化升级产业链。

优化升级产业链，从根本上讲就是在“十四五”时期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

系优化升级。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依靠的是逐步强大起来的产业体系，要

完成“十四五”规划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更需要以现代产业体系为基础。

首先，优化升级产业链，要在现有的产业链中，逐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在关

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为此，必须坚持创新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进一

步高水平开放中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以新型举国体制强化以市场为基础的产学研政的协同、协调和协作，加快建设科技 - 产业协同

强国。

其次，优化升级产业链，要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

国际领先和主导地位。一是对我国一些已经具有国际主导能力的优势产业，继续进行横向扩张、

纵向延伸和精细化战略，提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二是对在经济腾飞中建立赫赫战功的传统

产业，加快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好坚实基础。三是对在全球领先的线上经济行业，要与线下

实体经济紧密结合，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

再次，优化升级产业链，要推动产业绿色发展，促进产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当

务之急是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的各种统筹协调机制，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效

率。

第四，优化升级产业链，要把安全发展贯穿产业链现代化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一是锻造一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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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杀手锏”技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二是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

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三是大力加强防灾备灾体系和能力建设。四是持续强化实体

经济的基础，各种制造业不能丢。作为 14 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和实体产业要以自己为主。

第五，优化升级产业链，要继续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全球产业链及其治理，是过去全球化中因产品内分工而演化形成的各种规则，各参与国只有遵

循这些治理规则，全球化才能正常进行。从这一点上看，产业链、供应链具有全球公共产品性质。

因此，要在参与全球化中，积极主动地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

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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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发展新优势
张二震①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十三五”时期对外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

对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做出了新部署，是我国今

后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根本遵循。

“十三五”时期，我国成为重要的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在全球跨境

投资持续低迷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逆势增长，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不断提升，尤其是取得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对国际要素资源形成

巨大“引力场”。“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仍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横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明显增加。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不会从根本上逆转，

开放、合作、共赢仍然是历史大趋势，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基于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实行高水

平开放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对国际社会发出了强烈的积极信号。

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什么是高水平开放呢？主要有两

大要点：一是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二是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

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所谓更大范围的开放，是指不但要继续坚持对发达国家开放，更要扩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开

放，主要指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还要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更大范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把我们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做越大。所谓更宽领域的开放，是指不仅继续坚持扩大制造业

开放，还要扩大服务业开放。应该说，通过四十多年特别是近五年来的开放，我国制造业的开

放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制造业领域已经基本实现对外开放。但是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

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开放潜力。我们要积极扩大金融、保险、咨询服务、电信

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领域，以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竞争促进国内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满足人民对高端服务消费的需求。所谓更深层次开放，主要指不仅要扩大边境开放，推

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更要推进边境内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发展新优势



长江产经视点·2020

624

制度型开放最根本的要求是促进区域内的规则制度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制度相衔接，体现监管一

致性。要密切跟踪国际经贸规则的高标准演进新趋势，并以此为目标导向倒逼自身内部改革，

率先建立和系统推进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内部改革机制。在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过程中，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给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打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以前我们的开放是依托国际市场，资源、市场“两头在外”，以我国的生产要素优势参与

国际大循环，成为了“世界工厂”。这种“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

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变了，我国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 1 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

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开放发展模式应该、也有条件转型，即转向

更高水平的开放。这就是：依托国内大市场，吸引和聚集全球高端要素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质量

的提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世界提供发展机会。简言之，我们以前的开

放是利用世界市场发展经济，高水平开放是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生产、分配、流通、

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而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

合作新优势。

江苏是经济强省，也是开放大省，利用外资全国第一，对外贸易全国第二。江苏应该继续

为全国探路，率先实现由“两头在外”的开放发展模式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开放发展模式转型，

在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方

面作出江苏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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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张二震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

就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并强调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众所周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以特定的优势要素，从事着特定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的生产，形成了竞争与合作关系。每个国

家或地区成为国际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或一个或价值链的节点，国与国之间的关联性已经突破

了以往简单的商品交换关系，更多是通过生产过程而“链接”在一起。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

和相互依存性更加紧密，形成了复杂的网络系统，各经济体之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具有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共生格局。因此，

任何一个经济体试图走关起门来发展的老路，是不行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我国要“促

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正是对“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

回应，也是“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宣言。根据新阶段世界经

济所具有的“开放”本质内涵，新一轮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应该坚持以开放为导向、以创

新为引领、以包容为核心、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多边主义为保障、以共商共建为原则。

以开放为导向，就要紧扣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变化和拓展，不断扩大有形和无形领域的

开放范围，不断提高开放的高度和深化开放的深度。因为只有相互开放，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血

脉才能打通和畅通，否则就会气血瘀滞，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这一基本道理在世界经

济发展的今天以及未来，仍然是正确。不仅要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还要在更为

宽泛的经济领域诸如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领域不断扩大开放和实现畅通，更要在政策领域扩大

开放和协调，在制度领域更加开放和兼容，在思维观念更加开放和相通。这是新阶段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的首要前提和必备基础，既是各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的必由之路。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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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为引领，各国就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链，实现与全球创新要素

的分工与合作，打造出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潮流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越来越表现为经

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结果。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在长周期规律作用下进入到一个相对缓慢的增

长阶段，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期，而突破世界经济发展瓶颈的唯一之道就在于敢于创新、

敢于变革。在经济增长疲弱阶段，传统的思维模式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即错误地认为采取

贸易保护有助于解决“内需外流”，从而能够促进和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结果往往是实际成效

与预期结果大相径庭乃至适得其反。在当前世界经济新格局下，解决经济发动力不足的根本之

道在于坚持创新引领，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

以包容为核心，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关切，不仅要注重自身

利益，也要关切他国利益。尤其是从发展差距角度看，为了能够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力，提升与发达国家的协作生产能力，提高世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

种参数匹配度，发达国家更应该秉持包容性增长的心态和理念，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帮助和

扶持，切实走出一条包容性开放发展之路。在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要素

跨境流动为主要内含和特征的新阶段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包容性增长的自发作用机制。

因为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经济领域产生的各种错综复杂和相互交织的关系，决定了

唯有坚持走包容性增长的发展道路，才能确保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持续运作和健康发展，否则，

任何一个环节的缺陷都会透过价值链而产生不断的扩散和放大效应，从而影响着经济全球化最

终利益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长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

法则思维模式的影响和左右，让更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能与发达

国家一样享受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成果，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似乎还难以让发达国家所接受。这

正是为什么当前发达国家兴起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全球化发展

遭遇严峻挑战的事实表明，世界经济必须走包容性增长之路才是可持续的。

以共赢为目标，主要是让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如此才能

保证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也这恰恰是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内容。互利共赢是世界各国开展分工和贸易并使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世界经济发展本

质上是要求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目标的。只不过，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尚未进入到利益创造具有交

织、依赖、共生、共存的发展阶段时，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凭借着资本、技术和知识等方面的

优势，对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和压榨，其作为最大的获利者有着推动世界

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利甚少甚至遭致损失，但由于产生了锁定

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或者仍然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而实现发展，因此并没有轻

易地退出经济全球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在特定发展阶段，虽然没有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

但仍然可以持续推进。但是，当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后，其可持续性已经不仅仅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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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为能否获利而选择融入还是退出全球化的主观选择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世界经济发

展更具“命运共同体”特征，从而是否实现互利共赢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客观

条件。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新阶段和新形式下，继续走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老路必然进入

死胡同，而唯有“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包容开放发展之路才是人间正道。

以“多边”为保障，主要是指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反对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进一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必须坚定地奉行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不是

破坏现有规则中的合理部分。为此，更应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的改革。尤其是在开放维度向纵深方向拓展深化时，无论是传统的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知识

产权领域，抑或是网络、文化等领域，都应该不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

发言权。不管是创新、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还是网络、外空等新领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规则都应坚持多边主义，能够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

权。

在实践中，无论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还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都是中国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而做出的探索和努

力，充分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就是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畅通国

内大循环，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并依托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为其他国家提供将更加广阔的市场

机会，让中国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真正链

接。应该说，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的开放战略转型，是为

了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伟大实践举措，是中国变化了的内外部环境下为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作出的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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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一体化是新发展格局下
东北振兴的关键抓手

霍伟东①

解放思想，务实推动，重振雄风。不要就东北谈东北，要在全国和全球的视域下分析问题、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东北地区目前的现状是没有信心，处于全国几大板块中的最弱势，在这

个局面下，东北地区必须“解放思想，务实推动，重振雄风”。解放思想，就是一定要充分理

解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充分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充分理解党中

央国务院对东北地区的战略定位，积极主动，用好用足用够国家政策。务实推动，就是坚决贯

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振兴、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不等靠要，实实在在的

去落实去执行去干。重振雄风，从历史上看，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曾经辉煌，具有骄人成绩，

尤其在共和国成立以来，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种种原因，现在陷入衰退，经济不振，

人口外流，信心不济。当务之急要重振信心。首先经济增长这块不能再处于国家各版块的后面了，

否则差距越来越大。这就要国家在东北振兴的过程中采取超常规举措，让人财物资金信息各要

素可以往东北集聚。如何做到这点，光东北自身努力还不够，还需要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东北地区一体化应该作为东北振兴的关键抓手。在东北振兴梳理过程

中我们发现没有提到东北地区一体化，其实：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还没有做什么？哪些需要国

家支持？哪些需要我们借鉴与创新？推动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部署是实现东北振兴的关

键。“双循环”发展背景下的东北振兴是党和国家基于东北地区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所作出的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通过推动东北地区一体化实现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等创新

举措，打赢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

体系，推动形成优化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更好地履行国家赋予的国防、粮食、

生态、能源、产业安全职责，提升东北地区的整体综合实力，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更好地为东北振兴贡献力量。推动东北地区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就是统一大市场的

建立。

落实中央顶层设计所提振兴策略与路径。第一，以东北地区的畅通循环推动国内大循环，

① 霍伟东，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院长，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出席“第
二届东北振兴发展高端论坛暨首届东北振兴南北智库研讨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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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东北振兴。东北独有的工业基础和战略资源优势为国内自循环提供条件。第二，将对内合

作和对外开放联动起来，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当前国际形势更趋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东北

亚局势总体稳定向好，东北亚各国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经贸合作潜力不断释放。建设开放合作

高地，实现东北全面振兴。第三，以改革创新致力于振兴东北地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和发展民营企业方面有重大突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大力

培育新兴产业；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强化东北经济开放区联动效应。

借鉴先进经验推动东北地区一体化建设。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完善

沟通协调机制，建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促进互联互通等各领域合作及项目的落地。

长三角区域创新完善了“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合作机制。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强调“双

城经济圈”主要是发挥成都和重庆市两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以中心城市带动经济圈、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就源于以下几方面的经验与举措：由中央统筹，协调规划

到位；跳出北京搞规划，设立雄安新区；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借力交通一体化推进协作。大兴

新机场、京张铁路，京津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纵横交错，为高效物流、要素流动提供了便利。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已形成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的空间布局，连接泛珠三角地区和东盟、

南亚国际大通道的便利化互联互通。进行合理布局 , 其次是建立合作机制。辽宁自贸区和黑龙

江自贸区能够享受与上海、海南自贸区同样的优惠政策，对推动整个东北地区自由贸易区产业

发展壮大，吸引更多企业到东北地区投资兴业、更多高端紧缺人才参与振兴建设将发挥积极作

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东北地区一体化应该借鉴如上一体化以及自贸区自贸港政策经验做

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优势，让人财物资金信息技术数据等各要素往东北集聚，推动

东北地区重振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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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发展格局必须畅通产业循环
陈  柳①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双循环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

指导思想之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深化，两者一脉相承。双循环要解决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仍需深入解决的重点难题。

第一，当前一些重大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供需双向发力来解决。“十三五”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当前来看，“去库存”“去产能”等问题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但“补短板”任重道远，尤其是在现代产业体系中补核心技术短板、补产业链供应链关

键环节短板；去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杠杆仍有大量存量工作要做；降低民营企业成本，

尤其是为中小企业成本纾困还在进行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环境看，提得较多的是“三

期叠加”“四降一升”等，不少问题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留下来的结构性问题都是难啃的骨头，

“十四五”期间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供给方改革，还需要供需两方发力。

第二，改善供给和扩大内需的辩证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改善供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

内需的影响因素无疑是复杂的，除了收入水平、贫富差距等原因之外，供给方的技术性和制度

性制约是重要因素。在高技术产品和品牌消费品领域，国内的供给体系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还不相适应；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要通过进一步对内开放、扩大竞争提高服务品质来回应

广大群众的呼声；此外，在航空飞行、无人驾驶、文化娱乐等新技术、新模式等方面还可以通

过放松管制来激发潜在消费。

因此，“十四五”时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策推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需求体

系的升级。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二

是供给体系要不断优化。关键是以科技和产业创新为核心，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现代体系。三

是整体的制度体系要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实体经济。比如，近几年讲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说明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从属性质的。构建

一个活跃的、具备长期赚钱效应的资本市场固然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但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创

新企业才是管理层的根本目的。再如，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通过一体化发展，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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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长三角这个我国经济科技较有实力的地区承担参与国际竞争的重任。

产业循环的畅通是构建双循环格局的核心。正如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产业循环畅通的第一个要义是若干重要产业和环节在全球掌握领先位置。分析美国资本市

场上市值排名前二十大的上市公司，主要是以下几类产业：第一是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包括苹果、

亚马逊、谷歌、微软等。第二是品牌和消费服务，包括医药医疗和食品类，强生、宝洁、沃尔

玛等。第三是高端基础工业，主要是材料、装备、工业软件等，包括半导体。日本参与国内国

际市场的优势产业则有所不同，不包括互联网等数字产业，主要集中在高端工业中间品和装备，

包括材料、汽车及其零部件，以及品牌消费服务，包括生物医药、食品、零售。

在产业微观层面上，美日大多数产业都没有形成国内闭环。比如，大量进口中国组装类的

机电产品、原材料以及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但是这些产品都是可替代的。它们通过在本国生

产数字产品、基础工业品和品牌消费品软件，实现在产业内外循环中占据高点、结点位置。

产业循环畅通的第二个要义是关键产业要平衡好国际国内市场的关系。美国的互联网企业

中，微软的利润国内市场占 45%、国际市场占 55%；谷歌国内市场占 46%、欧洲非洲中东市场

占 31%。日本因为国内市场相对较小，但专注发展高附加值行业的零部件、材料、高端设备并

出口，争做隐形冠军，产品竞争力强、可替代性弱，并且以海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收益来源，

形成与美国这样超大市场经济体不同的路径。在产业发展中相对合理的处理好国内国际市场的

关系，与一个国家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竞争政策、要素禀赋等多种因素相关。

所以，产业循环畅通绝不是完全形成产业闭环，而是体现在产业控制力、竞争力、市场安

全度等方面。过去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市场相对失衡，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战略总体不尽如

人意，核心还是产业和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原因。当核心的科技和中间产品高度依赖国外的时候，

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分配自然较低；当组装型产品高度依赖设备的时候，劳动者获得的利润

份额自然就低。那么，国内劳动者的消费自然就发展不起来，企业通过贸易获得的盈余自然就

投资于进口设备和房地产，地方政府就投资于基础设施。这种循环结果是内生于关键要素和市

场“双依赖”下的自然选择。当前，我们要遵循五中全会精神，紧扣“科技创新”和“现代产

业体系建设”优化制度安排，在基础工业、品牌消费、数字经济这三个国际竞争的重大领域逐

渐突破，不断促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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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看待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就业吸纳功能

闫东升   陈  东①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吸纳：短期与长期差异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形势，时刻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兜住民生底线”，即“稳就业”

摆在关键位置，对于保持社会稳定、高质量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东部某省份的

调研发现，短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有效吸纳社会就业，但长期来看可能成为就业“困难户”。

具体来看：

1. 短期内充分显现就业“蓄水池”的作用

新冠疫情剧烈冲击下，在党和中央稳步推动复工复产的政策指引下，“稳就业”宏观政策

的效应日益显现，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蓄水池”作用得以充分释放。

调研发现，二季度以来企业经营状况有所改善，用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与 2020 年一季

度相比，二季度末样本企业用工总量环比增长 7.13%；与 2019 年相比，同期 27.27% 的企业用

工出现增长。分行业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功不可没：35.47% 的建筑业企业用工有所增加，比一

季度高 14.15 个百分点，位居 16 个调研行业首位；受疫情影响最大、经营状况受损严重的住宿

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同样展现了显著的就业吸纳能力，用工增加的企业比例，比一季度

分别增加 16.28 个、17.82 个百分点。

2. 长期上存在成为就业吸纳“困难户”可能

国内疫情成功防控，并不能完全消除企业对未来风险的担忧，主要体现为用工增长态势存

在调头下行的风险。针对企业的调研发现，用工预期增加、下降的企业比例分别为 12.56%、

12.21%，乐观的比例较低。其中，21.62% 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预计将减少用工，比重位居行业

之首；此外，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预期减少用工的企业比例

分别为 13.12%、11.63%、11.59%，均普遍较高。

此外，面临重大风险冲击时，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因机械投资、员工培训沉没成本较高，

削减就业人员反而带来更大成本损失，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先会通过减少人员来降低成本。

① 闫东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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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平时作为就业“蓄水池”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成为重大风险冲击时的就业“困难户”，

主要表现为用工增加、减少的“两极化”，不仅难以充当重大风险冲击下的社会就业“稳定器”，

也难以作为“稳就业”宏观政策的核心发力点。

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均衡

面对复杂多变环境、劳动力供需转变等，我们认为不应过度强调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作为“稳就业”、“保就业”的普遍、长远宏观政策，“十四五”时期应加快转向发展“人

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高质量实现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主

要原因如下：

1. 劳动力供给的结构发生明显转变

2019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 10.48‰，创 1949 年以来新低。2014 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

开始下降，这些都表明，大规模、廉价劳动力供给的局面开始转变。与此同时，良好教育体系

与卫生技术条件促进的人力资本积累，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90 年的 6.8 年增加至 2018

年的 10.5 年，预示着基于劳动力素质的第二波“人口红利”机会已经开启。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向“质量型”的“人才红利”转变，表

明我国劳动力供给发生质的转变：一方面，几十年发展中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产业人才，特别

是中国高技术劳动力人口增长较快；另一方面，过去五年国内大学毕业生近 3400 万，相当于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总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人才红利”，日益成为未来我国经

济增长中新的“人口红利”。面对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提升，未来过度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不仅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失衡。

2. 产业转移与转型改变劳动力需求结构

全球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环节逐渐从中国向东南亚、东盟等地转移，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

力的需求。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冲突等背景下，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海外建设工厂，采取迂

回战略直接面对美国市场、减少关税成本。

如果说产业转移对劳动力需求影响是全方位的，那么基于“机器换人”的产业转型，对中

国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带来更大、更长远冲击。实地调研发现，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

上升与低技能劳动力频繁流失等难题，多数制造业加速推进“机器换人”，劳动力的需求也从

低技能劳动力向技能型劳动力转变。在此背景下，企业对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特别是能熟练操

作高端机械设备的技能密集型劳动力需求，也必将日益旺盛。如德国“工业 4.0”率先走在全

球前列，即得益于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匹配的丰富技能密集型劳动力。调研中诸多的

就业难，也表现为求职人员不能满足企业技能需求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

3. 技能密集型劳动力需求存在较大缺口

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应对重大风险冲击，需要构建自己的技术和产品“护城河”。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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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产值约 57 万美元（高于国外最大同类企业 30%）的某高精设备制造公司，2020 年销售收入

预增 50%，对美出口超过 20 亿美元，恶劣市场环境下的靓丽表现，得益于高技能劳动力支撑下，

企业长期创新带来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产品，绝非一般劳动密集型企业可比。总体上，中

国对美出口的箱包、鞋类、毛衣等商品占比，从 2015 年的约 64%、54% 和 38%，下降至 2017

年的约 58%、48% 和 33%，进一步表征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下降。

供需不匹配，特别是“技能密集型”劳动力等专业型人才难以招聘，逐渐成为企业转型升

级的“拦路虎”。如依托“农户 + 网络 + 公司”的农村电商模式，实现农民从生产者转变为经

营者、农业从初级产品转化为商品，初期呈现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向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

的转型，不仅涉及到生产设备的升级，更离不开高技能人才的支撑。调研也发现，虽然总体就

业形势较为严峻，但部分技能型人才仍然表现为“供不应求”，二季度，企业认为最缺的是技

能型人才，具体为：51.4% 的企业缺少专业技术人员，44.7% 的企业缺少技术岗位操作人员，

28.06% 的企业缺少经营管理人员。

三、多政策协同：实现中国就业市场行稳致远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解决就业中，偏向于非技能型、低学历人员，且抗风险和不确定性冲击

能力弱。综合考虑劳动力供给结构、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趋向，大力支持“人力资本密集型”产

业发展，不失为实现“稳就业”与“产业转型升级”协同的优化方案。

1. 继续落实好市场主体帮扶政策

保护好市场主体，是实现“稳就业”关键。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不仅要继续落实好纾困

惠企政策，更要监测并解决好企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遇到的新问题，重点支持民营企业、中

小微“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发展。在此过程中，努力把扶持政策细化，提高政策精准度和可

执行度，增强政策稳定预期，如加大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以增强市场主体竞

争力、激发新活力，提高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稳定预期，实现就业市场的平稳运行。

2. 进一步细化产业转型引导政策

做好“稳就业”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协调，更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特别是做好长期、

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划，以久久为功的决心，保障就业市场行稳致远。首先要认识到，产业转型

升级，绝不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 / 技术密集型转型，对多数区域而言，应将产业附加值

提升作为转型升级判断标准，提高政策的精准度，如刺绣等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

简单“机器化”，而应该坚持和弘扬，而传统农业的机械化步伐可以加快。其次，对于迫切需

要转型升级的产业，不应该全国一哄而上，应从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角度，结合不同区

域发展现实，分区域、分梯次实施，实现产业转型与现实发展、就业供给相协调。

3. 培养支撑“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人才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与之匹配的高端技能人才，但“招工难、招工贵”成为当前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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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普遍难题。未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和人才的培育，重要方向是技能密集型劳动力，特别

是与产业转型相匹配的劳动力。对此，不仅要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更要强化职业教育与

现代产业体系的融合，如通过强化校企协同等模式，寓教于学，保障劳动力供给与产业发展需

求的匹配。此外，建议进一步强化企业对人才培育的引导作用，制定政企协作的合作教育机制、

试点特定大型企业自主发展职业教育等模式，从供给侧优化社会劳动力供给。

辩证看待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吸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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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格局下的产业链
刘志彪①

9 月 25 日，由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承办的“工信智库联盟 2020 年年会暨‘十四五’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南京举行。论坛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促进各界专家

学者对我国从“十三五”到“十四五”衔接过渡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进行

深入交流，为推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建言献策。本文是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刘志彪教授的演讲内容。

目前各界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双循环”进行解读：

第一种是从主与次的角度。认为过去的经济循环是以国际市场为主、国内市场为辅。全球

化运动是跨国公司发动的，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根据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

国内形成制造业的加工平台、装配生产，原材料也从国外取得，技术设备从国外取得，管理技

术从国外取得，然后在国内进行生产，再进行出口，即所谓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国际循环的

充分利用。现在“双循环”的意思，是把它改成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以后国外的循

环搬到国内来，国外循环占据次要的地位。这种认识导致目前很多人对于未来的经济很焦虑。

因为很多人认为，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开放实现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国可能就与世界脱

节了，会出现内卷化的趋势。

第二种认识就是从循环的角度。很多学者认为国内还是国外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循环起

来，循环起来就通了，就像人有病是因为某个地方不通，不通就会痛，痛是因为不通，所以打

通循环病就好了。不管是在国内循环还是在国外循环，只要通就行。把重点的研究放在打通生

产、打通分配、打通流通和消费。其中对于生产循环的打通，关键就是能够突破关键的核心技

术，在分配方面打通最关键的就是改变分配的规则，改变长期以来资本单一获取比较高的利润、

劳动力不能参与价值分配的这样一个分配格局，在分配领域当中利用政府手段进行操作。或者

是国家少拿一点，老百姓、居民多一点，政府多承担公共事务，把居民分配的底线垫高。在流

通方面打通主要就是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因为中国的市场不是统一的市场，还是分割性市场。

在消费方面打通，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扳倒中国居民头上的新四座大山，包括医疗、养老，如果

扳不了，就不敢消费。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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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格局下的产业链

第三种看法就是从封闭还是开放的角度。很多人认为面临西方强国的强力打压，中国国内

会加强自我循环，国家可能就要封闭了，不开放了，要利用自己的市场自己跟自己玩了，所以

他们把双循环看成是封闭经济的启动信号，从而对未来抱有悲观的态度。这个问题其实总书记

已经一再强调过，双循环不意味着关闭国门，不意味着不开放，而是更高水平的开放。

第四种理解，也是我的一种观点，把双循环理解为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的开始。基

本看法是认为中国过去的全球化是在客场进行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为中国

的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一方面，因为过去我们收入水平低导致消费水平低，从而导致我们的市

场规模不够。另一方面，我们的市场不够完善，比如市场结构是残缺的，市场机制是不完美的，

市场调节功能是不够的，市场信用也是缺乏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转轨当中市场有所成长，

但也没有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的经济循环大部分是在国外实现的，如 2007

年中国的进出加出口占 GDP 比重达到 67%，就说明中国经济主要部分都是在国外实现的。现

在这个指标大概是 30% 左右，还会继续下降，说明中国国内经济循环逐步在替代国外的循环。

这么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利用的是西方市场，我们的全球化也可以说是在客场进行的，像踢球

一样不是在我们主场进行的。里面具体表现很多，比如跨国公司向中国发出订单，由中国企业

进行代工生产，然后销售到西方市场去或者销售到全球其他国家市场去，这种加入全球价值链，

为跨国公司进行代工的基本方式。

总的来说，过去中国经济全球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不是利用自己的市场，而是利用了西方

市场。但是这样的全球化方式在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加上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疫

情，应该说已经走不下去，或者说已经到了必须要转换发展战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本身的经

济体量、我们的发展趋势也不应该继续利用别人的市场，而应该把全球化放在主场进行，所谓

主场就是利用中国内需进行全球化。这样一来，中国的市场不仅要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要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中国的贡献。过去如果说西方市场为

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要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是主场全球化的基本含义，

这就是总书记强调的，要把内需作为连接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主要通道，把内需作为中国进一

步开放的工具、手段和资源。

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或者说主场全球化最大的特色，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的竞争优势，如果

说它是生产要素比较便宜的优势的话，下一步的优势就是超大规模市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

参与未来竞争的主要优势。要素价格便宜不再成为优势，很多发达国家要素比我们还便宜，美

国这种国家干制造业，它的要素价格其实和中国差不多，有的地方比中国还便宜，除了劳动力

比较贵之外，但劳动力价格高可以被劳动生产率高所替代，无论是土地、能源、原材料价格，

哪个都比中国便宜。在这种情况下，还想通过要素价格便宜参与世界竞争是行不通的，而科学

技术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竞争优势，但是现在还不是。客观地讲，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乃

至于今后的绝对优势实际上是超大规模市场，不在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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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主场全球化之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除了中国为世界经

济增长提供动力之外，最重要的对中国来说，它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两大稀缺的东西，第一

个就是自主知识产权，第二个就是自主品牌。这两个东西在过去客场化进行当中是形成不了的，

没有一个国家的出口导向能够形成世界级的自主知识产权，从微笑曲线来看，发达国家负责研

发以及产品设计，我国只是参与代工部分，很容易被锁定在低端，学不会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

每个国家的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都必须在自己国家内需当中形成品牌、形成技术，然后逐步打

到国际市场上去，变成世界知名品牌。根本就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可以通过简单的出口实现品牌

和自主技术的要求，所以只有依托于内需才能发展国家的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这是最重要的，

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制造业本身的附加值，这是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或者主场全球化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我讲一下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可以断言，一方面发展

战略的重大修正，必然要求“十四五”期间以及未来时期对中国经济的很多方面进行改革和调整，

“十四五”期间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要体现双循环的思想，因此它必然会对“十四五”规

划以及未来中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当中所进行的

经济运行和改革，它又会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两方面相互影响。

从影响中国经济运行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个就是扩大内需乃至分配改革会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扩大内需问题从十八大

的报告就开始讲，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里面都有扩大内需的内容。但

是可以看到扩大内需的成效并不是非常明显。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要让中国的内需名列

世界前茅，现在中国内需总量是 100 万亿，仅次于美国。但是内需当中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

问题就是消费最终需求的比例低于世界平均很多，特别是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消费需求

占 GDP 的比例一般要占到 60-70%，甚至将近 80%，而中国的比例较低，总体来讲大概是不到

60%，投资占的比例高。第二是政府在这个里面的支出比例高，国有企业占的比例高，民企的

比例比较低。第三是内需结构高度不均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太高，因为消费的边际效应不同，

即使经济增长，内需扩大也较少，因为穷人消费不起，富人不会再增加额外消费需求，作为消

费的主力军，中产阶级占比较低。

扩大内需以及分配改革，决定未来中国是不是可以形成双循环的基本格局。这是一个很简

单的道理，因为要把内需作为参与世界竞争的工具、手段和资源，我国要继续扩大内需，尤其

是来自于居民消费需求。现在我们的内需大部分是投资，大部分是政府投资，它不是最终居民

消费需求，这是一个大问题。

要进行分配改革无外乎就是初次分配改革和再分配改革。初次分配改革除了要解决资本和

劳动收入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外国人的收入和中国人的收入比例，像江苏 GDP 比例很高，

GDP 总量很大，外资占的比重很高。但是 GDP 分配当中外国人拿得多，本地居民拿得少，中

央拿得多，地方拿得少。江苏要向浙江学习，更加充分地发展民营经济。另外再分配改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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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政府分配、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所进行的分配与居民分配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说政府

要少一点，而是政府的支出方向要有所改变，最关键的问题是让政府的支出从发展职能更多转

向公共福利职能，提高公共福利，解决目前中国人均 GDP 虽然蛮很高，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很

低的问题。前一阶段舆论热议 6 亿人口可支配收入只有 1000 元，这个比例很低。政府支出用

于居民的公共福利，居民公共福利提高以后，就垫高了居民消费的平台。

第二个就是国家会把统一市场的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作为政策优先考虑的地位。

统一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在于双循环要用国内的市场逐步去形成推动国内经济循环乃至世界经

济循环的力量。没有统一的市场，市场是分割的，是没有市场实力的，是碎片化的，功能是残

缺的，这种情况下市场很难成为内循环的支撑力量，也很难成为把内循环和外循环连接起来的

力量。这一点从外贸可以看出，国内很多企业家为什么不喜欢做内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内贸市场不够完善和发育，经常是不讲信用的。但西方是讲信用的市场合作，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们取得的利润率可能比较低，但更愿与西方企业做生意，商品一年可以周转四次，国内一年

一次都周转不了。你国内利润率可能达到 50%，国外 20%，但周转四次就是 80%，还是划得来。

这是国际经济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推论和命题：国内市场发育不良，导致国内企业更愿意选择

出口。再举一个例子，市场统一不了，国家很难用这个力量支撑新的全球化战略。比如汽车行业，

汽车的规模经济曲线决定了它至少年产量 200 万车辆以上，中国几乎没有企业可以做到。原因

也很简单，每个地方用行政力量保护自己的地方汽车，可以发现你的市场虽然很大，但可利用

的程度很低。如果市场不统一，一定支撑不了内循环，更支撑不了用内循环联系外循环的力量。

这是基本背景，这个背景是目前国家把很多的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来推进的重要原因，比

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协同发展，甚至现在还有

中部地区、黄河流域等等。过去地方的战略现在纷纷开始国家化，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

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市场一体化，通过它的市

场一体化推动这个地方经济一体化。中国未来这些地区如果都一体化发展，那么区域之间相互

开放，全国统一市场就形成了。一开始如果就搞全国统一市场，不容易搞起来，因为中国地方

差距比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长三角是最有可能、最有条件率先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地方，因为长三角历史上有天然的联系，地理相近，文化相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相似，所

以这个地方搞一体化是最有条件的，如果这个地方搞不起一体化来，可以断言中国搞不起一体

化。但是长三角一体化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就是中国的行政区经济，涉及到地方政府职能问题。

所以下一步推进一体化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要通过区域统一市场，逐步建设中国统一大市场，

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换建立一个基础。很多人说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是为了形成经济增长和改

革开放的高地，我认为这不是主要方面，因为长三角历来就是增长极和改革开放高地，其实它

更深层的含义是为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中国统一市场形成提供榜样、典范，这是向市场

体制转轨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统一市场的范例，在这样一种转轨经济体中形成统一体没那么容易，

“双循环”新格局下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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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涉及到政府职能改革。

第三个就是未来中国的产业链会出现一些新的现象，比如，产业链及其全球价值链过去是

服从跨国公司规则，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的产业链链主的主导下形成新的规则。在双循环

的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中国的链主，其方式是通过产业链的链长制度，通过链长与链主之间的复

杂互动，以及并购、联合、集团化、区域化、集群化的形式，实现中国链主主导的全球产业链

集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助加速推进这个过程。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搞产业链链长制，其实是一

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体制创新。

第四个就是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创新链三链合一。中国过去加入全球价值链

有助于中国企业全球化升级，但是由于会受制于价值链链主的阻扰和压制，使产业升级过程变

得比较困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内循环形成国内价值链，然后通过开放形成以我主的

全球价值链。我国如何逐步地从跟随者到并跑者、领跑者的过程当中，形成中国参与、加入或

者主导全球创新链的格局？现在“双循环”给我们一种思路，因为中国市场在双循环体制下就

是开放市场，通过开放形成了中国市场的全球化。过去两个市场，一个是全球市场，一个是中

国市场，对企业来说是相对分割。但双循环下中国市场就是开放市场，所以中国市场成为了全

球市场的一部分，市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主要看你开放不开放，开放就是，不开放就不是。

比如南京市场对南京开放就是南京市场，对江苏开放就是江苏市场，对长三角开放就是长三角

市场，对全中国开放就是中国市场，对全球开放就是全球市场，所以全球市场是根据开放不开

放来划分的，而不是根据区域来划分。在内需对全球开放的情况下，意味着中国市场和全球市

场融为一体，不再是封闭状态，因此中国国内价值链其实跟全球价值链以及创新链连在一起就

可以实现。

第三个问题，双循环新格局对中国产业链的具体影响。第一个，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

中国的全产业链形成过程会比过去要更加显著，因为过去中国加入是产品内的分工，也有人叫

做产品内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把一个产品的生产环节、生产片段、生产车间、生产部件分拆

了很多方面，向效率最高的国家进行分布，哪个地方效率最高就把生产过程放在哪里，这是他

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跨国公司在这场全球化当中把全球市场当成自己的工厂。但是随着发展，

现在这种状态正在改变，跨国公司产业链纵向缩短，横向回归区域性集聚，这个格局未来、现

在都在发生。未来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方法可能基于过去形成的产业集群基础上，参与全球竞

争的方法不是工厂竞争跨国公司总部订单，而是集群的竞争，因为中国的企业加入产业集群和

加入全球产业链作为基本特征。根据这种情况中国未来产业链会在国内形成比较长的循环，产

业链会拉的比较长，不像过去把原料买回来简单加工到市场卖掉就完了。未来中国产业链循环

会很长，它必然的结果就是产业链的加工制造过程拉长，产业迂回化的过程加大，国内对他的

投入会增加，同时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产业链的附加值会提高。

第二个，中国产业区域集聚程度更强，逐步演化为全球产业链集群。中国沿海地区参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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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竞争的主要方式就是加入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抱团加入跨国公司产业链，这种方式逐步会演

化为在这个集群当中分布比较完整的产业链，通过开放、通过地方政府的强链补链逐步形成全

产业链格局参与国际竞争区域化的全球产业链集群方式。

第三个，未来中国的链主会大量出现。中国产业升级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链主，因为

我们内需市场很大的情况下，在以内需为主的全球化下，中国市场会向世界发出很多的订单，

因此需求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会逐步形成，这个里面的链主就是中国企业，随着技术创新发展，

随着内需扩大会给世界提供很多机会来中国发展，因此到中国来创新创业会逐步形成以创新驱

动或技术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链主，这是可以预测到的格局。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双循环发展格局形成的关键，四个字：

对内开放。过去我们是对外开放，现在应该是对内开放，而且要把对内开放问题放在比对外开

放还更重要的位置进行处理。如果不是对内开放就没有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国内市场的循环形

不成，国内市场封闭怎么用内需？主场全球化怎么实现？都是比较直接的逻辑，不需要推论。

过去中国在改革方面比较多的注重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因为对外开放之

后让国人看到国外的国际规则，对国内的体制产生冲击，这个似乎是一种比较聪明的改革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所谓为开放倒逼改革是有限的，因为它会遇到利益集团的限制，

当改革遇到利益就会停下来。所以进一步开放必须对内开放，对内开放改革动力就形成了，对

内不改革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对内开放最核心的就是对中国公民开放，不要什么很具体的东

西，只要对外企、本土企业同等对待。比如对外国企业是这种待遇，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都一样的待遇，这种平等化的过程就是对内开放，当对内开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的

市场就统一了。现在我们政策的特点，一是选择输家或赢家，要么给支持、给优惠，要么不支持、

还打压，对民营经济支持和优惠很少，什么弹簧门、玻璃门、高低门、旋转门，不公平、有歧视。

一视同仁就是对内开放，当对内开放实现对民营经济平等化的时候，中国企业就有了强大的竞

争力。凭中国人的智慧和辛劳，参与国际竞争没有任何问题。所以高水平对内开放一定会带来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企业可以走到国外，不仅走过去，走进去、走上去都能实现。二是按区域

实施政策，带来的是洼地效应，通过洼地吸引资源。这种政策有巨大的副作用，每个地方的政

策都是不同的，竞争条件各不相同。今后的趋势是不要制造人为的政策洼地，如长三角不一定

处处去争取自贸区，不要再给长三角的地区制定一些各地不同的优惠政策，而要政策统一，各

地政策都一样了，那就在政府层面一体化了，留下的就是企业的效率竞争。除了交通运输成本

这个客观因素之外，没有政策的差异，市场就统一了。所有一体化和非一体化的区分，就是因

为有政策上的壁垒，而不是其他因素。所以说一体化的过程，事实上就是整个对内开放的过程，

能够实现这个，统一市场和双循环就形成了。

“双循环”新格局下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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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区域统一市场建设，逐步形成中国
强大的、统一的大市场

—— 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基础
刘志彪①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

资空间。这是对中国过去参与全球分工方式的一个重大修正，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转换。

“十四五”规划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体现这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它对未来中国经济运

行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扩大内需和收入分配改革会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基点，但是这些年我们扩大内需的成效并不是非常显著。

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提出要让中国的内需名列世界前茅，现在中国内需总量大约是 100 万

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虽然人均水平还有待提升，但是总规模已经不小。不过我们的内需

当中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消费性的最终需求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数，特别是低于发达国家很多，

后者居民消费需求占 GDP 的比例，一般要占到 60%-70%，甚至 80% 左右，而中国的比例大致

在 60%，这说明最终需求中投资占的比例高。第二，最终需求中政府支出的比例高，国有企业

占的比例高，民众的比例比较低。第三，内需结构不均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太高，因为消费

的边际效应不同，即使经济增长，内需扩大也不多，因为低收入的人消费不起，高收入的人边

际消费倾向递减，作为消费的主力军，中等收入者占比较低。

扩大内需以及分配改革，决定未来中国是不是可以形成双循环的基本格局，这是一个简单

的道理。内需是中国未来参与世界竞争的工具、手段和资源，我们只有继续扩大内需，尤其是

扩大来自于居民的消费需求，才能够真正把世界工厂转换为世界市场，转换为世界的需求中心，

才能用中国的市场为中国经济成长和世界经济复苏做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我们的内需大部分是

投资，是形成生产能力的供给，而且大部分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它不是最终的居民消费

需求，这是一个亟待调整的结构性问题。

要进行分配改革，不外乎就是初次分配改革和再分配改革。初次分配改革除了要解决资本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



643

过区域统一市场建设，逐步形成中国强大的、统一的大市场
——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基础

和劳动收入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外国人的收入和中国人的收入比例，如江苏 GDP 比例

很高、GDP 总量很大、外资占的比重很高。另外，再分配改革就是改革政府分配、政府通过国

有企业的分配与居民分配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说政府要少一点就合理，而是说政府的支

出方向要有所改变。政府的支出方向体现政府的职能，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政府的增长与发展职

能，更多地转向公共服务和福利职能，提高社会成员的公共福利水平，解决目前中国人均 GDP

水平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之间悬殊大、不匹配的问题，解决 6 亿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1000 元的问题。政府支出如果大幅度地用于改善居民公共福利，就相当于给居民消费增加了安

全垫和护城河，居民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花钱和消费。

第二个方面，就是“十四五”期间，统一市场的建设会作为国家优先考虑的基础性改革。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市场

建设的重要性，在于新发展战略要用国内市场的力量去拉动国内经济循环，使中国市场成为推

动世界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因此如果没有统一的市场，市场处于分割状态，是碎片化的、功

能残缺的，那么这种市场就很难成为内循环的支撑力量，据此也很难把内循环和外循环连接起

来。具体来说，一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商品市场发育非常充分、市场功能也很完善，

但是我们的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土地、高级劳动力、资本市场等功能不完善。这极大地

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化产业链建设，使国内经济循环出现堵点。二是国内统一市场建

设迟缓，内循环将难以正常开展。以外贸实践为例，国内企业家为什么不喜欢做内贸而更愿意

做外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内贸市场不够完善，比如信用程度较低、交易费用较高，而

发达国家的市场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虽然与发达国家企业做贸易取得的利润率可能比较低，

但跟其做生意资金一年可能周转 4 次，国内 1 年可能只周转 1 次，因此即使国内利润率可能达

到50%，国外只有20%，但周转4次就是80%。这个问题是国际经济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推论和命题：

国内市场发育不良，会导致国内企业更愿意选择出口。三是如果统一市场形成不了，那么国家

就很难以这个力量去支撑新的全球化战略。比如轿车行业，其规模经济曲线决定了它至少年产

量 200 万辆以上，中国几乎没有企业可以做到。原因也很简单：每个地方用行政力量保护自己

的地方汽车厂，因而我们市场规模虽然很大，但可利用的程度较低。如果市场不统一，一定支

撑不了内循环，更支撑不了用内循环去链接和拉动外循环。

上述基本背景，是近年来国家把很多的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来推进的重要原因，比如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协同发展，甚至现在还有中

部地区、黄河流域等等。过去的区域战略现在纷纷国家化，这个目的就是要通过国家战略来推

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市场的一体化，通过市场一体化，可以有效地推

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未来这些地区如果都实现了经济的一体化协调、协同发展，那么只要

我们在此基础上推动区域之间的相互开放，全国统一市场就逐步形成了。所以下一步推进一体

化，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区域统一市场建设，逐步形成中国强大的、统一的大市场，为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换建立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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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新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刘志彪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

局上争做示范，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江苏在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同时，要深刻

思考自己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角色的新定位。

在新发展阶段中，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在

实践中应该把这种逻辑关系作为发展战略的行动指南。它们之间是指导思想、实现途径和发展

结果的关系，即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逻辑关系，本质上是

由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必须完成的新任务新要求决定的。“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在确保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只有依据新发展理念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

个矛盾，既要靠高质量发展，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充分的就业、更优美的环境等，

也需要有符合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来配合，更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来实现。

因此，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这三者，都是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这一

根本目标的措施，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抓手。

在新发展阶段，江苏要按照总书记要求，对自己在全国的发展地位和角色有新定位：在改

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要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要争做示范；在率先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要走在前列。经过“十三五”期间高质量发展，江苏对自己的这三个角色

定位更有信心。2014 年，总书记就为江苏绘制了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

度高”新江苏的宏伟蓝图。这些年来，江苏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顶着经济全球化“逆风”，

沿着“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坚定前行。如重点培育了 13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产

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科技创新 40 条”，激发创新活力。2019 年，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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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21.8%，比 2015 年提高 2.7 个百分点，全国有超

过 20% 的高新技术产品来自“江苏制造”，全省生产总值连续迈过 8 万亿元、9 万亿元人民币

台阶，今年有望突破 10 万亿元大关。这为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

了优良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江苏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坚

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第一，江苏要在坚定实施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把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战略转换为基于内

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江苏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是极其成功的，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的

最大获得者之一。同样在转向国内市场大循环的今天，也是需要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上努力拼搏、奋力向前的地区。当前而言，扩大内需的关键之一，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

在于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优势地位的收入分配结构。因此“十四五”期间江苏要努力调整现有

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并为此制定新的战略和政策。

第二，要把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省内全域一体化、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任务，体现在改革政

策设计的优先次序中。实施新一轮的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一个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强

大国内市场支撑或超级市场规模的优势，该市场可以为全球的资源和要素提供增长与发展的机

会。这一逻辑必须在我省“十四五”规划中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坚决的贯彻实施。要素市场改革

是区域一体化和统一市场形成的难题，也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

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重大调整的基础，为此江苏必须着力在这方面的改革创新上争当表率，

在“十四五”期间有实质性突破。

第三，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高质量发展，江苏要建设各类虹吸全球科技创新资

源的平台，这是江苏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措施和途径。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

庞大的内需将会为全球先进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创造巨大的发展机会。

江苏只有大力吸引各类技术和人才，才能真正促进创新的突破和高质量发展。

第四，江苏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把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心，放在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主导的现代产业链和产业链集群建设上。自主品牌、自有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只有在内需主

导的企业竞争中才有可能完成。因此在基于内需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省的产业政策

和科技政策要利用好庞大的内需，顺势去激励企业和地方政府，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

的现代产业链，集中资源更高标准地建设若干全球产业链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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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海南开放新格局战略定位和意义 
——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相关“贸易”政策精神解读
吴跃农①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充分考虑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着眼于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的一个新的重大

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深刻现实意义的大事。

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过渡期、经济新常态，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亟待通过扩大开放倒逼改革，实现开放与改革的良性

互动。在此形势之下，海南迎来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新发展机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是

全岛 3.54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具有宽广富足的发展空间，更有切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政策空

间，有望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自贸港。

海南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但显然并不是最强的经济特区，由于历史及现实的

原因，海南特区之“特”彰显度还远不够，其经济特区 30 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但与

预期是有些差距的，如 2016 年海南全省创造的 GDP，低于民营企业苏宁集团的年营收；2017

年，海南进出口总额 702 亿元，仅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0.25%。海南还只是一个以旅游为主业的、

以房地产业起步的、较依赖自然环境老本的一个“特区”。

然而，海南的发展潜力巨大。党中央明确地提出，海南具有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

水平开放政策的独特优势。党中央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考

虑到海南的建设基础和消化执行这一系列开放政策的过程及难度，明确了其分步骤、分阶段建

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2020 年 6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这是党中央着眼于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中央将其视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节点，“大局”“重大战略决

① 吴跃农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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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大事”这样的表述无疑更加彰显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制度

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

出一项，行稳致远，久久为功。

明确海南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时强调，经济特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握好新的战略定位，继续成为改革开放

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改革开放的开拓者、改革开放的实干家。党的十九大报告

也明确指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一切皆代表着党

中央对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有根本性的改革举措考虑。

明确海南全面开放、分步骤实施。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

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这是党

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彰显我国

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

要求海南广大干部群众抓住机遇。海南省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挥自

身优势，大胆探索创新，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

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海南在开放新格局中的重要意义。2018 年 11 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中国将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

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这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将带动形

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将在五个方面加大推进力度，

海南自由贸易港赫然列入其中，通过打造海南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标杆作用，加快激发进口潜力、

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和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海南在新时代开

放新格局中有着特殊的实践和推进的“基地”作用，成为新时代开放五点关系中的有力“连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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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美国创业企业快速增加之谜
吕  枫①

随着今年三月份疫情在美国爆发，各州先后实施居家令，全社会消费活动骤然被遏制，疫

情持续下先后有大量企业关门。五月居家令放松，六月开始小微企业新增数量开始明显增加。

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数据显示，2020 年新增企业数量意外上升，数量超过

2019 年同期 18% 以上，是自 2007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小微企业是美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特色，它不仅解决美国 50% 以上的就业，而且也是美国科

技长期不断突破天花板的最强大的动力来源。在公平竞争的基本思想下，美国长期以来重视破

除垄断和促进自由竞争，通过弱化政府干预、立法营造公平市场环境、破产保护等方法，设法

减轻小微企业从建立到发展运营以及退出的各种负担，以此强化由自由市场竞争产生的经济发

展力量，维持和加强国家的整体实力。

长期以来，美国初创企业的失败率在 90% 左右，虽然失败率高，但是对进入和退出同样宽

容的法律与文化环境，在经营失败时，不仅让创业者可以公平安全退出，更保障了创业者再次

创业的可能性。这种并不可怕的“九死一生”，让相当多创业者得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

或多次创业。而成功的 10%，往往从产品 、市场到管理都极具竞争力。在美国与全球平均创业

环境各项指标的比较图上，可以看到美国在文化环境和投资能力两项明显超出全球平均水平，

而政府直接参与度则较低（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美国因此在综合创业环境中长期居全球榜首。

优秀的初创企业解决问题的角度往往与业内传统方式完全不同，因此常常带来意外突

破。十多年来，美国初创企业的分布进一步向科技型或传统与科技混合型企业转移。Airbnb，

Uber，Facebook，Tesla/Space X，这些企业初创起点是想解决例如住宿、出行、交流等传统市

场需求，但是它们的思路都很不“传统”。互联网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社会，而 Space X 近几年

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创新，更是将美国人常说的“The sky is the limit” 变成了“The sky is 

NOT the limit”。

今年以来美国新创企业大量增加，有短期原因和长期原因：

短期原因：

① 吕枫，美国诺尔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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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带来新机会

互联网和高科技行业由于具有可以居家办公的特点，大多数不仅成长未被打断，而且疫情

之前已经开始出现的不少商业新生态，在人们面对面互动受阻的情况下反而迅速发展。例如

Netflix 和 Hulu 先后推出“Party”，Jamboard 和 Canvas 加强细化了线上课程的电子白板功能，等等。

疫情居家突然“多”出来的时间，使一些人长期搁置的对专业学习或兴趣充电的需求变得有时

间实现，五花八门的一对一或一对多线上教学比平时大为增加。线上个性化订餐，远程线上健

身等需求也大量增长。小微企业对解决这些需求具有明显优势。

纳斯达克指数由三月疫情开始时的 6800 点左右，随着疫情扩大一路攀高，九月开始反复

触及 12000 点。纳斯达克指数反应的不仅仅是上市科技企业的成长，更反映向这些大科技公司

提供外包服务的千千万万家小微企业数量和体量的巨大增长。这些增长有效填补并支撑了因为

疫情而塌方的一些行业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企业本身也带来了新市场，由此产生了更多

例如网页设计、广告推广、物流等等服务于新增企业的小微企业。互联网领域高速增长，是这

半年多来经济的显著特点。

除互联网行业外，由于大量时间在家度过，与提升家居品质有关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同样激

增，这包括家具及家居产品，建筑材料，宠物用品，运动服装及器材，各种游戏玩具，园艺种

植类产品等等。

可以预见，随着疫情延续直至疫苗普及后正常消费回归，消费方式还会持续变化，而变化

往往最能带来商机，最先发现新商机的往往是初创企业。

2. 充足的现金

除了救助航空公司和酒店业等受疫情打击最大的行业外 , 美联储的救助计划还重点深入到

中小企业和家庭，以保证创业者有资金、消费者保持消费能力。例如在 4 月 9 日公布的总额 2.3

万亿美元的信贷救助计划中，针对中小企业贷款资产购买，家庭和小企业的贷款（学生贷款、

车贷、信用卡贷款等），以及针对小企业的雇员工资保护计划（PPP）总计占到 1.05 万亿，之

后又有追加。在发放各种贷款的过程中，银行作为发放通道，收取各种手续费，银行收入得到

弥补。例如，PPP 贷款的发放，银行手续费为 1%（200-1000 万美元）至 5%（35 万美元以下），

手续费由政府支付。这一系列动作，带来目前美国三倍于上次衰退时的个人储蓄率。

由来自商务部的统计图表可以看出，在三月疫情开始时，消费急跌而个人收入反而骤增，

消费因此被强力拉动。经过疫情初期的紧张担忧后，五月开始，带着对疫情常态化的预期，美

国基本上重回正常生活。在旅行影院度假餐饮等活动长期受限的情况下，原本用于这些部分的

支出，开始寻找新的消费方向。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自五月开始美国个人消费连续五个月保

持上升，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九月回到了 100 以上，十月继续上升。在十月份还明显观察到汽车

及服饰类产品消费比例增加，这显示消费增加的部分已经逐渐离开直接与疫情相关的领域。强

大的消费能力让找到并能满足新需求的企业迅速实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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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封城”并没有封闭经济活动

美国各州自疫情开始一直规定“必要商业”需保持营业。“必要商业”包含的范围很广，

包括超市杂货店工具店，食品加工企业，大多数工厂，所有物流企业，所有医院诊所药房，仓

储企业等等。即使在各州居家令最严格的阶段，社会也维持在半运行状态。虽然银行和政府部

门办公室全部关闭，但是所有线上服务继续开放，企业注册和开设银行账户等均不受影响。

基础性的长期原因：

1. 社会形态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流行在自治逻辑基础上建立共同体。在美国基层社会，由多如牛毛的

各种自治社会组织层层嵌套形成，而优秀个体与自治组发展壮大带来的双赢多赢，是美国式繁

荣的逻辑起点。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热衷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最广泛的民情让整个社会运行在

一个巨大而细致的自发秩序上，并且随时自发调整。陌生病毒给人类带来了全新挑战，现在看来，

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的最大力量并不是美国政府，而是这个自发秩序。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护弱

者，设法减少社会损失，同时不干扰这个自发秩序。

这个既英雄主义又现实主义的自发秩序，让人们在经济行为中一边主动出击一边审时度势。

疫情产生的失业和半失业人群，视困境为新机会，积极创办各种业务，哪怕起始微小。在所谓

政治家们争吵不休、经济学家们担忧疫情将带来严重后果时，人们早已各自行动，在完全陌生

的疫情中熟稔地进入危机时的自发秩序。

2. 成熟的信用体系

长期存在的全民诚信系统以及社会对非诚信的高度不容忍，培育了成熟的信用体系。疫情

开始后，在这一信用体系下，陌生人之间以个体为单位参与商业交换的比比皆是，被严重改变

和打散的生产生活和市场要素，迅速巧妙组合并不断优化，形成了形式各异的大小商业体。

例如 Fedex，Amazon，Microsoft 这样的超大型企业，由于疫情带来市场需求突然暴增，在

自身扩大规模之外，同样积极纳入大量新增小微企业个体，在评估合乎资质和系统培训后将它

们作为外包伙伴，而并非下属公司或直接雇员。这样做的优点在于，大企业在尽量不增加管理

成本的同时不仅可以迅速扩充业务，还能充分发挥小微外包合作者个体活力，让它们在成熟大

公司建立的框架下自由竞争。大企业也给这些小微外包企业相当的自由度，让它们能在不同环

境情况下给客户提供创新的个性化服务，自主贡献。最终大企业、外包小微企业、消费者得以

三赢。这些小微外包合作伙伴的不良商业行为可能会损害大企业声誉这一隐忧，在健全的信用

体系下，由于创业者对各自信用的珍视，也被最大程度避免。美联储地区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将近 90% 的公司依靠企业主的个人信用评分获取贷款。疫情期间，信用制度更使银行和贷款公

司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让各方资金迅速进入新生企业。

3. 食品等必需品供应保障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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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值占美国 GDP 不到 1%，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强大的农业以及高

效率高产能的食品加工企业，保障了即使在疫情初期比较慌乱的四月，食品价格上涨幅度也只

有 2% 左右，随后很快被自由竞争下的充足供应自然平抑。美国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二季度

上升 7.4%，年初中国等主要出口国家被疫情打断的出口产能也早已恢复。物资供应充足给原本

就天性乐观的美国人有力的心理支撑。

启示和展望

自五月开始，核心耐用商品订单大涨，六月和七月继续大幅增长，之后增长放缓但仍然保

持稳定，就业持续恢复，失业率在十月降低到了 6.9%，当年通胀率保持在 1.4%。这些较为乐观

的经济指标，尤其是耐用品订单，通常会让经济学家们欢欣鼓舞，但由于全球疫情远未结束，

学者们在表示谨慎乐观的同时，也存在对 K 型复苏的担忧。在企业界，不同行业在疫情中的经

营处境也完全不同。

消费能力强大是美国经济的特点，高消费力带来的巨大动能无疑是这次美国迎战疫情的内

在能量。在二季度下降 31.4% 之后，美国经济在三季度迎来 33.1% 的增长，其中由消费带动的

占 40.7%，财富创造水平为 16.7%。当然我们也知道，消费能力从来不是美国的问题，而生产能

力却可能是。根据 2017 年统计，在构成美国 GDP 的几个主要产业里，文化娱乐占比约 30%， 

金融和房地产占比约 25%，石化、航天航空、电子和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

占比大约 25%。金融房地产和制造业这次受疫情影响不大，有些还有增长，但是占比很大的文

化娱乐产业可能因为病毒长期存在受到持久影响，疫苗在这些行业的复苏上扮演重要角色。

毫无疑问，在疫情中相当数量小微企业的创办，是由于失业者急于寻找出路，又想抓住迅

速涌现的市场机会，同时还有美联储向经济运行海量注入资金这一背景。这些新创立的小微企

业互相竞争又互相支撑，和以往一样，会不断有人退出和加入，延续健康的新陈代谢。与以往

不同的是，在疫情中失去并且很难修复的产业需要它们来填补，新创企业必须不断灵活组合，

才能形成疫中疫后的产业新队列，最终让经济和社会回归安全增长。

11 月 9 日，辉瑞公司宣布旗下实验性新冠疫苗有效性超过 90%，如果不出意外，辉瑞与德

国伙伴企业 BioNTech SE 一起，年底前可生产出供大约 2500 万人接种的 5000 万剂疫苗，2021

年达到 13 亿剂，世界范围内其它企业也会加入生产。疫苗虽然给这场颠覆人们日常生活、撼

动世界经济的疫情带来终场信号，但疫情带来的深刻长远影响远未结束。未来经济领域的变化，

也许已经存在于现在还不知名的新创企业里。

今年以来美国创业企业快速增加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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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长江经济带建成双循环主动脉
张月友①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是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新定位，赋予了其在应对国际国

内形势变化、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重要历史作用新使命。

2020 年 11 月 14 日，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南京召开。这次座谈会是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的第三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第一次是 2016 年 1 月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召开，

第二次是 2018 年 4 月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召开。本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使长

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这是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新定位，赋予了其在

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重要历史作用新使命，明确了我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启航地区，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特别是重庆、湖北和江苏三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巨大推动力量。

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双循环主动脉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协同、创新、开

放三大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应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长江经济带连接南北，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覆盖 11 个省市，面积占全国的 21.4%，

集聚的人口和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 40% 以上，进出口总额约占全国 44%，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约占全国的 43%，研发经费支出约占全国的 44%，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是我国创

新驱动的重要策源地和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该区域地少人多，经济二元结构和区域

不平衡发展特征突出，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按上、中、下游形成三级阶梯，呈现我国东中

西部相似发展特征，产业结构与全国相似度高。当前我国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复

杂变化，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使其对全国的辐射带动示范作用进一步

显现，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对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

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

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濒临黄海与东海，地处

① 张月友，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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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交汇之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中游的长

江中游经济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上

游的成渝经济区是中国四大地区中唯一一个地处西部内陆的地区，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

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城镇化区域。其中，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有技术、资金、管理、 市场信息

等优势，而上游和中游地区有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使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大

动脉，就是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明确自我发展定位，以产业链为整体，

结合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搭建区域间产业转移促进服务平台，引导长江经济带地区间产业合

作和有序转移。比如引导下游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推进

安徽皖江城市带、江西赣南、湖北荆州、湖南湘南、重庆沿江、四川广安等国家级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建设。

推动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双循环主动脉，核心是要基本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推动

该区域成为引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支撑全国统筹发展的重要引擎。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完

善区域创新体系。就是加强上中下游合作，统筹协调各区域的技术创新主体，建立共同参与、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第二，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就是加强

统筹规划、共建共享，推动面向长远、技术先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实验室建设，提

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水平，增强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第三，加快科技创

新成果转移转化。就是探索建立长江经济带技术交易网络平台、技术转移中心和知识产权交易

中心，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改革，推动建立统一要素市场，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

垄断，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第四，激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就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基地，打造

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并为全国服务的产业链供应链。

推动长江经济带内陆腹地成为对外开放新前沿

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双循环主动脉，要进一步提升该区域对外开放地位。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推动长江经济带全域深入参与国际循环。这要求优化开放布局，加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

高地，提升沿边开放水平。第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这意味着，

要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积极拓展“一带一路”贸易市场，推动自

由贸易区建设。第三，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长江经济带进口贸易发展。这是

因为，只有和国际通行的高规格经贸规则相接轨，才能够在参与国际循环中增加全球对中国的

接受度；也只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才有利于输出中国话语权，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而大

力发展进口贸易，不仅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有助于推进全球多边贸易发展，也能满足国内消费

升级需要，从而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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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需要三重突破
刘志彪①

产业链现代化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所作出

的重大谋划和部署。产业链现代化是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具有长远的、基础的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是对我国产业链现实水平的实战状态下的压力测试。我国完备

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同时也暴露

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和不足。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增值能力较弱，成为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在产业关联关系的突破上，需要培育更多掌控产业技术的“隐形冠军”

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就是国家的基础产业。产业基础的能力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产

业的加工装配制造能力和水平。夯实这些产业基础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上造就大批“隐形冠军”，

需要在国家现代化规划的顶层设计中，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政府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

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根据产业升级的紧迫性，重点选择产业集群中的头部企业，鼓励其通过纵

向合并等方式，联合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把资源和要素集中投放在这些知识技术密集

的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把技术一层一层地往上做、往上提升，再逐步向上延伸产业链，掌握

产业链中不易被替代的那些核心技术。这方面可以学习日本经验。

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从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开始做起。大

企业尤其是实力比较雄厚的国有大企业，比较适合做那些需要连续不断巨额投入的“累积性创

新”事业，而大量的、从无到有的跳跃式、颠覆式创新，要发挥众多经营灵活、创新动力强的

“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的首创精神。目前，大的从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到飞机发动机，

小的从圆珠笔球珠、高铁螺丝钉到电子芯片、微电子导电金球等，都是我们在产业链上的软肋。

为了打破跨国公司对这些高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的垄断，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产业特点和性

质，分别让不同的企业去进行长期的研发、创新和突破。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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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需要三重突破

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两种精神对于培育“隐

形冠军”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一般来说，诸如工艺流程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提高等维持现行

秩序下的渐进性创新，需要学习和强调日本式的工匠精神，比如：精益求精、刻苦工作、用户

为上等；而如果我们追求的是那种必须从无到有的或带有破坏性特性的创新，光凭工匠精神是

无能为力的，必须形成容忍失败的鼓励创新的文化，要学习和发挥美国式的、毁灭性破坏后再

生的企业家精神。

在产业组织关系的突破上，要培育更多具有市场势力的“链主”

产业控制能力的最终控制力，取决于全球价值链上的参与者对其特有的治理体系和结构的

把控能力。

全球价值链上的“链主”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之所以可以做“链主”，往往是因为它具

有两种优势：一是市场优势，二是技术优势。前者形成市场需求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以市场中

的品牌、设计、需求、营销、网络等为优势，向全球生产商发出采购订单。如在零售超市、电

子商务中就存在这种超级的“链主”。后者形成核心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以设计、研发、

技术标准等为优势，组织供应网络中的企业群体进行生产。如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等产业，就存在着大量的这种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链主”。总之，这些“链主”

要么通过市场需求订单、要么通过技术诀窍供给来给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制定、执行和监督规

则，并最终获取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的主要收益。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首先要依据产业性质，构建或培育具有这种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国公

司。没有这些在全球竞争中具有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缺少以技术为基础的全球

价值链“链主”，就不可能有中国制造强国的地位。过去我们提出来的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其实从产业组织关系看，就是要在产业链上培育“链主”。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建设市场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把全

球供应商纳入自己主导的分工网络。一方面，可以通过推进以电子信息网络支持的零售企业的

大型化的方法，让这些大型商业巨头形成寡头垄断竞争格局，既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相互之

间又有一定的竞争。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中国企业沿着“制造—零售”产业链进行前向的纵向

一体化投资活动，或者鼓励制造企业收购兼并国外的品牌、网络、广告、营销系统。这些活动

将产生价值链上的“链主”效应。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可以利用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一是微观上可以在“卡脖子”

的关键领域适当集中资源和要素进行攻关；二是宏观上可以集中力量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的全球

性城市，作为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的平台，让其为中国发展创

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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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结构关系的突破上，必须实现要素结构的协同发展

要素结构协同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基础条件，由此产业链现代化具有的一个重要

含义，就是要实现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之间的高度协调，实现产业链、

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之间的有机融合和配合。

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融合”。科技成果进不到产业经济领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老

问题。为此需要在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建一座“桥梁”，让科研活动产业化，或者让一些有实

力的企业纵向并购进入适合于产业化的科研院所。总之，要让科研活动按照市场的要求服务于

产业经济。“双向融合”就是要协调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争取把科技变成

财富，把烧钱的过程和挣钱的过程结合起来，让这个过程能够成环闭合发展，实现正常循环。

促进现代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产业经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发展脱离产业经济要求，

制造业呈现“空洞化”趋势，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运转，

进不到实体经济，同时实体经济本身产能过剩、杠杆太高、生产率低，不能创造出投资者满意

的回报率，因而吸收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运行中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与我国经济

运行中的“资产荒”问题有直接的联系。应该看到，金融发展不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理财需求，

是我国房地产领域货币流入过多、泡沫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均衡产业经济与现代金融的

发展关系，一个重要的选择是要积极发展现代金融，使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可供理财的优质

资产。

纠正人力资源与产业经济之间的错配。现在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实体经济领域就业。解决人

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配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为吸引年轻人就业

创造好的物质条件。技术工人是中国制造业的顶梁柱，必须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

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跟企业共命运、同成长。要提高职业技

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让工匠过上有社会尊严、体面的生活。只有如此，年轻人才会

愿意当工匠，实体经济才可以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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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调整与创新体系重构

“十四五”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调整与
创新体系重构

贺  俊①

9 月 25 日，由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承办的“工信智库联盟 2020 年年会暨‘十四五’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南京举行。论坛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促进各界专家

学者对我国从“十三五”到“十四五”衔接过渡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进行

深入交流，为推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建言献策。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贺俊研究员的演讲内容。

一、“十四五”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宏观环境

“十四五”期间或者未来更长时间，将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当前，中国制造业

发展仍面临较多问题。首先是国际环境的改变，中国面临着多边规则调整。在最近的布拉格会

议上蓬佩奥呼吁各国加入到美国发起的清洁网络计划之中，该计划的本质在于把中国数字经济

的头部企业隔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之外，此前的 TikTok、华为等事件即是例证。会议上，

蓬佩奥再次强调希望欧洲各国都能加入到清洁互联网的战略中来，由此而知未来中国数字经济

在国际上发展的环境可能会越来越恶劣。第二个问题在于技术变革，每次技术革命都会有技术

范式或者产业政策的大革命。第三个问题在于中国发展阶段的转换。尽管欧洲现在倡导“制造

业本地化”，但由于制造业高昂的成本，对于绝大多数的欧美国家而言，除了一些劳动成本弹

性比较低的高技术产业外，其他产业本地化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当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

30%，个人认为在“十四五”期间很可能会出现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的峰值。由此，

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是制造业的周边化生产。本次疫情以后，欧美等国家

对于产业链安全的重视达到了新高度，未来美国的生产制造向拉美的转移、同时欧洲的生产制

造向东欧地区的转移将成趋势。这种周边化的生产可能会比本地化生产对中国制造业造成更大

的挑战。

① 贺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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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五”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的调整

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和多边规则的调整、技术变革以及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

“十四五”期间的产业政策应当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从研究的角度看，产业政策的调整最

大的阻力并不在于产业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它而在于“政策惯性”。从宏观经济数据上看，过

去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非常好的绩效，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这一奇迹

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一件好事，但往往它也会成为改革和产业政策调整的阻力。原因在于以前产

业政策的效果很好，经济增长快速，这就使得地方或者管理部门调整产业政策的意愿不强。所以，

一方面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的条件来看，未来的产业政策都需要进行大的调整，另一方面

就目前来看，产业政策调整的动力不足或者说产业政策调整的阻碍十分明显。

“十二五”以及此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是增长，“十三五”期间注重的是高质量，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质量的核心即效率，我认为“十四五”期间制造业规划的关键词应该

是“强”。需要注意的是，“强”应当体现在中国制造业为全人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贡献

的独特力量上。这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国际规则的角度上看，“中国制造业应

该为全世界贡献独特力量”的提法避免了很多冲突性的含义。《中国制造 2025》之所以受到部

分欧美国家的曲解，一个原因是其中有诸多对标的指标和提法。第二，从经济学研究的工业发

展史的角度上看，强调中国制造业应该为全人类做出独特贡献在情理之中。纵观人类制造业的

发展史，每个国家、地区以及城市实现后发赶超之后，并不会完全重复前面国家（地区或城市）

的道路，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能力。例如 19 世纪德国制造业的赶超，德国不仅贡献了大化工

的技术和产业，还为全人类贡献了一种新的制度——企业办研发中心。20 世纪初期，美国制造

业开始崛起，最终贡献了现代公司制度。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制造业崛起同时贡献了经济制

造和合作型供应链。由此，每个制造业强国的崛起都形成了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和新的经济范式，

因而 “十四五”期间或者未来更长时期，应该强调中国制造业为全人类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

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

图 1 基于产品架构的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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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架构和产品复杂性两个维度来看，各个国家制造业的能力大不相同（具体见图 1）。

比如德国和美国更擅长做高复杂度的产品，而日本更擅长做一体化架构的产品，而中国从整体

上看，更擅长于模块化的简单产品。尽管当前世界 500 强企业中，中国的企业数量最多，然而《财

富》500 强是按照销售收入排名的，准确来讲是世界 500 大而非世界 500 强。因此，从能力上

看，中国现有的真正形成独特能力的企业依然较少，包括 BAT 在内的也主要在国内市场布局，

真正走出去只有华为、中兴这类企业。

那么针对当前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我们的产业结构应该如何调整呢？未来制造业发展方向

应为如何呢？过去中国产业结构的总体思路总体是对标，即根据前期揭示的产业结构规律来指

导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发展，然而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成长为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对

标发达国家和地区已不能解决问题。这时，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美国的产业政策战略和些研究中，很少提及“产业结构”一词，产业结构在英文中更多指的

是市场结构、垄断竞争这类概念，而不是产业比例关系的概念。但是美国的产业结构持续领先

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政策并不强调将来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而是强调要做好通用目的技术。在美

国看来，新材料、ICT 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是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产业。中美两国的思路差异

就好比中国和美国都要建两个漂亮的花园。美国人认为这个花园里面将来长什么花、什么草是

预测不到的，所以应该把土壤培育好，从而让土壤自然生长。但中国的思路总在想这次种了这

个花，下次再种什么花。中国的这种战略在产业很不完备和资本高度稀缺时是有效的，但是当

产业高度完备且资本不再稀缺时，这种思路变得无效。因此，未来的思路不应该是去选择产业，

而是应该把通用目的的技术产业发展好，让它自然技术组合、产业融合，去生长新的产业。

此外，在产业政策层面也有值得注意的要点。产业政策应该包括结构性产业政策（即以往

用的较多的补贴类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还有竞争政策、制造业创新体系以及产业管

理体系，而在中美战略博弈下，产业管理体系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具体来看，中美之间

的战略博弈的本质是两个政策体系或者产业管理体系之间的竞争，从我们的产业管理体系来说，

问题之一在于所有部门都是负责产业赶超的，当所有部门都要赶超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以集成

电路产业为例，其问题在于要实现产业每个环节的赶超，而当所有部门、环节、产品都要赶超

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如何继续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创新体系？如果不能做战略上的平衡

和取舍，将会加剧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体系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因此，我呼吁应该建立一

个在产业政策体系之上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作为战略性部署的机构。

同时，一个有效的产业政策框架应该兼顾政策激励和政府能力两方面。过去经济学对产业

政策的分析往往更强调上层激励，但近几年来则更强调政府能力，也即政府本身的能力。调研

发现，目前我们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还存在非常显著的问题。例如在竞争政策、公平竞争审查

等关键部门，却常常只有两三个人在负责，而在美国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中，则可能几十人、上

百人在管理一个部门。另外还要注重解决能力和激励相匹配。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

“十四五”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调整与创新体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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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有效的，然而中国高铁是政府强力干预的产业，上下游几乎全是国有企业，但中国高铁仍

然取得了成功。究其原因，和铁道部很强的产业管理能力密不可分，铁道部不仅是产业管理部门，

同时还是一个用户，一个创新主体、它本身的能力较强同时还可以制定出相对有效的政策。

那么政府的产业政策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 首先，未来政府应该把着力点转向创

新系统的建设和制造业创新体系的建设两个方面。当前政府就制造业到底应该建什么样的创新

体系这一问题还存在误区。其次，政府的产业政策应当注重协调，协调即某个产业向同一方向

发展，达成均衡。一个典型的政府协调的例子是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产业转

移。和当前的中国一样，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都会导致劳动成本上升，而劳动成本上升以

后制造业会外流。于是日本政府在和企业界经过沟通以后提出了母工厂战略，即把生产高附加

值的、进行承担工艺创新职能的工厂留在日本本土，把生产低附加值的以及仅仅承担技术承接

功能的工厂转移到国外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应当是留什么样的企业、不留什么样的企业而

不是留什么产业、不留什么产业。这是典型的协调案例，政府并没有花什么钱，但政府通过和

企业沟通形成了一致的方向，从而让大家朝共同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提升产业政策的精细化程度。中国产业政策众多，但问题在于精细度

不够。以补贴政策为例，一篇发表于 1988 年的论文阐述了政府补贴的逻辑，即当企业私人收

益高于企业私人成本的话，即使社会收益再高也不应当给与补贴。以苹果公司为例，由于其私

人收益高于私人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即使不给补贴公司依然愿意研发，因此美国政

府给与苹果公司的补贴较少。反观中国的补贴，其本质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更是奖励。产业政策

精细化的重要方向应该是让每个产业政策都回到它最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上去，发挥它最主要的

功能，而不是一边倒。比如，当发现补贴政策效果不好，就提出将来的所有产业都实行产业投

资基金，而一提及产业投资基金，就以以色列为例，这样的产业政策是不够精细化的。

由于多边规则的约束，将来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应当相互协调。现下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协调更多是通过部级之间的协调实现的，然而只有部级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很难

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我们呼吁建立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履行包括产业安全管理、竞争政策和

产业政策协调的职能，同时把它放在国家层面的职能机构来解决。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多

边规则约束下的产业政策，目前 WTO 不断改革，新的多边体系将会建立，产业政策也会面临

很多的约束。因此产业政策不仅要符合国际规则，同时还要学会灵活规避国家规则。以日本为

例，调研发现，日本政府给企业的直接补贴是比较少，更多的是政府补贴企业的院所，进而院

所补贴企业，这样一来就规避了 WTO 的约束。最后，还应当重视制造业的创新体系。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韩国由以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转向以创新体系为主的产业政策，制造业创新体系对

于制造业的支撑能力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制造业创新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

是研究型大学对产业的支撑；二是应当有国家实验室，当前中国的国家实验室其实是缺失的，

因为国家实验室完全依托大学，两块牌子，一批人马，这样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在大学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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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建国家实验室的原因在于大学都是分学科的，导致它们的科研项目都很小，而国家实验室

应该做跨学科的大规模投入的东西；三是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目前共性技术研发机构还存在诸

如主体缺失和一些治理问题；四是技术扩散机构和服务。目前上述四类机构中国似乎都存在，

然而这些机构的机制是存在问题。以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例，虽然现在都在实行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然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依然不够。问题在于哪里呢？是对科研人员激励力度不够大

吗？对比中美的数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法要求大学获得收入的最低比例是 50%，在现实实施

过程中，大学获得收入的占比甚至达到 90%。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可以从联邦资助的知识

产权许可里拿到的收入是扣除掉管理费以后的 1/3。这一力度是远远小于中国的。所以中国实

际上的问题不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力度不够大，而是没有放开体制，同时在政策上的激

励过强，导致大学老师过度投入到商业化的激励中。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体制同样存在问题，

中国建立了很多的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龙头企业牵头，这类研发机构效

率很高，但很难解决工艺性的问题；另一类是纯政府主导的共性技术研发机构，这些机构工艺

性很强，但效率很低。对于这些问题，国际上有相应经验和规则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希望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制造业创新体系的完善，使得“十四五”

期间或者未来更长时间，在 2035 年甚至 2050 年回头看中国制造业的时候，中国制造业不仅仅

只是吸收别人的技术，而是为全世界贡献新的制造业崛起的模式。

“十四五”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调整与创新体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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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新时代对外开放有力支点
吴跃农①

2020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决策。《方案》明确了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整体规划，旨在对标国际

高水平经贸规则，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

系，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

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笔者就 2025 年前的一些重点任务予以解读：

其一，对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境商品，实行正面清单管理，允许岛内免税购买。

这将有利于促进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内

健旺的需求侧，必将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昭示全球，通过走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将更深地联结

到更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而自贸港商品的交易、货币的进出，必将加强中国与全球的产业链、

供应链、价值链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中国将通过海南自贸港更有力地融合全球市场和产业链、

供应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核心要义是，不断排除“逆全球化”干

扰和美国政府的零和思维，开展广泛的多边主义贸易。从宏观层面看，发起“一带一路”倡议、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举办两届进博会等，都是对这一进程的有力部署

和推进；从具体领域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等一系列

重大举措有力推动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形成。在新时代的新格局中，

通过海南自贸港建设，也将为这一进程的推进找到有力支点。

其二，放宽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至每年每人 10 万元，扩大免税商品种类。

这个额度不小的。也许有人会害怕，这会不会冲击国内消费品市场？据 2019 年 9 月海南

文旅部门的统计，2009 年至 2018 年，海南累计接待游客人数超过了 4.54 亿人次，年均增长

12.3%，实现旅游总收入达到 5114.34 亿元。2019 年，海南全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8314 万人次，

同比增长 9%，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1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4%；实现旅游总收入 1050 亿元，

同比增长 11%。从海南进来扩散向全国的免税产品，有利于形成国内市场的丰满性和互补性，

① 吴跃农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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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产业链更是有意义的启示，并会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奋发崛起。

其三，建立健全国家安全审查、产业准入环境标准和社会信用体系等制度，全面推行“极

简审批”制度。

这条政策说明，海南自由贸易港必须体现中国特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海南自贸港建设正确方向。

坚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统筹安排好开放节奏和进度，成熟一项推出一项，不急于求成、

急功近利。同时，坚决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全面推行准入便利、依法过

程监管的制度体系，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制度。加强重大风险识别和系统性风险

防范，建立健全风险防控配套措施。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开展常态化评估工作，及时纠偏纠错，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方向正确、健康发展。

海南历来有绿水青山的良好禀赋，自贸港的开设和建设，必将坚守青山绿水第一资源，这

也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指导和新发展理念下的必然选择，自贸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无所顾忌长驱直入的自由，而是在中国政府、中国法律严格执行机制下有着国家安全审查、产

业准入环境标准和社会信用体系等制度规范下的自由。所有在海南的贸易和生产，也都必将在

严格的社会信用体系中透明运行，接受合法公平的监督和惩戒，在此前提之下，以高速高效“极

简审批”放行产业和贸易的进入，显示出海南最为开放包容的全新面貌和新时代中国与全球贸

易及产业交往的价值坐标。

其四，支持海南大力引进国外优质医疗资源。总结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经验，研究支持

海南建设区域医疗中心。

海南的旅游业和康养业是紧密相关的。海南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围绕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健康医疗、养老养生等深度融合，提升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发展水平，支持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园，发展特色旅游产业集群，培育旅游新业态

新模式，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加快三亚向国际邮轮母港发展，支持建设邮轮旅游试验区，吸

引国际邮轮注册。设立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验区。支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 5A 级景区。

海南的绿水青山必定是康养产业兴旺的理由。对于已经基本定好配置格局的内陆医疗资源，

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显然不太可能。海南的后发优势在于可以节省建立医疗新架构的改革成本，

加上自贸港赋得的地位，海南在国内人口老龄化应对之策的契机之中，或将成为国内甚至全球

的养老基地和标杆。

自贸港对于引进国外医疗资源有着独特的优势，这也是内陆地区难以企及的有利条件，运

行优势的根本还是由“制”决定的，海南不仅要有“器”的先进和普惠，还要有“制”的先进。

海南应建立与世界接轨、同时更能体现中国医疗比较优势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医疗事业、康养事

业及产业机制，形成海南独特的旅游医疗康养市场优势，增强海南的当代供应侧“含金量”。

其五，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贸港独立办学，开办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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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内重点高校引进国外知名院校，在海南自贸港举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

国内高校教育有很大成就，但也有短板，比如运用型人才匮缺，文凭教育的倾向比较明显，

职业教育较弱。开放国外独资办学，开放的是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等运用型、技

术型学科，有利于增进社会整体文化对实际运用性人才的重视，有利于内陆地区教育的更好转

型，转向更面向科技创新、生产实际人才的培养。

其六，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 15%

的部分，予以免征。

这有利于提高人员进出自由的便利性。根据发展需要，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

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在有效防控涉外安全风险隐患的前提下，实行更加

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如对外籍高层次人才投资创业、讲学交流、经贸活动方面提供出入境

便利。完善国际人才评价机制，以薪酬水平为主要指标评估人力资源类别，建立市场导向的人

才机制。对外籍人员赴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工作许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放宽外籍专业技术技能

人员停居留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人员担任海南自由贸易港内法定机构、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实行宽松的商务人员临时出入境政策。

作为国际自贸港，笔者认为海南最终还是要发展现代产业的，如国际金融业。金融属于知

识密集型产业，与香港比较，海南缺少人才、财力，起点较低，必须在吸引人才、留下人才上

有独门功夫。海南吸引的是全球人才，必须有一个与自贸港整体税收政策相适应的、更有利于

人才进入的税收环境，税负超过 15% 的部分免征，有利于高层次人才的进驻，有利于海南自由

贸易港个人财务的更贴合、更个性化处理。

这条做法是与强化改革创新意识，赋予海南更大改革自主权，支持海南全方位大力度推进

改革创新相关的。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

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

便利化政策举措。

自贸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要求资金、货物、信息、人员的自由流动，海南

要做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港，就意味着必须朝着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方向努力。而这需

要归结为人才的积极性、创造力。海南要积极探索建立适应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更加灵活高效的

法律法规、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下大力气破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入推进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加快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加强

改革系统集成，注重协调推进，使各方面创新举措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提高改革创新的整体

效益。而做到这些的关键是对人才的尊重以及人才劳有所得、劳有所获的丰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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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the mainstay
刘志彪①

Building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necessary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new "dual 

circulation"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claimed that China would "smooth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promot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s' t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 by expanding consumption and the scope of investment".

This represents a major adjustment to the way China participates in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a 

major shif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2021-25) will 

foster this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 with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sta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s 

a strategic decis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ge and condition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with full 

consideration given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t will exert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 and foremost, spurring domestic demand by bolstering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and 

creating a unified market will be high on the agenda.

As of now, China's domestic demand totals approximately 100 trillion yuan ($15.2 trillion), second 

only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e total amount seems quite large, the per capita amount has 

room to be further increased. There are three problems pertaining to China's domestic demand. First, 

the proportion of demand for consumption in domestic demand is low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 and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here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mand accounts for 

roughly 60 percent to 70 percent of their GDP, even 80 percent in some countries, compared with a 

meager 60 percent in China, which means the demand for investment accounts for a high proportion of 

China's domestic demand.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spending accounts for 

a high proportion of China's domestic demand, while consumer spending accounts for a relatively small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China Daily Global。



长江产经视点·2020

666

proportion. Finally,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domestic demand is quite imbalanced, resulting in slower 

domestic consumption growth compared to economic growth. That's because the low-income group 

can't afford to buy more, the high-income group'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is decreasing and 

the middle-income group －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of consumption growth － has yet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is a powerful tool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petition in the future. 

Only by unswervingly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especially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can 

China really transform from being the "world factory" to the "world market" and leverage its super-large 

market to underpin domestic growth and boost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Currently, China's domestic 

demand is mostly from investment － mainly by the government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rather 

th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creating a structural problem in dire need of a solution.

With regard to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the focus is not simply reducing government spending 

but changing its expenditure structur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hould prioritize increasing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welfare to improve social welfare conditions and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to 

encourage people to spend more.

Second, building a unified market will become a prioritized fundamental reform for China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qué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ina will nurture a strong domestic market and establish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 strong, unified 

market is important in that it's the key to smoothening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letting China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as stated in the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f the market is fragmented or dysfunctional, it can hardly become the backbone of internal 

circulation, let alone connect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s.

To start with, China's product market is well-developed but the country's factor market has 

witnessed laggar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land, high-end workforce and capital markets. 

This has, to a great extent, hampered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chains, blocking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Slow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advance 

internal circulation. For instance, some Chinese business people prefer being engaged in foreign trade 

to doing business in the home market, as the domestic market is plagu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high 

transaction costs.

The new globalization strategy can hardly be realized without a unified market at home. Take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as an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es of scale curve, an annual output of 

over 2 million vehicles will result in more profits, but few Chinese automakers can reach that sca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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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 is simple: each region protects its local auto plants. Therefore, despite the super-large market 

scale, the market is fragmented,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prop up internal circulation, not to mention 

supporting external circulation and connect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s.

Against this backdrop, China has been promoting a numb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 part of its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such a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integr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co-development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as well a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central region and for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leva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be part of a national strategy aims at boos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hich is based on market unification. When all the aforementioned 

regions realize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 nationwide unified market will gradually 

take shape if China further promotes opening-u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s the next step, China 

should prioritize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unified markets and then gradually build a strong, unified 

nationwide market, 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untry's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

Strengthening the main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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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现代化：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刘志彪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以下简称《建议》）在阐述“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时明确提出，

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产业链

现代化，可以界定为是一个包括产业基础能力提升、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控制力增强和治理

能力提升等方面内容的现代化过程，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途径之一。推进产业链现

代化，就是要实现基础产业高级化，加强上下游企业之间技术经济的关联性，增强区域间产业

的协同性，提高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嵌入的紧密度，由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保持产业链相对规模

《建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就是要从总量上保

持产业链对服务业的相对规模。资源从制造业不断流向服务业，从而出现服务经济主导的基本

格局，是揭示产业结构变化的“配第—克拉克”定律早就描述过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世界各国家的产业结构都是以这种趋势和方向变动的，但实践中也出现了随着工业化发展，制

造业比重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逐步稳定下来的现象。中国目前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真

正完成工业化进程目标并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因此制造业占比的总趋势应该是逐步降低的。

这个时期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主要是要求保持制造业的地位和实力。另外一个

用意，就是防止经济进一步出现泡沫化倾向，稳定实体经济规模。还有就是要大力发展“制造—

服务”产业。“制造—服务”产业也称为“2.5 产业”，是介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为制造

业服务业的实体经济，而且是密集地内涵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实体经济，它直接

决定了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高低，必须在现代产业链构建中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资源投入。

保证产业链安全

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基本趋势是“纵向缩短、横向区域集聚”。这是跨国企业为了应对重大

突发事件和维护产业链安全，对过去以效率取向的全球产业分工所做出的显著的调整。这将对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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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未来的产业竞争，不再是产品内分工格局下的国际代

工厂与跨国公司为争夺订单的竞争，而将是产业链对产业链、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

为了维护中国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我们也必须仔细地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产业链管理的“链长制”，

把它与产业链“链主”治理的方式结合起来，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作用。二是要在区域

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推进全球产业链集群建设。企业既嵌入产业集群又加入全球价值链这种双

重嵌入方式，是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参与全球竞争的成功利器。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应该根据

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积极主动地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大力发展全球产业链集群，以应对全球

竞争方式变化的挑战。三是要增强防灾备灾意识。力争对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建立一

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坚持实行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相结合，实物储备和产

能储备相结合，国家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相结合，搞好军民融合储备。

锻造产业链长板

根据比较优势，我国应该进一步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具有“杀手锏”

功效的技术，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提升产业

质量，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为

此要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打造新兴产业链，如加快壮大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

海洋装备等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同时要充分认识到，

目前线上经济是我国的长板，发展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线上办公、线上购物、线上教育、线上医疗蓬勃发展并同线下经济深度交融。我们要乘势而上，

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提升产业链质量

质量强国战略要落实在强产业链上。只有产业链强，产品整体的系统功能才真正强，才有

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和控制力。为此，一要加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高度重视标准、

计量、专利等体系和能力建设，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二要把提倡和培育工匠精神的政策持之以

恒地推进下去，不断提高技术工人的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增加社会对从事实体经济工作的荣

誉感和归宿感。三要提倡、鼓励和保护国民对产品的“挑剔”行为。实践证明，本国国民对产

品越是挑剔，本国产品质量提升越快。

优化产业链布局

产业链在国内的布局状态，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内价值链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后者实体

经济在空间配置上的效率。目前我国产业链布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过去一些重要区域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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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国家化，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成渝地区等地区战略，近些年纷纷上升

为国家战略。其背景一是国家政策在同一号令下鼓励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发展；二是实施按区域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战略需要；三是通过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首先建设

区域统一市场，并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铺路。这将对我国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产业区域间转

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产业同构化问题可能会得到有效的抑制，更加注重差异化竞争；再如，

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和市场循环将带动国内价值链形成。

补齐产业链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说，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

特征。这“就是要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

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为此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

工程，推进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基础的能力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的加工装配制造能力

和水平。如果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检验检测平台等领域都有难以克服的瓶颈或

短板，长期依赖外国技术，那么产业链在关键时刻就会受制于人。夯实这些产业基础能力，需

要在全球价值链上造就大批的最终产品背后的“隐形冠军”，需要政府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

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根据产业升级的紧迫性，重点选择产业集群中的

头部企业，鼓励其通过纵向合并等方式，联合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把资源和要素集中

投放在这些知识技术密集的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把技术一层一层地往上做、往上提升，逐步

向上延伸产业链，掌握产业链中不易被替代的那些核心技术。

优化产业链环境

优化产业链环境的本质问题，是降低产业链内企业运作的各种综合成本。一要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降低制造业企业间的交易成本。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企业来说，就是制造业的交易

成本，表现为购买前者的服务费用，其成本高低和服务质量，直接决定制造业竞争力。如研发

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等服务业，都是先进制造业的“聪明脑袋”和“起

飞的翅膀”，是把科技知识引入商品生产的“飞轮”。二要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

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如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

与传统的交通、能源、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一样，都是制造强国崛起的基础。三要发展数字

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

水平。

加强产业链合作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求中国利用自己的市场吸引全球创新要素、加强产业链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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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特征是切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利用

西方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中国市场为主体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

链和国内价值链，要发挥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虹吸全球创新资源为中国产业和科技创新服

务。在新发展格局下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创新和发展合作，有助于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

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综上所述，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努力重塑新的产业链，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这是未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产业链现代化：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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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要成为畅通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城市
刘志彪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原则，是要坚

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从客

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出口导向，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支撑中国经济发展，但战略的重点在利用国际市场，所以出口导向发展的是客场全球化。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是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客场转到了

主场。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利用是发展的重心，我们要以中国市场来联系国内国际市场，以

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全方位开放，来吸收全球最重要的资源。所以，中国是全球重要生产

要素的枢纽，这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修正，它不是不搞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重心和形式

发生了转移，是用我们的内需和强大国内市场来驱动主场全球化，发展创新型经济是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主要目标。

双循环是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安排，它给南京这样一种科教资

源丰富的城市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南京可以依托自身优势，建设双

循环重要枢纽城市。

我们知道，就江苏发展而言，尤其是苏南发展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由三个

要素决定的。第一个要素是制度变革，乡镇经济兴起，这个优势南京过去没有；第二个要素是

基于技术和地理位置发展外向型经济。苏南靠近上海，跨国公司到中国来，肯定会把工厂首先

放到上海周边地区，这使苏南的苏州无锡等首先受益；第三个要素是内需利用下的人力资本，

这就是基于内需发展创新型经济，这恰恰是双循环带给南京的机遇。因为南京都市圈的地理位

置和自身条件，刚好是扩大内需的重要节点城市。南京又是科教资源非常丰厚的城市，因此南

京可以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内需为主的创新型经济。为什么只有以内需为基础才能搞创新？因为

创新一般都是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是基于内需先创新，发展起来之后再慢慢推向全

球。利用国际代工进行出口导向，是很难发展出创新驱动格局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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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可以在是出口导向基础上成功地搞出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的，出口导向做的是人家研发

好、设计好的订单，技术、设计和品牌都是人家的，自己并没有创新能力，只能是加工制造。

南京建设双循环下的枢纽城市，要建立内需导向的全球化战略，构建双循环交通枢纽、贸

易枢纽、金融枢纽、信息枢纽、人才枢纽，成为国内外创新要素集聚的基地和中心。

具体来说，一是树立以内需为导向的主场全球化理念，主动作为，开放国内市场，通过我

们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吸引全球要素。二是建设全球化城市，将创新名城变成南京的特色和

定位，成为基本品牌和标签。三是发展全球化产业，建设全球化产业链集群城市，这是根据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产业链变化得出的结论。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有两个趋势，第一是纵

向产业链链条缩短，第二是横向产业区域化集聚，以保证产业安全。这两个趋势会导致全球未

来产业竞争形式发生变化，从工厂竞争跨国公司订单形式，呈现为全球产业链集群之间的竞争。

对南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做全球产业链集群城市，要从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光电

等产业中抓住一两个，建设世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四是打造全球化企业，建设生产性服务

业为主的城市，发展为企业服务的研发、技术、金融、物流、网络、品牌、营销、法律服务等

服务业。这是制造业的灵魂和心脏，是制造业起飞的翅膀，有了这些强大的产业，南京周边制

造业就能发展起来，进而吸引全球人才来宁创新创业。五是吸引全球化人才。双循环最重要的

要素是人才，南京要利用国内国际市场机遇，把国际国内人才吸引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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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现代农业建设
徐  鸣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远景目标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

现“农业现代化”，为未来农业农村发展描绘了令人鼓舞的前景。现代农业是在现代工业和现

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现代农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强的农产品生产能力。

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进现代农业的建设。

长三角区域的现代农业建设

现代农业建设需要一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条件。在中国现有的农业区域中，最有希望率先

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区域一个是东三省区域，一个是长三角区域。毫无疑问，东三省区域的

优势是丰富的土地资源，而长三角区域的优势是充足的社会资源。

长三角区域是传统的农区，江浙一带曾是天下粮仓。伴随长三角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持

续推进，长三角地区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现有耕地 1264.97 万公顷（约 1.9 亿亩），林地

755.89 万公顷，人均耕地仅 0.83 亩左右，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但长三角区域仍有一定的土地资

源，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更有着充足的社会资源。

长三角地区现代农业建设具有充足的社会资源，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丰富的农

村改革实践。安徽凤阳小岗村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改革的发源地，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江苏苏南地区曾是乡镇工业的故乡，苏南集体经济至今生机勃勃。浙江民营经济风起云涌，农

村电商从淘宝起步，成为推动乡村变革的重要力量。二、雄厚的农业科技实力。长三角地区高

校资源丰富，拥有一批全国知名的农业院校，包括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河海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海洋大学、安徽农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农科院在

全国地方农科院中排名靠前，农业科研成果十分丰富。三、较强的工业反哺农业能力。工业对

农业的反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财税对农业的支持；二是工业制造对农业装备的支

持。2019 年长三角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198.5 亿元，江苏、上海、浙江分别列全国二、三、

四位。三省一市凭借良好的财力对农业发展给予了极大支持。长三角地区工业基础较好，这些

年本地农机制造企业发展壮大，一批国际知名农机企业先后落户长三角地区。四、发达的农产

① 徐鸣，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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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场。长三角地区有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 41 个大中城市，约有 2.27 亿人口，历来

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消费市场。上海是国际闻名的特大城市，许多省份定期去上海举办农产品

交易会，抢占农产品的高端市场。长三角地区滨江临海，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也十分活跃。五、

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长三角地区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工业化

带动城镇化，该地区城镇化率达到 70% 以上，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0 个百分点。现代工业与

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也为农业农村发展腾出了更

多空间。

长三角地区充足的社会资源为现代农业建设创造了各方面条件。在长三角地区率先建设现

代农业，对全国各地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长三角区域现代农业的主要形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三大目标：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增强农业竞争能力；二、提供丰富的农产品，满足国民消费需求；三、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乡

村振兴。现代农业建设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现代农业形态的丰富性。从长三角地区农业农村

现状和社会资源特征分析，未来长三角地区的现代农业发展，将主要呈现三种形态，即规模化

的家庭农场、特色化的农村电商、智能化的农业工厂。

从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来说，主要是指以农村居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

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央多个

一号文件鼓励发展农业家庭农场。在长三角地区，家庭农场一般以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作物为主，

农场规模根据不同地域以两个主要劳动力耕作 500 ～ 800 亩农地为宜。农业劳作辛苦，家庭农

场人均年收入通常在城镇职工人均年收入的 1 ～ 2 倍才能得以健康发展。

从特色化的农村电商来说，主要是指以农民为主体，经营农村特色产品的电子商务类型。

农村电商经营的农村特色产品包括具有地理与传统文化特点的特色农产品、特色手工制品等。

许多农民既是生产者，也是经营者，采取线上交易、线下配送的电商模式。跨境农村电商主要

通过阿里巴巴集团的“全球速卖通”平台成交。长三角区域是农村电商的发源地，农村电商提

升了农民的商品意识。我们倡导在长三角地区广泛开展“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一店（网店）”

活动，推动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

从智能化的农业工厂来说，主要是指采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设施农业。这类

设施农业包括植物工厂、养殖工厂等。植物工厂一般采用人工光源、无土栽培等技术，主要进

行蔬菜、食用菌等生产。养殖工厂一般采用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从事畜牧、禽蛋及水产品

等养殖。智能化的农业工厂环境友好，集约高效，并通过大数据掌握市场情况，按需进行生产，

具备加工、储藏、冷链配送能力，可以点对点直接进入城镇超市。

我们相信，在未来长三角区域农业农村的发展过程中，家庭农场、农村电商、农业工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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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现代农业的主要形态，而现代农业、集体经济、乡村旅游则构成了农村经济的主要形态，

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体趋势。

长三角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路径

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就是用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变革，需要创新，也需要建设，我们将沿着这样一条路径前行。

一、深化农村改革。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建设，主要形式是家庭农场，深化农村

改革就是要为家庭农场发展创造条件。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前提下，探索承包土地中长期流

转的方式，鼓励家庭农场主长期经营土地，增加对家庭农场的投入。各级政府的支农补贴要向

家庭农场倾斜，支持家庭农场健康发展。建立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的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缓解

农业自然风险；完善国家粮食托市收购制度，防止粮价大起大落。

二、推进科技进步。农业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建立长三角地区农业科技联盟，

为长三角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服务。农业科技服务的重点应放在良种培育上，并建立与良种相适

应的科学栽培体系，良种良育，精准栽培。智能化的农业工厂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既要重

视智能工厂硬件设施的研发，也要关注智能工厂管理软件的编制，更好发挥智能工厂的效能。

重视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在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抗病虫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提升现

代农业核心竞争能力。

三、加快城乡建设。推进城乡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城镇化步伐，争取十年内长三角区域

的城镇化率达到 80% 左右 , 落实常住人口市民化措施，为乡村发展腾出更多空间。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快速交通、宽带网络和环境卫生设施方面加大投资，促进城市的公共服务

向农村延伸。加快农田水利建设，十四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基本建成高标准农田，推进淮河等大

型水利建设，完善乡村小流域治理。有步骤开展乡村整治，修缮农房，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

村的生活生产环境。有选择恢复传统村落的田园风光与历史风貌，为发展乡村旅游创造条件。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繁荣、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现代农业能够提高农业的产出

效率。长三角地区现有约 1.9 亿亩耕地，如果安排 70% 的耕地 1.33 亿亩用于粮食生产，按复种

指数 1.7、稻麦两季亩产吨粮计，粮食年产量即达 1130.5 亿公斤，该地区 2.27 亿人口，人均占

用粮食约 490 公斤左右；其余耕地安排蔬菜、畜禽等的集约化生产以及农民的特色农产品的生

产经营，基本确保粮食安全，保障农副产品的供应，工业用粮、饲料用粮则通过国际国内市场

调剂解决。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安排。如果长三角地区能够通过现代农业建设较好解

决粮食安全与农产品的基本供应，在全国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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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研发人员以 7.87% 的速度增长，
人才集聚效应增强

徐  宁①

01、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仍然偏低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长三角要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而科技和产业创新

中的重要一环就是研发。

调查报告显示，长三角地区的研发投入增长强劲，尤其是以上海为首，逐年快速上升。但

是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偏低，企业成为研发经费的投入主体。

研发投入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践发展的投入。以 2018 年为例，长三角地区当年

的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总额的比重为 4.3%。这个水平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5%，与世界主

要创新型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更大。

据悉，美国的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投入占 17%，日本的这一比例为 13.7%，法国、英国

和俄罗斯则分别占了 21.9%、18.1% 和 15.2%。

不过，徐宁说，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占比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三角地区的研发经费投入，

企业是主体，甚至企业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仍然以 2018 年为例，长三角企业研发经费达 4849.08 亿元，占长三角研发经费的比重高达

81.38%，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 486.43 亿元和 70.58%，显示了长三角地区强大的企业创新投入能

力和雄厚的产业基础。

但是，“企业的投入总是相对偏重实验发展，除非有特别强劲的基础研究项目。”他建议，

要加大基础研发的投入比例，尤其是政府应设立专业化团队来负责资金的投入和评估，同时，

如果以“科技创新公共品（如公共研发平台等）”等新基建项目来代替铁公基等旧基建项目，

也许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02、人才集聚效应正在逐步形成

在徐宁看来，长三角地区的人才集聚效应正在逐步形成。

①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本文摘编自《长三角产业创新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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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以研发人员来看，数量从 2010 年的 73.85 万人逐年增加至 2018 年的 135.35 万人，年

均增长 7.87%。

每万人中研发人员达 85.44 人，显著高于全国 47.09 人的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近年来的人才吸引政策在逐步出现成效。”他说，而且，这也与长

三角近年来的产业布局有关。

长三角地区近年来大力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

品制造业等，吸纳了大量的专业技术和研发人才。

要谈科技创新，专利和论文是绕不开的指标。

统计显示，长三角每万人拥有的科技论文高于全国水平，而有效专利数则是全国的两倍以

上。

如果把科技论文、专利看作是科技创新的产出，那么从产业创新的层面来看，规模以上企

业的新产品销售规模，超过了全国总量的 1/3。而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达到全国的 1/3。

参考 GDP 的比重，长三角地区以 2% 的面积产生了将近 25% 的 GDP 产值，而在创新层面，

长三角地区在很多指标上都远远超过占 GDP 的比重。

03、一体化不仅是跨越区域制度探索，还有增加创新要素之间的新联通

如果把科技创新成一个环节，产业创新看成另外一个环节。

调查报告显示，这两个环节耦合度最好的体现在江苏，尤其是苏州等地，科技和产业距离

比较近，相对协同机制比较好。而上海是科技创新超过产业创新，浙江则是产业创新超过科技

创新。

“目前的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高新企业的产业创新一体化的程度在增强，但是我们仍

然需要以更大范围的一体化视角，在科技和产业创新的一体化以及三省一市的科技产业创新的

一体化方面找到更好的解决机制。”他告诉记者。

调查显示，从现实基础的支撑保障来看，公路、铁路、通信网络等旧基建，长三角地区的

建设相对都比较完善，但是从产业创新载体的维度来看，无论是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众创空间

的数量，还是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数量，以及大学和科学院的数量，在全国总量占 20% 到 30% 不

等，基本上与占 GDP 的水平相匹配。

这些数据意味着长三角的创新有着很好的基础条件，但是仍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从很多地区衡量创新的核心指标，即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以及各地之间的关联来看，

2018 年长三角地区大约有 65500 多家高新企业，从上海、合肥到杭州、宁波等地都有点状的分布。

而从股权关联来看，仍然是以上海为中心，但是省会城市的崛起非常快，而且网络联系密

度逐渐的增大，这意味着高新企业的产业创新一体化程度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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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专利的城市合作数量不断增加，合作申请专利数快速上升。

2010 年，与上海共同申请专利的城市数量共计 17 个；合作申请专利 454 件。

2018 年，合作城市数量增加至 31 个，几乎涵盖了所有江浙城市。

2010 年，沪苏锡常宁五市之间合作申请专利数量 343 件，占长三角地区合作申请专利数量

的比重为 63.17%；

2018 年，五市合作申请专利数量增加至 1295 件，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 67.24%。

这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高水平科教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

相对集聚，研发能力较强密切相关，“未来进一步增加创新要素之间的新联通，仍然大有可为”。

长三角研发人员以 7.87%的速度增长，人才集聚效应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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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长三角跨区域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陈  柳①

内容摘要：随着疫后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产业链本地化、毗邻化、区域化的趋势，

单个区域集群的参与国际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弱化。当前，长三角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仍是以市、

县这样的行政单元作为主体，客观上是以地理界限将产业集群分割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世界

级集群的打造。构建跨区域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应当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成为长三角

产业合作的重要突破口。通过将单一地域的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扩展成为多地域的产业集群网

络，变产业集群内的分工为产业集群间的分工，从而缓解长三角区域之间产业过度竞争，增强

稳产业链供应链的效能，让长三角的产业集群在“十四五”时期为我国科技自主自强和现代产

业体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一、构建跨区域产业集群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现实需要

产业循环畅通是形成双循环发展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十四五”时期，长三角在国内国际

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是构建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级产业集群，这需

要发挥长三角跨区域的整体力量。

第一，长三角担负我国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的重任要适当进行目标聚焦。世界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是我国畅通产业双循环的重要载体，长三角是我国最有条件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地区。

但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世界级产业集群不可能数量太多，发达经济体总是在若干个

产业领域在世界上具有竞争优势，一方面，长三角各个地区可以根据各自产业发展条件进行定

位，但是从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参与国际竞争来说，则需要聚焦有限的几个领域，这就需要长

三角范围的跨区域联合。

第二，长三角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打破一定的地理行政界线。美国硅谷的互联网经济和西

雅图的航空产业集聚，日本、德国的汽车产业集聚，台湾新竹的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包括珠三

角深莞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通讯行业集聚。这些产业集群的边界并不是以严格的地理界限为

标志的，而是因为科技要素的网络化共享形成的。因此，长三角要集中力量打造世界级的产业

集群，就要突破一市、一县这样较小的地理尺度，应当强调跨区域的集群合作和资源整合。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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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长三角跨区域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第三，跨区域的产业集群应当成为一体化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跨区域产业集群本身是一

个非常典型的一体化问题。长三角一体化的在交通、环境、能源、民生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

进展，但由于我国转型时期较为特殊的地方政府竞争性体制，开展有效的区域产业合作始终是

一个难点，而跨区域的产业集群建设可以成为产业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在长三角

“一岭六县”等省际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建设中，已经初步提出了共同打造“两山”转化样板区、

新兴产业集聚区、创新成果承载区的规划，而跨区域产业集群的内涵还可以更为丰富，比如：

历史上具有传统产业联系的苏南、上海、浙北临近地区应当以产业集群的形式打破行政壁垒；

跨区域的产业集群一体化是省域、市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抓手；将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协作分工

转变为产业集群间的分工，提升长三角整体产业竞争力。

第四，跨区域的产业集群可以在稳产业链供应链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单个行政区域或者产

业集聚区内进行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保障是不经济、也是不现实的，迫切需要长三角范围内的协

同合作。当前长三角为稳供应链产业链而普遍提出的“链长制”，需要有更高的站位。在未来

发展格局中，如果能够实现将分散的地区产业整合成整体产业链或大产业群，并通过对具有上

下游供应关系的产业集群进行有效的跨区域联结，则既能够提高整体产业链上企业的竞争优势，

又能够利用区位比较优势提供产品、技术、服务以及相似背景人力资源方面的配套共享，那么

区域经济就容易形成分工协作的产业格局，实现区域分工与竞争的均衡，提升整个产业的国际

竞争力。

第五，跨区域产业集群可能是缓解长三角区域之间产业过度竞争的一个有效办法。长三角

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各地对战兴产业、前沿产业的项目竞争白热化，一些地方不仅给予土地、

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补贴，甚至深度介入企业融资，将政府资源与招商引资项目的经营成败深度

绑定，其中固然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也形成了很多负面效应。当然现实同时也表明，采用产业

行政规划的方式指导“这个地方搞什么产业、那个地方不搞什么产业”，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构建跨区域产业集群可能提供了区域产业良性竞争的一条思路，尤其是将行政毗邻地区的产业

集群规划在同一蓝图，在这样普遍联系的产业“大集群”中，要素流动障碍导致的扭曲有可能

会得到缓解，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和竞争政策将相对容易协调。

二、建设长三角跨区域产业集群的良好基础条件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两年来，规划政策体系“四梁八柱”初步构建，软硬件建设取得显

著实效，为长三角这一全国产业高地构建跨区域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交通一体化在内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取得显著进展，为长三角打造跨区域产业集群提

供硬件条件。长三角毗邻断头路不断打通，航空、铁路、港口枢纽建设不断提速，能源一体化

初见雏形，传统经济理论中关于技术外溢和网络共享限定在产业集聚区之内、并随着地理范围

扩大而递减的观点受到了挑战。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苏州、江阴等地在口罩等纺织类防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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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过程中，配套很多来自浙江绍兴、湖州地区；江苏沿江船舶海工的钢结构来自于苏北宿

迁等地。这些长三角的供应链配置都可以在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我们不能说这在地

理上是产业链分散的，不能说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集群，由于交通距离而将它们分割为不同的

产业群落已经是不适时宜。

第二，后疫情时代数字技术应用进一步深化，为产业集群网络进一步突破地理尺度限制创

造条件。尽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终究会过去，但疫情期间培养起来的数字化运营趋势却是不可

逆的。经此一疫，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认知迎来升级，未来的转型需求将聚焦管理智能化、

业务数字化、企业平台化、服务共享化等维度。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打造智慧企业的决心和

意愿得到指数级增强。可以预见，企业之间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知识交流、供应链交易将更加频繁，

长三角新基建加速更为此提供支撑，这些都有利于集群之间的合作。

第三，长三角地区具有天然的产业联系，在一体化过程中应当不断深化这种传统的产业联

系。区域的经济条件、人文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历史和现实维度，是形成区域产业联系的主要基础。

长三角人文相近、文化相通，化工、纺织、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在我国民族工业发祥时期就有普

遍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是苏南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的重要技术支撑；

外向型经济时代，上海与昆山之间形成台资总部与制造高地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外向型经济

合作共赢的典范。当前上海进一步发挥国际城市的功能优势，苏浙皖扬制造业、数字经济以及

前沿基础研究等长处，有条件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互动。

除此之外，前期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探索出的一些比较成功的做法，可以进一步推广到跨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中，比如：

第一，飞地经济模式的升级应以产业集聚的形态为主。飞地经济是长三角的一个品牌，但

现在相对欠发达地区也面临着环境、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制约，过去通过飞地经济转移的部分

产业，现在欠发达地区同样不能承载。当前飞地经济应当以科技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基于差异

化分工形成集群间协作为主。企业出于提升竞争力的内在动力，通过地域分工建构起企业原驻

地产业集群和飞地产业集群之间的网络联系，进而通过园区联盟等形式，将既有资源传导至飞

地产业集群，实现两者之间资源流动，带动产业集群双向升级。这种梯度化转移的模式，也是

为长三角在“十四五”期间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提供了迂回空间。

第二，共享性设施和制度安排突破单个集群的边界。在地理毗邻地区，以跨行政区的大集

群为基本单元，统筹规划交通、电力、供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会展中心、信息中心、培

训中心和检验监测中心等功能性支撑机构建设，减少公共产品的重复投资，有效推进产业集群

跨区域整合发展。此外，长三角正在加大创新券通用通兑政策实施的广度深度，但在“通兑”

环节仍有梗阻，这一政策可以考虑通过园区联盟等形式，以跨区域产业集群为载体进行更深入

的试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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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长三角跨区域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议

跨区域产业集群是长三角层面，乃至省域、市域层面一体化过程中统筹产业发展的重要手

段，在新一轮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值得重视。对此建议：

第一，将构建跨区域产业集群作为重要议题，尽快纳入到长三角一体化的规划和合作中。

产业合作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当前，可以考虑将跨区域产业集群作为产业

合作的一个有效突破口，力争在三省一市层面上形成成果。建议：（1）借鉴上海等地编制产

业地图的经验，长三角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编制整体产业地图，根据集群之间的资源整合共享、

产业链配套编制专项发展规划，从稳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点任务出发，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

长三角重点集群率先探索合作路径。（2）拟实施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要充分发挥在

跨区域产业集群的引导功能，协调平衡产业集聚区、企业等各方利益 , 创新产业集聚区跨区域

合作的制度安排。

第二，上海聚焦高端产业跨区域集群合作，积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提出保持先进制造业比重总体稳定、发力发展高端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

上海的产业发展总体上还是受制于空间限制，通过跨区域的协调接力发展就尤为重要。建议：（1）

上海发挥跨区域的总部经济优势，做周边产业集群优秀企业的总部。（2）上海积极布局相关

的创新链方向，为长三角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发挥支撑全局高质量

发展的重任。（3）上海聚焦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高端产业集群，

在这些重要领域与长三角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形成跨区域产业合作的示范。比如，在地理接近的

毗邻地区，上海张江和苏州工业园的生物医药产业连片互动发展；对新能源汽车这样产业链较

长的产业，上海利用终端整车的优势与其他新能源车零部件集群形成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

在基础科学与产业应用结合紧密的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上海的相关产业集群与合肥基

础研发学科群实现有效互动。

第三，长三角职能部门联合遴选若干示范区域，授予跨区域产业集群相应“称号”。由政

府相关部门根据产业发展特色对重点地区授予产业集群的称号，仍然是当前推进产业发展工作

的一个重要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以市、县为行政单元授予产业集聚“称号”的方式，长

三角经济职能部门尝试以产业联系、资源共享、网络互通为标准共同遴选若干共建的跨区域产

业集群，这样较为正式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各方工作的推进和协调。

第四，积极利用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打造跨区域产业集群合作的虚拟化平台。

结合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对象发展基础和优势，长三角率先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虚拟化转

型试点，提出依靠虚拟化平台推动合作的思路。依托“链主”企业搭建区域级或行业级工业互

联网平台，重点面向长三角整个区域的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企业数据向云端迁移。通过数字技

术实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环节在平台上的互联互通，共享平台计算能力和数

构建长三角跨区域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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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源，实现多主体在虚拟空间的集聚与协作，开展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协同运维、供应链

协同等业务。

第五，借鉴长三角一体化绿色生态示范区、飞地经济等模式创新考核思路，对跨区域产业

集群进行跨行政区域考核。为了鼓励跨区域合作与协同，改变各产业集群之间独自发展、过度

竞争的状况，考虑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飞地经济等已有探索运用到跨区域产业集群的合作

中，制定跨区域集群的投资产出指标考核、土地资源共享的税收分享制度等，允许地区生产总值、

工业总产值、项目投资、税收等经济指标在合作地区之间分解，充分发挥考核的激励导向作用，

为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合作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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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协同创新的三个主方向

长三角协同创新的三个主方向
徐  宁   谢  凡   饶  悦①

11 月 27 日，“2020 长三角高校智库峰会——示范区建设发展专题研讨”在上海朱家角举行，

本届峰会由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作为指导单位，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

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共同主办。研讨会上发布了《长三角产业创新发展报告：基础与现状》的

调研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长三角创新一体化的三个视角、长三角产业创新一体化建议，

以及政策建议。

报告认为，推进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一体化发展，既包括三省一市各区域科技与产业的

创新协调，也包括创新群落中“政产学研介媒”等主体的有机协同，还包括将科技创新与产业

创新两个环节连通并产生耦合效应的链式创新。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来看，区域联系、主体协同、

环节连接的“内聚外合”也正成为协同创新的主方向。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报告内容择其精要，以飨读者。

一、理解长三角创新一体化的三个视角

（一）区域联系视角

区域是创新主体的载体和活动地，区域以其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来影响不同创新主体的创

新活动。区域联系视角的长三角产业创新一体化，是从空间地理的视角来看各地域之间的创新

合作、溢出效应和创新效果。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创新，可以发挥 1+1>2 的效应。

例如，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具有丰富科教资源和科研院所，应当发挥原创能力

和基础创新、理论创新的功能，创新主体以大学和科研院所里的研究人员为主；从创新环节来

讲，这类区域从事的是知识生产环节，把钱变为知识，为后端创新环节提供基础性、公共性的

成果支持；从创新产出来讲，这种区域创新产出以研究论文、基础技术专利为主。再如，像苏州、

无锡、常州等拥有较多实体产业主体的城市，其创新主体是企业家和产业技术人士，创新过程

是将前端的技术进行产业化，或者采取先进的工艺实现产品升级，实现前端基础创新成果的市

场经济价值，把知识变成钱，其创新产出就是新产品销售利润。另外，区域联系视角的产业创

新一体化还表现为区域间创新行为的合作与互融，专利合作、技术溢出、产业关联等都属于该

①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谢凡，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助理；饶悦，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学生助理。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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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市场相连，相似的基因铸就了区域联系的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一

体化的最初雏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进一步实现创新要

素的自由流动和生产体系的合理分工。

（二）主体协同视角

长三角地区是对创新资源需求最为强劲、对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最为迫切的地区之一，

在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引领下，探索创新主体协同新路径，让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产业增长点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创新主体来看，涉及到区域创新发展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高等院校三类（简称

官产学），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应当关注官产学之间的协同。三个主体在创新过程中所承担的

功能不同，角色也不一样，其本质是社会分工与合作效率。

首先，政府是创新投入主体，这里的投入既包括资源投入（如资金、设备等），也包括环

境投入（如政策、文化等），这些投入是创新生态的基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创新生态系统

里需要大量的公共品存在，比如理论创新、基础技术、制度文化等，这些公共品为整个系统输

出正外部效应，用以支持创新的整体发展。从发达国家的创新历程和经验来看，政府投入也在

创新生态中起到了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其次，企业承担着创新投入和创新执行双重角色。以创新投入来看，这其中包括企业自身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用于技术研发、工艺改良等，也包括行业层面的关于共性

关键技术、研发平台等方面的投入，这些创新投入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技术，提高产品竞争力，

塑造竞争壁垒。以创新执行来看，企业也可以承接政府的研发资金投入，作为研发主体进行创

新研究。企业研发通常聚焦在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阶段，往往同企业发展直接关联。

最后，高等院校作为汇集学者、专家等高端人才的主体，只承担创新执行的角色。大学具

有非营利性特征，专家学者的研究取向往往与前沿性、兴趣性相关，而不怎么关注经济利益；

大学的创新行为带有理论性、基础性特征，处于创新的最前端最初始环节；大学的经费来源包

括政府和企业，不同的经费来源决定了研究行为的特点和效果。

（三）环节连接视角

环节连接是指科技与产业两个创新环节的耦合过程。从经济活动视角看，可将创新行为简

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知识生产”，即把资金转化为原创知识，主体是大学及科研机构，该

过程具有一定的外部性，目标是产出更多更先进的知识；二是“知识应用”，即把知识转化为

资产加以应用，主体是企业，以市场行为实现，目标是在市场上实现利润最大化。创新环节耦

合程度应注意区分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特性，构建相关制度与激励规则，将各主体间在不同创新

环节的行为统一起来，实现两个环节的深度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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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三角产业创新一体化现状

（一）区域联系视角的长三角产业创新一体化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的科研合作、技术溢出和产业关联持续加强，奋力书写一体化

新篇章，成为高质量区域协同创新的典范。

1. 专利合作

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合作申请国内专利数量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从 2010 年的 543 件增加

到了 2018 年的 1926 件，年均增长率 17.15%。其中，上海与江苏合作申请专利数量最多，2010

年为 299 件，2018 年增加至 1164 件，年均增幅 18.52%，占长三角地区合作申请专利总量的比

重从 2010 年的 55.06% 波动上升至 2018 年的 60.44%。上海与浙江合作申请专利紧密度位居第

二位，合作数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 2010 年的 121 件逐年增加至 2015 年的 306 件的

历史高点，2018 年回落至 283 件，占长三角合作申请专利数量的比重基本维持在 15%—20% 左

右。江苏与浙江合作申请专利数量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2010 年为 58 件，2018 年增加至 262 件，

占比维持在 10%—15%。安徽与沪苏浙合作申请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与浙江合作数量最少，

最大值为 2017 年的 12 件。

从城市层面来看，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之间合作申请国内专利的网络结构呈现出以下 4

个特征和趋势：第一，专利合作网络密度不断提升，网络节点持续增加。具体表现为城市合作

数量不断增加，合作申请专利数快速上升。2010 年，与上海共同申请专利的城市数量共计 17 个；

合作申请专利 454 件。2018 年，合作城市数量增加至 31 个，几乎涵盖了所有江浙城市，同时

与安徽各城市的研发合作不断扩围；合作申请专利数量高达 1559 件，比 2010 年增加了超过 2

倍之多。

第二，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是长三角合作申请专利的核心节点，一直主导着长

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合作申请国内专利数量

长三角协同创新的三个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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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科研合作网络的基本框架，由此形成“沪宁创新带”。

2010 年，沪苏锡常宁五市之间合作申请专利数量 343 件，占长三角地区合作申请专利

数量的比重为 63.17%；2018 年五市合作申请专利数量增加至 1295 件，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

67.24%。这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高水平科教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

要素相对集聚，研发能力较强密切相关。

第三，江苏的南通、泰州、盐城，浙江的杭州、宁波以及安徽的合肥占据网络中第二圈层

的核心位置，地区间专利合作更加频繁，合作网络更加稠密。

最后，与省会城市南京相比，杭州和合肥的辐射效应相对较弱，研发合作发展缓慢。杭州

与长三角各城市间合作申请专利数量从 2010 年的 90 件增加到了 2018 年的 238 件，占长三角合

作专利总量的比重由 2010 年的 16.57% 下降至 2018 年的 12.36%；合肥与长三角各城市间合作

申请专利数量从 2010 年的 25 件增加至 2018 年的 142 件，占比由 4.6% 小幅提升至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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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溢出

技术溢出，用以反映长三角地理单元之间的技术扩散效应。根据测算，研究团队发现：

①上海对苏浙皖都表现出正的技术外部性，且对浙江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强，江苏次之，安

徽最弱。可解释为上海技术水平相对高端，苏浙皖可通过学习和模仿等方式获得技术溢出；江

苏的技术水平总体上介于上海与浙江之间，而技术水平接近组的产业集聚接近于竞争关系，这

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技术扩散和传播，因此上海对浙江的技术溢出强于江苏；而安徽与上海的

空间距离较远，受上海技术辐射效应较弱。

②江苏对安徽的辐射效应最为明显，带动了安徽科技创新快速崛起，对上海和浙江的技术

溢出量相对较低。江苏与安徽技术差距很大，存在一定的垄断性，不同于与上海、浙江的近乎

竞争关系，安徽技术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江苏技术扩散，形成区域间产业互动的良性循环。

③浙江对上海的技术溢出强于江苏，安徽最弱。可解释为浙江与上海因技术差距较大，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互补关系，有利于区域融合；而安徽与浙江相距较远，技术溢出效应随距离增

加而递减。

④安徽省是长三角三省一市合作规模下技术溢出最少的省区，按照溢出水平从高到低依次

为江苏、浙江、上海。这表明安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技术扩散和辐射效应较弱，且进一步验

证了空间距离对区域间技术溢出的重要影响。

长三角城市间合作申请国内专利网络结构图

长三角协同创新的三个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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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间合作申请国内专利网络结构图

3. 产业关联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

资金流在一定地域内形成流动空间，利用“流”来研究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城市网络结构已

经成为近年来的新趋势。

课题组以长三角 41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科技部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天眼查、国家工

商总局、谷歌地球、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多源数据，对注销、迁出、信息不全等企业名单进

行初步清洗，借鉴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团队（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GaWC）的方法，从子母企业联系（股权关联）的角度分析长三角区域各城市之

间的产业创新网络联系特征。

统计数据显示，长三角产业创新联系网络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①以上海及近沪城市为中心的总体格局不断得到强化。上海一直是长三角产业创新网络的

核心节点城市，苏州、杭州、宁波等作为上海周边第一层级接受辐射外溢的城市，区位优势明显，

始终发挥着区域产业创新网络次级核心节点的作用。

②省会城市快速崛起。合肥、杭州、南京分别作为安徽、浙江和江苏的省会城市，近些年

产业创新网络的地位提升迅速，尤其是杭州和南京，都先后反超传统工业强市苏州。这一方面

得益于省会城市教育、科技基础设施雄厚，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各省近些年都提出提高省会城市

首位度的战略方针。

③长三角整体产业创新网络密度逐年增大。2013—2018 年，长三角产业创新网络以上海、

南京、杭州、苏州、合肥等城市为核心的集聚趋势不断得到强化，另一方面以这些中心城市为

节点，向周边城市辐射扩散、周边城市之间互相扩散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南京对苏中、苏

北地区，合肥对皖中、皖北地区，杭州对海西地区的纵向联系；苏中、苏北、皖中、皖北、海

西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近些年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强。



691

三、政策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加大长三角区域的基础研发投入比重，为长三角产业创新筑牢基础。首先，

政府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投入方，在考虑加大政府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同时，应注意提升经费支

出的效率和效果，设立专业团队来负责资金的投入和评估；其次，要更加重视加强创新人才的

培养，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

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第三，应鼓励科研团队心无旁鹜、

长期持续地深耕基础理论研究，不以成败论英雄，坚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第二，“公共品”建设上，政府应当以“科技创新公共品（如公共研发平台等）”等新基

建项目来代替“铁公基”等旧基建项目。长三角的传统“铁公基”旧基建项目已经较为完善，

政府的公共品建设应更强调公共实验室、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等科创公共品建设，并建立开放共

享机制。此外，三省一市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根据各自所长推进新基建建设。例如，

上海、合肥两大国家科学中心应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基础研究专项进行研发公共品投入；南京、

杭州、苏州等产业较为发达的区域应当服务于产业发展建设“产业实验室”。

第三，建立科技创新成果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

制定激励政策以激发各创新主体的研发热情，如借鉴美国经验研究制定中国版的《拜杜法案》，

探索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各创新主体的利益保护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撑。另一方面，组

建长三角利益共享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各方参与科技创新一体化的利益得失进行测算评估，尤

其是对资源输出方和技术溢出方进行必要的补偿和奖励，理顺权属利益关系，充分调动三省一

市协同创新的积极性。

第四，构建科技服务和转化的中介市场，以市场机制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着重

构建技术经纪制度，培育强大的技术转移中介市场，扶持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信息中心、知

识产权法律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科技服务和转化的中介平台发展，并依托中介平台打通企业

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藩篱，实现技术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无缝对接，把割裂的技术与市场有效衔接，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此外，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果转移转化市场定价机制，让科技成果转

移有理可循、有据可依。

第五，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将竞争性考核转变为协同性考核。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首

先要解放思想，破除观念壁垒，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消除体制机制对科技资源配置的扭曲，

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建议将对各省市的政绩考核指标进行部分调整，涉及三省一市公

共利益的应采取协同性考核，从而实质性推动区域创新一体化。

第六，打造沪宁合产业创新带，充分发挥江苏实体产业优势，形成与 G60 科创走廊的相互

补充、有机互动的科技与产业创新格局。G60 科创走廊已形成“一廊一核多城”的空间布局规划，

不仅是推动区域协同创新攻关一体化的有效平台，也是推动长江三角洲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长三角协同创新的三个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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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引擎。但 G60 科创走廊产业水准整体不高，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两者

处于脱节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仅将江苏省的苏州市纳入 G60 科创走廊，而忽视了江苏大部

分地区，特别是苏南其他城市在长三角产业创新链中的重要作用，最终导致产业创新能力不足，

科技创新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应充分发挥江苏实体产业优势，以上海、合肥两个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为支点，打造沪宁合产业创新带，形成与 G60 科创走廊的相互补充、有机互动

的科技与产业创新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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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刘志彪①

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

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未来产业配置格局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正，

重点要建设安全高效的全球产业链集群：一方面，可以利用开放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实现效率的

要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临近空间的集群效应实现产业安全的目标。我国一些重要的科技产

业创新面临“卡脖子”的威胁，因此其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目标，还要加上自主可控的更加

迫切的要求。

自主可控，其实就是在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自己做主、不受别人支配，可以独立地利用

具有我方知识产权的科学技术。显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是问题的关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途径应该主要是本国公民研发，但是这并不排斥在我方主导或拥有知识产

权的条件下，更多地让外国公民也参与创新过程，而且，在全球创新链分工模式中，创新越来

越国际化，国际合作开发的形式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

为了建设好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需要分行业精准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

找出两个极端点的供应链是哪些？作为极端点，真正需要锻造的长板产业与需要拉长的短

板产业，都不会很多，更多的是介于这两个端点的产业，它们只需要发挥市场的正常调节作用

即可，并不需要政府特殊政策的扶持。

分析比较长板产业和短板产业的技术、市场和资源要素的优势所在、不足之处在哪里？如

短板产业要找出其关键环节、工艺、设备、产品的技术瓶颈之处，其专利在全球的详细分布信息，

我们的劣势在哪儿，自主研发或技术引进的可能性，等等。

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方式组织短板拉长工作，同时运用强化市场竞争的办法锻造长板。新型

举国体制是在市场基础上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并不是如计划经济一样由政府包办一切。

举例来说，对某些需要长期耗用大量资金的高技术产业的突破，可以由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多元

投入、组建市场化基金的方式予以支持或扶植。

为实现“精准施策”的产业政策目标，我们要对这处于两个极端点的产业链供应链采取行

之有效的管理。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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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相应地增加中央主导性产业政策的独立运用。这个建议的

出发点，是鉴于过去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的运用，会导致大量无效的盲目竞争、过度补贴

和重复浪费。这时必要的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是需要的，这种技术瓶颈的突破，不需要以

市场的过度竞争和浪费为代价。

建立中央部门“链长制”的首长协调。针对少数真正需要突破的短板产业，有为政府的作

用体现在近年来地方政府首创的“链长制”。一是协调解决产业链中企业融资难、用工难、物

流受限等问题，重点破解产业链上游供应跟不上，产业链下游需求不足等产业链、供应链衔接

不畅问题。二是全面梳理产业链图、技术路线图、应用领域图、区域分布图，掌握关键技术的

缺失和瓶颈状态，进而利用全球专利数据库，精准寻找到核心技术的发明者或掌控者，做到有

的放矢地制定有针对性的研发投入策略。三是充分发挥产业链长在建立政产学研协同攻关创新

中的作用。

培育产业链“链主”。政府、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要协力、协作、协同和协调，重点是利

用资本市场的兼并重组功能，通过纵向和横向一体化并购，迅速做大做强龙头企业规模，让其

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或成为产业关键技术的集成者。

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在过去的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下，全产业链优化升级也在不断

地实现，不过其实现的利益主要归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有，中国获取低端的加工生产增值。在

以我为主导的产业治理结构下，全产业优化升级意味着中国获取主要的升级利益，不过参与的

国际分工环节较少。因此目前我们需要进行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产业并不多，一是由于我们拥

有绝对优势的长板产业，需要把它们做大做强，把优势充分利用和发挥出来；二是由于我们在

技术上还需要依赖国外的、又经常被“卡脖子”的产业。对于绝大部分产业，都不应该追求全

产业链优化升级，而只应该追求某些关键环节、片段、工艺、技术的优化升级，其他部分以开

放心态借助于国际分工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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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稳健，
煤价才会稳

施训鹏   杨木易①

在今年 9 月举行的联合国第 75 届大会上，中国政府做出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

“十四五”规划也将碳中和的逐步实现作为稳步推动的目标。

本该逐步谈出历史舞台的煤炭，反而令人意外的在这几天成为了新闻热点。

5 月以来，煤碳价格持续波动上涨。到 12 月初，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山西动力煤市场价创

下近两年新高，达到 663 元 / 吨。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煤炭价格指数，全国综合煤价

指数已重回 160 上方，至 2019 年 5 月下旬以来的高位。

为了做好今冬明春煤炭保供稳价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12 月 12 日召集华能集团、大唐

集团、华电集团、国家电投集团等 10 家电力企业召开座谈会。会议要求电力企业煤炭采购价

格不得超过 640 元 / 吨。

综合各方面的分析，煤炭价格上涨，既有经济复苏导致需求快速增长的因素，也有供应未

能有效增加的因素。国内国外两方面原因导致供应不足，一方面煤炭主产地因为政策影响，产

量快速回落。例如，据山西省能源局消息称，2020 年山西省计划退出 57 座煤矿，全省煤炭行

业将实现“僵尸企业”出清和 60 万吨 / 年以下煤矿退出；另一方面，出于总量控制的考虑，

煤炭进口也开始限制，进口量严重下滑。

推动能源转型、实现经济的低碳发展，是我国坚定不移的国策，也是实现 2060 碳中和国

际承诺的必要手段。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降低能源强度，逐步减少煤炭的需求总量，是题中

应有之意。煤炭生产的优化调整，也在所难免。

但是，能源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包含能源系统自身的低碳化转型，而且还和经济结

构调整息息相关。由于我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还高度依赖能源消费，在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

未能快速提高产能的情况下，过分快速减少煤炭的供应，会导致煤炭市场供求失衡，危及经济

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比如，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

① 施训鹏，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 21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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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案》的要求，河北的一些城市于 2017 年冬季推动了“禁煤区”建设和小燃煤锅炉“清零”

工作。该项以气代煤的清洁取暖工程本意是净化大气环境，推进能源转型。但由于天然气供应

得不到保证，煤改气后居民入冬后无法取暖。同时，煤改气改造使得天然气需求大增，导致反

应国内天然气供求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暴涨，且带动东亚市场的天然气现货价格暴涨。最后不仅

使得多地供暖陷入困境，而且对国际天然气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能源转型必须建立在充分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能源需求这个基本前提上。不能为了转型，而

阻碍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

人均 GDP 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围绕经济发展来带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还是我们现阶段的重中之重。

地方政府通过强力推行行政政策，试图短期内改变能源结构，虽可以达到节污减排的短期

效果，但是由于未能顾及到能源和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2016 年初，有

关部门强力推行按全年作业时间不超过 276 个工作日重新确定煤矿产能的产业政策，导致煤炭

价格在短期内快速增长。此政策在当年末就被废止。在此过程中推行的价格三级响应机制，也

被实践证明未能发挥作用。

为了实现碳中和这一伟大的目标，政府需要用有力政策来推动推进能源转型。但是，政策

工具的选择和执行方式方法等方面，还需要创新发展。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比如，可以用市场化手段，将产能作为许可证，通过交易机

制，推动煤炭产能的有效退出。政府做好宏观调控，设置好产能许可证的总量，并根据许可证

交易价格微调总产能。产能在地区间的分配，由企业自主决定。这样，既能实现减排的大目标，

又保持灵活性，避免价格大起大落，还可以使得产能在区域间有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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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科技自立自强的南京贡献
陈  柳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过去几年，我国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存在一定梗阻，受到少数

国家逆全球化浪潮的波及，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点环节受到“卡脖子”威胁，根本上原因是我们

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上实力不对等。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对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全面现

代化具有长远的、基础的支撑意义。

科技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

经济体系的科技创新含量是内需的基础。内需的影响因素无疑是复杂的，直接因素当然是

城乡居民收入和收入差距，但根本性原因还是产业和产品附加值。当核心的科技和中间产品高

度依赖国外的时候，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分配自然较低；当组装型产品高度依赖设备的时候，

劳动者获得的利润份额自然就低。那么，国内劳动者的消费自然就发展不起来，企业通过贸易

获得的盈余自然就投资于进口设备和房地产，地方政府就投资于基础设施。可以说，这种内外

循环均衡是内生于关键要素和市场“双依赖”下的自然选择。一个地区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只

是靠公务员、事业单位群体，并不足以构成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军。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提升产

品附加值，让企业员工以知识型员工为主体，发挥各类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在提升城乡居民收

入方面的关键作用，扩大内需市场的消费基础才能逐渐形成。从一般规律来看，员工工资相对

于同行业较高的，相对来说一定是较为优秀的企业，甚至在证券行业分析师那里，工资高低也

是侧面评价同类企业科技含量的一个标准。

突破产业链“卡脖子”环节是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扩

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机结合起来”，当前一些重大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供需双向发力来解决。“十三五”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现在“去库存”“去产能”等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补短板”任重道远，尤其是在现代产业体系中补核心技术短板、补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

短板。众所周知，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布局中受阻，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冲突和地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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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政治导致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断。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产业链畅通是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

稳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是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供给能力，以锻长板、补短板等多种方式实现产业

链安全。

把握加强基础研究和稳产业链供应链两个重点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强化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工作，提升科技创新和

转型升级实效。

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作为科技自主自强的战略基础。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访问北京

大学时表示，只有长期公认的基础研究，才有工业的强大；只有长期公认的基础教育，才有产

业振兴的人才土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产业，需要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

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从技术创新的规律来看，新产业并不能独立摆脱现

阶段总体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的限制，新产业之“新”技术并不会凭空产生，而是在一国现有

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基础之上的提升。这些技术并不是专用于新兴产业，而是在既有产业中长

期积累形成的。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多学科多产业的交叉发展的系统工程，往往是以碎片

化形式存在的，在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行业，涉及相当多的基础科学和应

用科学学科之间的渗透，各个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十四五”期间，国家层面将布局建设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南京现在提出以“一室一中心”

为支撑，打造自主创新“高峰”、原始创新“策源地”，也是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初步成

效的具体案例。

发挥科技创新在稳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直接作用。稳产业链供应链固然需要采取多元化采购、

构建国际产业联盟等方式，但根本上还是要对核心技术攻关，在产业链上形成与发达国家相对

等的市场势力。一方面，要按照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原则，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

准施策，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强化

要素支撑，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南京

以创新名城建设为战略抓手，以“新型研发机构”“链长制”等关键举措，正在形成具有南京

特色的产业创新之路。一是在产业创新上聚力突破。南京组建以人才团队持大股、市场化运作、

职业经理人管理为特征的新型研发机构，聚力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二是聚焦主导产

业，较早提出建立和实施主要领导与主导产业的联系制度。以“链长制”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

瞄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轨道交通、智能电网等领域，每条产业链由市领导担任“链长”，

加大调度推进力度，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专项行动，力争每条产业链引育一批“链主”式企业。

为全局性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自主自强作出贡献

“十四五”时期，南京的发展要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形成示范，努力发挥南京

各类优势，为全局性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自主自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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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双强”。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南京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科教资源

难以转换为产业创新优势。努力弥合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未来不加

大力度对基础科学的规划和投入，南京科教资源的优势可能难以长期保持。当前，各个地区都

意识到基础研究对科技资源集聚的极端重要性，同属长三角的杭州，正在全力支持之江实验室、

西湖国家实验室打造国家实验室，积极谋划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合肥利用中科院系统的布局优

势，建设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稳态强磁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

设施四个大科学装置，全力推动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建设；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更是定位于创

新策源地，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十四五”时期，南京要把提升基础科学研究能力

放在突出位置，立足学科和科研优势，针对资源和产业特点，努力在挑战前沿科学问题、探索

原创性成果上取得新突破，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对接融通，坚持基础研究和产业

创新两手抓，努力实现双重优势。

锻造产业链长板和补齐产业链短板。经济循环无法有效畅通，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产业链安

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国要锻造一些具有“杀手锏”功效的技术，持续增强高铁、

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提升产业质量，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

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南京在智能电网等行业在国内外

具有领先优势，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领域也正在着力塑造新优势，要围绕南京的地标产业乘

势而上，打造出若干新兴优势产业链。同时，产业链安全更表现为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要

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

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南京要将科技创新的方向紧密结合起来，通

过资源引导联合头部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把要素释放到知识技术密集的基础领域和关

键环节，力争作出全局性贡献。

塑造数字化和专业化创新环境。“十四五”时期，南京全力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只通过“放管服”等手段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已经远远不够，一是需要数字技

术在营商环境中更加广泛深入地使用。比如，利用大数据对企业进行画像，把政策精准地匹配

到符合条件的企业，确保政策兑现的公开透明和流程简化，加强对资金拨付和政策执行的跟踪

监督。二是高水平的创新需要与之匹配的专业化环境。比如，推进一个地标性产业发展，需要

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和政策体系。实践中会发现，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车这些产业的政策需求并不相同，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的环境要求更

不同，这就对我们营商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各项举措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构建更高质量的政策供给体系、更高标准的要素保障体系、更高效能的企业服务体系，让

各类创新主体充分活跃、竞相发展。

作出科技自立自强的南京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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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抓住战略机遇期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张二震   戴  翔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主题，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刻理解和认识这一战略判断，对于我们把

握新一轮战略机遇，保持战略定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完成“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全会提出的到

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对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具有极其重要指导作用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

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这一战略决策是建立在对我国发展国际环境科学判断基础之

上的。这就是：尽管世界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世界仍很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

界的两大主题，中国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

一意谋发展”，排除各种干扰，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横行，经济全球

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

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拨开重重迷雾，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作出了“和平与发

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戴翔，南京审计大学教授，长江
产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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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抓住战略机遇期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作出的重要战略判断，对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一，虽然遭遇逆风，但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规律，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11 月 10 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利益休戚与共、命

运紧密相连。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

阻挡。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睦邻友好必将超越以邻为壑，互利合作必将取代零和博弈，多

边主义必将战胜单边主义。”

以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和产品价值链全球分工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

已经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形成了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如果说，在传统

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利益关系，一定程度上确实存

在着“零和博弈”的话，那么在新型国际分工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以及价值链的

全球布局，已经使得世界各国之间通过产业间的高度关联和投入产出等关系，而呈现出更加紧

密的利益捆绑关系，进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更加具

有互利共赢特征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国与国之间采取过激行

动，比如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乃至发动大范围的战争等，形成较强的抑制作用，能够成为

维护和平的重要因素。

基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不难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我们仍然处于重

要战略机遇期。如果说，中国抓住了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话，那么抓住新一轮的重要战略机遇，我们一定能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为 2035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奋力前行。

其二，机遇和挑战出现了新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开放发展面临

的国内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

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不

景气往往是滋生贸易保护主义的土壤，同时也会孕育出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从目前的

发展趋势看，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方兴未艾，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3D 打印等技术创新正在迅猛发展，新的生产力

因素正在逐步涌现。尤其是建立在 5G 技术基础之上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必将在催生一批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推动新型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发展，进而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度发展提供新动能。

同时，我国发展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

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

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开放发展，我们不仅积累了大



长江产经视点·2020

702

量财富，而且形成了创造财富的强大生产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时期，中

国创新驱动的发展能力日益增强，在很多领域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比如 5G、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中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生产层面或者说从供给侧层面看，必然

表现为迈向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高端。从需求侧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规模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主

旨演讲中指出的，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

多能量。这就意味着在扩大内需为主的新发展阶段，国内市场必将成为吸引全球资源和要素的

巨大引力场，在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

要。这正是新形势下我们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可以说，中国已经由全球化的

参与者变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引领者。

可见，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的战略判断，对我们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心无旁骛，专

注发展，办好自己的事，努力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弱项短板，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不管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努力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

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一是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在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

命竞争中，唯有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才有可能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率先实现突破，占据新一

轮经济全球化制高点，才能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发挥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作用。

二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这是破解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面临“卡脖子”问题、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必要举措和必由之路。

三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依托强大内需优势，将我国已经具备的体

量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本土市场优势，从而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是形成对国际优势

资源和要素强大“引力场”的关键。

四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尤其是在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

放的同时，加快制度型开放。这是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的现实需要。

五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拓宽开放领域、

深化开放层次的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争取和

构建更加具有保障作用的规制和制度体系。

南京是开放发展大省江苏的省会城市，也是 2009 年科技部正式确立的全国唯一的科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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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开放发展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科技创新动力进一步激发，新动能的生

力军作用日益凸显，市场主体活力得到不断释放。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和蔓延的背景下，

2020 年前三季度南京取得了 GDP 增速 3.3% 的骄人成绩。应该说，在抓住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战

略机遇方面，南京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下一步应在坚持创新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

建新发展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及实现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在开启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继续为全国探路，做出南京贡献。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抓住战略机遇期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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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双循环”，民营经济走向更广阔舞台
吴跃农①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近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

造新需求。这就为民营经济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抢抓新机遇、展现新作为创造了巨

大机遇空间，推动民营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担当国内大循环的积极建设者

民营经济坚定地扎根和依托做强做大国内市场，改革开放的最显著特色和最大收获之一是

民营经济与市场同命运、共成长。民营企业家是新时代最具流动性的社会职业群体，民营资本

的流动性最具市场特性，按照追求劳动力生产成本最合理和市场最高效方式配置资源，是贯通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开路者、

积极有为者和市场一体化重要构建力量，民营经济具有国内大循环积极建设者的责任担当。

民营经济特别赞同并能够协同国家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国

内大循环的出发点是实体经济，是制造业，是国家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这

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导向意义，对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性、削减房产货币储

备特性和扼制金融泡沫具有强有力干预作用，有利于更好夯实民营实体制造业基础，以利其更

茁壮健康成长，并做优营商环境解其多种后顾之忧；民营企业，尤其是电商企业平台，物联网

协同实体经济、其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终端市场的信号明晰性对供给侧的提升性及其供应

链对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性，对实现上下游、产供销的有效衔接，在大力促进

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中具有新机遇和新发展，这是市场共同

利益下的强大黏合作用，民营经济于其中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强驱动一致性，对破除妨碍生产

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有着积极协同合力和“攻

垒破壁”的锋利作用和新作为；而党和国家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① 吴跃农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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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双循环”，民营经济走向更广阔舞台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是民营生产企业、商贸企业，尤其是电商企业的生产和流

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营经济是政策支撑体系中最重要的力量和发展壮大供需关系的积极践

行者。

将国内市场演化为全球市场的主场

民营经济立足国内大循环，是发挥本土企业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

建设的生力军。民营经济作为占据国内 95% 以上的绝对市场主体，其科技创新和面向日常生活

市场的双向创新特征，在以面向国内市场为特征的国内大循环过程中有助于做强做优企业高质

量协调发展和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并吸引和运用全球资源要素，虹吸国际市场资源，将

国内市场演化为全球市场的主场。

对于有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熟经验的民营经济而言，能够破解国际单

边主义和逆全球化，通过“双循环”新发展及“一带一路”，由我国主导的新全球化来“办世

界工厂，办世界市场”。民营经济可以以“双嵌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中，同时也嵌入

到区域的集群之中，进一步拓展海外园区建设和全球产业链布局。民营企业及企业集团国际化

蓬勃发展，特别是以集群企业抱团的方式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可以创造价值、创造我国贸易

顺差，并通过民营企业家为主体的海内外商协会整合作用，联系、吸纳海内外更广泛的行业和

产业，积极促进我国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为促进国际收

支基本平衡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民营经济在国家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政策的引领下和便利下，

在国内遍布的自贸区和海南贸易自由港的全新开放格局中，可以以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和追求

更大更可控的全产业链格局做大做强做优企业，积极投身国内国际的“双循环”。

向生产商服务商两全身份转型

对于逼近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20 年世界最大消费市场

国，增强世界市场对我国的依存度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主动力。以

内引外，内而更外，民营经济在顺应和促进国内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

和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方面，均是基本生产链和供应链的主力构成，是更高层次“走出去”的生

力军，有着创办全球量级市场的更广阔发展舞台。

民营经济要适应和主动投身以质量品牌为重点的供给侧提升，促进国内消费全面升级，向

更为绿色、更为健康、更为安全的品质方向发展，要创造发展更多的商业新模式消费新模式和

新业态，以策应消费市场、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进一步创造、引领市场消费活力。民营经济更

要向生产商和生产商服务商的两全身份转型，要通吃生产和服务两大领域和产业链条。

民营科技金融创新是独秀于全球金融的领先产业，应在立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挺进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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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面有更大作为。民营在线支付体系要与央行数字货币体系的推进紧密携手合作，同心同力

为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发力和创造佳绩，要以更为强劲的发展态势，建设国内循环为主体、推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境外更广泛地区的线上和无接触交易服务，以大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结算体系目标，为加速和构建我国金融安全继续探路、开路、筑路；民营电商平台、工业物联

网等是降低企业生产和流通成本，服务制造业和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开拓下沉城乡消

费市场的先行军、主力军，必将更发力有为。

民营经济更要在国家发展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中积极作为，在生产性服

务和生活性服务两大领域大展身手；旅游产业是民营经济的优势所在，要充分运用好国家完善

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节假日消费的契机，紧密配合各地政府的美丽乡村建设，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将旅游业与红色教育、历史教育、新中国工业文化及厂

企旧址、家庭文化休闲、老龄医疗康养等内容要素高质量结合、全领域全方位推展开来；培育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民营经济在新旧基建和现代服务业领域有更为宽广发展空间，尤其是面向

年轻一代的各类时尚消费领域，民营经济具有代言人和引领者的亲和身份，必须面向“双循环”

格局来发展好大都市时尚新兴消费产业、文化产业；改善消费环境，民营经济在诚信守法方面

应有更高更自觉要求和修练，必须自觉配合市场监管，每天都是“3·15”，从供给侧初始强

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创造更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商业诚信不欺文化氛围。

建立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投资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民营企业家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风险把控、市场把握

能力，要认真掌握国家优化投资结构，通过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

键作用的政策和产业方向，从中寻找适合企业的投资领域。民营建筑、工程企业要在国家加快

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

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中推进切合企业发展的新投资，形成企业良性高效扩张；尤其是民营装备

制造业企业，要瞄准国家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及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契机，吃

透政策红利，加大投资扩张产能，高速发展企业。

民营经济更要紧紧抓住“十四五”期间国家大力推进一大批重大项目进行投资或配套工程，

全力以赴将企业发展与国家的重大项目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如全国各地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型

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国家支持的有利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以及

一系列尖端科技国防产业。这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固然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力为领军，但也必然

要有民营企业等来积极参与其上下游产业链和生产配套，承担制造建造的主力军。民间投资有

广阔天地，建议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民营企业主动进入，合力形成“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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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与塑造浙江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取向

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与塑造浙江产业
竞争力的政策取向

刘志彪①

在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的双重影响下，全球产业链受到较大的冲击，经济全球化

的基本理论基础也发生了较大的动摇。

一、关于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的三个判断

全球产业链在这次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当中受到很大冲击。关于全球产业链的重组趋势，有

以下三个判断。

（一）过去的全球化基础发生了动摇

过去的全球化由跨国公司发动，其中最重要的发动方式就是把一个产品进行全球分工，即

一个产品的生产环节可能分布在全球各地。在经济学里面，我们把这种跨国家的生产叫做产品

分工，产品分工是全球化的基础。它基于两个重要的经济原理：第一个就是技术的支持。由于

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流动成本得以降低，使得地球变成地村；另外，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

使得运输成本非常低。第二个就是交易成本的降低，这里主要指各个国家放松对国境线的控制，

尤其是关税的降低。人员流动的便利与关税降低等创新，促进了全球化和产品分工。但是在中

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产品分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使得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发生了一定

的动摇，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长期以来由“链主”协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系的机制失效。过去产品分工由产业链

的“链主”来协调上下游企业，以保持供求关系的平衡，而新冠肺炎疫情使这种协调机制失效。

疫情在不同地区不同步的发生，会导致上下游供应链之间的不协调，从而打破了先前均衡的供

求关系。此外，疫情冲击会带来长波效应（或者说长边效应），一个环节的变动会导致很多其

他环节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这种协调机制的成本变得异常之高。在疫情发生过程中，很多

企业关门、工厂休息，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整个产业链停摆。二是及时交货系统的企业管理方式

开始部分失效。过去产品分工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建设及时交货系统，及时交货系统在管理学

里面可以体现一个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然而，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发现，交货系统做得越完善、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发展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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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越少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相反，没有采纳及时交付系统而建设自己独立供应体系的企

业，反而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国际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案例，过去企业界津津乐道可以提高效

率的及时交货系统，反而变成了一种增加成本的东西。另外，经济效率跟经济安全也发生了较

大收缩。三是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政策资源和社会基础在减弱。疫情和贸易战

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封闭主义取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和资

源在下降。

（二）全球产业链内向化趋势

基于全球产业链在这次疫情当中受到的冲击，各个国家政府包括很多大型跨国公司，都在

反思全球化怎么去协调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的矛盾，全球产业链可能发生明显的内向化趋势。

从纵向来看，未来全球产业链的长度会逐步缩短。过去，全球化跨国公司把全球当成自己的市场，

产品非常好卖。现在看来，这个趋势可能要受到抑制。跨国公司会缩短产业链，某些关键环节

不会向外发放，可能会回收到跨国公司内部变成企业内部化管理，或者可能会放到自己国家内

部再外包给别的企业，再或者放到邻国的某些发展中国家，以便于进行控制。

从横向来看，回收的产业链必须放置在一个具体的空间，比如自贸区上。重要的医疗原药

生产、零部件技术等关系国计民生、并可能会受到紧急事件影响的产业，可能会回归发达国家。

汽车零部件就出现了这种回收情况，考虑到高昂的国内生产成本，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建设某种

自贸区，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签订协议，然后把产业放到自贸区。

（三）全球产业链集群化趋势

过去，产品的生产环节分布在无数国家，形成了点状分布、面上扩散的全球产业链。当产

品的生产环节回缩集聚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上，那么这个全球产业链就会变成全球产业链集群。

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很可能将产业放在特定的自贸区上，形成自贸区式的全球产业链集群。这

与美国政府最近发布的三条政策紧密相关，必然带来全球产业集群的趋势。

第一条，“制造业回归”政策。美国在这次疫情中颁布了“国家紧急法案”，利用国家资

源支持一些制造企业回归，并给予国家补贴。包括日本也在采取这种措施。

第二条，“自贸区”政策。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产地原则，即在这个自贸区

中必须有 75% 的生产附加值才算原产地，否则就赋予重税；二是毒丸计划（股权摊薄反收购措

施），该计划指出，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三个国家（美、加、墨）中，若有一方跟非市场经

济国家签订协议，那么该协定就自动失效。

第三条，“中国孤立化”政策。美国为了使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

未来可能把分布在中国的产业搬到日本或东南亚。

二、关于塑造浙江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过去中国供应商通过竞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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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总部订单，以国际代工的方式加入发达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中国沿海的浙江、江苏、广

东三省以双重切入方式加入全球化。双重切入方式指的是企业先加入本地产业集群，产业集群

再从整体上切入全球价值链。该方式塑造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第一，集群中的企业除了享受

集群本身公共的利益之外，更多的是集群内部之间的学习交流和竞争；第二，不同地区的集群

之间存在竞争，中国的集群与外部的集群也存在竞争，正是这种竞争为中国企业带来了高效率，

使中国的产品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

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下，中国再以过去的方式加入全球化是行不通的。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以国内市场为主，坚持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体系。结合全球产业链的变化，中国的产业集

群今后会通过开放与国内循环，形成中国的全球产业链集群。因此未来中国与世界的竞争、中

国的产业与全球产业的竞争，将变成全球产业链集群之间的竞争。但是中国产业集群目前的发

展水平和程度，与国外相比仍有差距。

浙江在全球产业链集群竞争中具有先行优势。因为过去浙江就是依靠产业集群参与产业竞

争。浙江分布着大量的产业集群，以公司加小企业的方式，塑造了产品质量和基本价值水平，

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在全球产业链集群的趋势下，未来浙江的基本政策取向除了保持

产业集群的优势之外，还要继续做强、做大产业集群，建设若干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

便是未来浙江走向全世界的竞争力。

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与塑造浙江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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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建设
洪银兴①

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

《建议》）勾画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吹响了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的号角。理念指导行动，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要求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由高质量发展来支撑，因此，应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

局要求推动其进程。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推动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现代化的“关口”，是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性战略安排，可以为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现代

化经济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现代化的支撑系统，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二是现代化

的动力系统，包括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三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系统，包括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产业、区域和生态三足鼎立来支撑。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是抓住以信

息化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其不仅包括发展体现现

代水平的新兴产业，也包括采用信息化最新成果的各类产业。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归根到底

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

现代化区域体系要求一方面彰显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优势，另一方面推动城乡区域协调联动

发展。在我国，现代化的势头总是从核心区逐步向周边辐射和传导。因此，建设现代化区域体

系涉及以下方面：第一，针对尚未达到全面小康水平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着力推进脱贫攻坚，

使其同全国其他地区一道进入现代化的起点，共同开启现代化进程；第二，经济发达地区在现

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彰显优势，为全国的现代化探路；第三，现代化区域体系要反映各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人民论坛网。



711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建设

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产业结构），各个地区也要形成自己的现代化特色；

第四，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联动发展，先发地区不能孤军深入，要持续关注后发地区，与后发

地区良性互动、融合发展。

现代化绿色发展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围绕建设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

推进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现代化绿色发展体系具体涉及：

由资源高消耗、环境强污染和废弃物高排放转向绿色循环低碳；大力发展绿色技术，通过技术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发展绿色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创新引领现代化建设。创新引领，核心是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的国

际竞争力。这就对科技自立自强提出要求——应尤为重视基础研究创新的前沿核心技术。当今

世界，技术创新上升为科技创新：科学发现与科学生产应用（尤其是产业创新）几乎是同时进

行的，创新阶段上延到发现新技术的基础研究（知识创新）阶段，产业创新已经由工程师时代

进入科学家时代，最新科学发现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可以实现巨大的技术跨越。由此，《建

议》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全球科技革命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科学’到‘技术’

转化，基本要求是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应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

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建立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

的机制。

创新引领现代化需要建设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设施，这是不同于传统基建的新基建。

新基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二是深度应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

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以新发展格局推动现代化。近年来，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使得

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

日益强劲。因此，需要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对于一个快速增长型经济体来说，由流通和消费环节产生的市场需求对经济的顺畅循环尤

为重要，因为没有市场需求就没有生产。这表明，现代化不能只是生产端的现代化，还需要消

费端的现代化。从推进现代化的行动分析，扩大内需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基点。为此，《建

议》提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内需体系包含多方面内容，因此扩大内需需要多管齐下。

第一，内需的内容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因而扩大内需就需要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第二，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内需不仅涉及消费还涉及流通。因而，扩大内需不仅需要推动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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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费现代化引领内需扩大，还要建设现代市场，畅通市场流通。第三，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不

仅包括最终消费需求，还包括产业链循环中的内需。这意味着不能只关注最终消费，还要关注

中间消费（生产消费）。

产业链循环由外转内的关键在于产业链现代化。产业链的内循环需要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

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更为重要的是，

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实到产业发展上，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要着

力攻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如果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就可能实现

产业链环节的国内替代，促使产业链由国外转向国内，形成产业链的国内循环。

转向以国内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外开放（国际市场、国际资源都不能放弃），其核

心是由出口导向的开放模式转向内需型开放模式。所谓内需型开放，就是以自身发展需要利用

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目标是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着力点是发展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

着力引进创新资源。所谓开放式创新，就是根据创新链环节需要，着力引进掌握高端核心技术

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注重外资质量。

引进的外资应以创新为导向进行选择：进入的环节是高新技术研发环节，鼓励外资在中国本土

创新研发新技术。新发展格局不排斥产业链的国际布局，尤其是以全球价值链进入“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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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海南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吴跃农①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充分考虑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着眼于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的一个新的重大

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深刻现实意义的大事。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整体规划 , 即借鉴国际经

验、体现中国特色、符合海南定位、突出改革创新、坚持底线思维，明确发展目标。

对海南来说，这是继建省、获批国际旅游岛之后的第三次历史机遇。海南能不能成为国际

金融中心，要看海南是否能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海南紧挨着内陆，发挥着内陆市场的桥头堡作用，

充当内陆与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系人”。未来发展如果对标香港而言，海南货运每年的集装箱

吞吐量，则需超过 2000 万标箱的水平，达到这样规模的发达物流航运才能孕育后续诸多的金

融需求。

显然，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建设不只是毕海南之力，在海南开放新格局中必须充分发挥全国

上下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必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集聚全球优质生

产要素，着力在推动制度创新、培育增长动能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提供坚

实支撑。

中国早就开始布局自由贸易，对接世界上通行的经贸规则。此前已经相继建了 11 个自贸

区试验区，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海南建设国际自由贸易港有充分的

参考意义。

实践证明，海南具有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11 海里的琼州海峡就像一道天然屏障，进出通

道尽在掌控之中，且海南经济规模相对于全中国来说不大，因此在试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

面影响程度也比较小。

近年来，海南的建设也在逐步取得突破，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自由贸易

港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数据显示，海南已相继发布 77 项制度创新案例，累计开工项目 515 个，

总投资 2983.4 亿元；签约项目 298 个；总投资 1433 亿元。

笔者认为，海南全域自由贸易港建设应该是更为开放的体系，充分吸纳国际先进经验和成

① 吴跃农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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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精准把握国际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新趋势，广泛借鉴新加坡、香港、迪拜等自由贸易港成熟

的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政策，并利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全球

高水平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贸易便利化的关键措施，科学设计、制定自由贸易港的政策

体系，推动货物流、资金流、人流、数据流等要素的便捷和自由流动。

海南要争做新时代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开拓者，争做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者，争做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领跑者，争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践行者。当前，应加快制定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规则、

标准等制度供给体系，既要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税制安排、服务业对外开放、金融开放等传

统投资和服务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又要在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新领域有显著

突破。以海南为“试验田”，实现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

创造世界一流的、引领性的、制度性的开放高地。

当前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遭遇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

发等风险挑战，但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越是困难时刻，我们越要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

和决心，坚持做全球化的倡导者、支持者和贡献者，敞开怀抱欢迎全世界的投资者。作为中国

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门户，海南要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做先锋、挑重担、创佳绩。探索“自由

贸易港”要高起点谋划，大视野布局，对标世界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充分激发发展活力和创造力；要坚持高质量和高标准建设，体现

中国特色，发挥海南独特优势；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市场环境，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海南的创新发展。

海南全省须担当起历史责任，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按照

党中央布置的时间节点，把美丽蓝图创造成为美好现实，为促进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海南范式、海南影响、海南依托和海南业绩，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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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
洪银兴①

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

一脉相承的。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我们现在所谈的“外循环为主体”转到“内循环为主体”，主要指部分外向型经济

或者外向依赖度高的地区要研究怎么实现这种转变。

为何要实现这种转变？一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一些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再加上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国内发展和国内市场需求都转到内循环为主体。二是国内经济增长应成为增长的发

动机。产业链循环也是我国转向内循环为主体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某些发达国家推行反全球化

政策，与中国在科技和产业等领域脱钩，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全面衰退，导致一系列

全球产业链断裂，我国产业链的国外循环也受到严重冲击。

如何来实现这种转变？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供给侧和需求侧需要共同发力，把

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来实现经济发展，以宏大的国内市场来促进外循

环。一是以扩大内需来促进转向内循环为主体。转向“内循环为主体”关键在于不断释放内需

空间。因此，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基点，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这意味着扩大内需要多管齐下，还要注重“扩大”二字。虽然国民经济的反向循环是以消费为

起点，但是绝不意味着只是最终消费来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生产的其他环节对国民经济循环的

影响不可忽视。二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产业链环节的技术需求及相应的技术供应由

外转内，基本路径是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把

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三是以内循环来促进外循环。新发

展格局不是不要国际循环，我们的目标是以内循环来促外循环，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和国际的

市场。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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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城镇化：开启中国小城镇时代
沈晓杰①

运筹和规划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有一个绕不过的“鸿沟”，

就是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和城乡人口分布的日益极化。在城市愈加“欧洲化”的同时，乡村的“非

洲化”也更加突出。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人口分布两极分化更加突出。

一、城乡人口建设用地倍差加剧，“大国大城”城镇化难以为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 年中国城乡人口分布的比例还是 36.22% 比 63.78%，到了 2010

年城乡人口的分布之比就接近各占一半（49.95% 比 50.05%），到了 2019 年，中国城乡人口分

布的比例则颠倒过来，城市为 60.6%，乡村为 39.4%。20 年间，中国的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别

以年均 1.22% 的速度递增或递减；从 2000 年到 2019 年，中国城镇的常住人口由 4.59 亿人增加

到 8.48 亿人，乡村的常住人口则是从 8.08 亿人减少到了 5.52 亿人。这一方面是城镇化发展的

成绩，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城乡人口和空间分布出现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

伴随着史上规模最大的城乡迁徙，城乡之间人均用地的差别也越来越大。有研究资料显示：

在常住人口上占据全国 40% 的农村人口，占有使用的农村建设用地面积高达 20 万平方公里，

而占 60% 多的城镇常住人口，占有使用的城镇建设用地仅为 10 万平方公里，只有农村的一半。

城乡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之比高达 1：3.7 。数亿人城镇化所带来的城市土地需求的刚性矛盾愈发

突出，并且呈现越是大城市，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度越高，土地供求矛盾及相对应的房地产

和住房问题就更加突出，并且发展的趋势更加让人不安。

根据恒大研究院的统计，从 2000-2019 这 20 年间，我国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占比，分别

由 3.7%、17.3% 增至 5.3%、20.6%。从趋势上看，越是大城市，人口的集聚度就越高。在 2001-

2010 年、2011-2015 年和 2016-2019 年这三个阶段，我国一、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 3.42%

和 1.81%，1.49% 和 1.00%，1.33% 和 0.69%，都远高于同期全国人口平均增速的 0.57%、0.50%、

0.46%。而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则略低于和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见下图）。

更须引起警惕的是，到 2030 年我国新增的 2 亿多城镇人口中，约 60% 将分布在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冀等七大城市群。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大城市的人口拥挤问题会更加突出。

① 沈晓杰，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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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大城市人口实际密度远超东京纽约，适度疏解刻不容缓

与国际上超大城市比较，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的人口拥挤问题，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篇研究报告，能给人更多的启迪。根据他们对北京上海和东京纽

约的比较，在 0-10km 的半径范围中心城区，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密度为 2.07 万人 /k ㎡和 2.56

万人 /k ㎡，每平方公里分别高出东京 7421 和 1.24 万人、高出纽约 7539 和 1.25 万人。在 0-5km

最核心区域内，上海常住人口密度高达 3.67 万人 /k ㎡，比纽约（2.66 万人 /k ㎡）高出 10041

人 /k ㎡；北京（2.02 万人 /k ㎡）虽低于纽约，但仍接近东京（1.08 万人 /k ㎡）的两倍（见卓

贤、陈奥运“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化”一文）。

国内专门从事都市圈研究知名机构——大七环都市圈智库的一项报告，也证明了这点。他

们选取北京、上海、深圳和东京、纽约这几个国内外代表性大都市进行对比分析， 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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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在 0-10km 的中心城区，还是在 10-20km 主城区，北京、上海、

深圳的人口密度大多数都要高于或等于东京纽约的人口密度（只有北京在 10-20 公里例外）。

尤其是在中心城区内，不仅上海深圳的人口密度是东京纽约的一倍以上，而且机关大院学校林

立的北京也分别比它们高出近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

有人会认为，20-50 公里范围内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密度都比东京要小，据此推测京沪可接

纳更多的人口。其实，负有“以城带乡”使命的中国大城市本身是一个城乡结合的产物，不像

东京纽约那样城市主要就是城区，这也是北京上海的区域面积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东京市和纽约

市的原因所在（如市域 1.6 万多平方公里的北京市，是市域只有 789 平方公里纽约市的 20.8 倍）。

此外，面积 2155 平方公里的东京市的平均半径也只有 26 公里多，超出范围已不是东京市而是

其他小城镇。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主城区，半径基本上也是 20 多公里（区域 1250 多平方公里）

左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流动到大城市的人口，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主城区，很少有人到

大都市的郊县或者农村安家落户。除此之外，我国一些大都市的主城区机关大院部队学校占有

使用的土地比例要远大于国外，这些特色，都注定了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实际拥挤度，要比数据

更“苦不堪言”了。这也就注定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摊大饼”和走“大国大城”

之路了。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人口高度密集并不是中国一线大城市独有的“专利”，这样的状况

在众多大中城市也相当普遍。就拿南京来说，早在 2010 年，南京市老城区平均常住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就高达 3.24 万人，远高于人口密集的北京市和日本东京市。其中，有 9 个街道的常

住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 4 万人，还有 2 个街道超过 5 万人。

三、空心化和城镇化率 70% 拐点，小城市和乡镇要转危为机

和大城市“超负荷”形成截然对比的是，我国的小城市、乡镇和村庄，空心化、边缘化和

贫穷化比比皆是，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农村空心化究竟到什么地步，笔者在两年前的文章中

就曾经描述过。据 2012 年中国科学院一报告推算，仅“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可达 1.14 亿亩。”

随着近五年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 5300 万人左右。以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中国农村人均居民点用

地 317 平方米推算，可能被空置的土地又将增加 2523 万亩。全国农村可综合整治的土地，至少

高达 1.4 亿亩。仅此可“综合整治”的土地面积（9.33 万平方公里），就已相当于我国城镇现

有的建设用地。笔者这两年到乡村调研，发现其趋势化愈发严重，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

有人认为，空心化有益于规模经营，乡村农民少了，农民和农村才能富裕。但事实并没有

向预想的方向发展。随着空心化和边缘化，众多小城市、乡镇和村庄显得日益凋敝贫穷，已到

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众所周知，任何涉及乡村发展和三农的问题，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城乡融合，如果占据国

土绝大多数面积的乡村没有基本的人口支撑，没有足够的人气聚集，在“空心化边缘化”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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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都将是一句空话。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市，如京津沪和江浙粤等经济发达的省市，城

镇化率已经或刚刚超过 70%。而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把小城镇建设作为提高城镇化率的时间节

点，通常也是在城镇化率达到 70% 之时实施的，这也是都市病和乡村空心化集中显现之时，需

要有一个逆城市化的运作来修正，以使城乡人口和空间布局更加优化。

四、城镇化，走“大国大城”所至铁锈化，还是国际惯例的最佳宜居

大城市过度拥挤、环境和生态压力巨大的“都市病”，与小城镇和乡村“空心化”下日益

的凋敝，使越来越多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路径。那么，城乡的国土空间布局和

人口分布，如何才能最佳化和最适配化呢？自然而然的，人们把更多的眼光聚焦在小城市和乡

镇上。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向大城市高度集聚的城市化，一般都是在以效率为先的发展中阶段。

到了“后小康”实现现代化阶段，随着人们对生活工作舒适性的追求，活动的圈子也逐渐由大

城市向四周发散。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逆城市化，也是由此而生。根据研究资料，在全球人口

超过 1000 万的前 29 个超大超市中，22 个来自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

有人认为，提高城镇化率靠把城市人口和新市民引导到小城市和乡镇去，是一种不切实际

的空想。中国的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正更多的集聚在大城市，应该“大国大城”。前面提到的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那篇报告也指出：中国大陆有 32 座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承载了总人口

的 18.6%，产生 41.7% 的经济总量。但问题是，这样的高度集聚也使我们付出了城市都市病和

乡村空心化的高昂代价。如果任凭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不仅这两大城乡发展中出现的“顽疾”

会使矛盾更加突出，问题更加恶化，而且今天在美国区域和城乡空间严重存在的“铁锈化”现象，

也可能大规模的在中国蔓延。

我国部分地方“铁锈化”的现实威胁和发展趋势，不仅在东北和北方一些城市成了区域性

的问题，更严重的还是它已经和正在小城镇和乡村蔓延。只有及时全面系统的运筹和整合，引

导更多的人口和产业到小城市和乡镇去，中国城乡空间才会更加科学均衡的发展，中国某些地

方的“铁锈化”趋势才可能戛然而止。

其实，小城市和乡镇人口和产业布局的均衡发展，是货真价实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成功

路径。从国际惯例来看，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的人口规模很少有超过 500 万人以上的。根据英

国《经济学人》公布的 2018 年全球宜居城巿排名，各最佳宜居城市的人口分别是：维也纳 189

万人、墨尔本 500 万人、大阪 267 万人、卡尔加里 156 万人、悉尼 503 万人、温哥华 63 万人，

哥本哈根 67.6 万人，阿德莱德 135 万人。只有多伦多（600 万人）和东京都（人口刚过 1400 万）

两个城市在 500 万人以上。

在我们惯性的传统城镇化政策设计中有一个认知误区，就是把提高城镇化率过多的放在人

“十四五”城镇化：开启中国小城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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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高度集聚到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中去。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恰恰表明，高城镇化率，绝不

是等同把人口都集中到大城市中去。甚至恰恰相反，很多发达国家在城镇化率达到一定程度后，

往往都有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越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足，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就越是喜欢

居住在城郊甚至离大都市较远的小城镇。

以小城小镇为主的高城镇化率，在欧美发达国家相当普遍。例如美国就有 63% 左右的人口

居住在 5 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德国 80% 的人口居住在 10 万人以下的小城（见下图：美国、德

国城市及人口分布统计）。

人口在小城镇和乡村生活，无疑为我们实施城乡融合和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一条可贵的值

得借鉴的思路。城乡人口这样的分布，一方面很少出现乡村空心化，另一方面也使城市很少有

都市病，也几乎见不到像我国城乡两端人口极化的现象。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从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现代化要求和规律，还是大城市自身宜居发

展的要求，中国要使城乡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实现最优化，就应该在适度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

模同时，把重点投入到以小城镇和乡村为主的现代化。使城乡人口的居住空间在重视效率的同

时，更加注重向宜居方面发展。

五、小城镇化和优减城市规模，会影响城市“做强”和首位度吗

对此，也有人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心：把更多的人口迁徙到小城市和乡镇去，疏解大城市

的人口和产业，必然要影响到其聚集度和首位度。这会不会影响到大城市的发展？对一些大城

市的“当家者”和倡导者来说，高度集聚和“摊大饼”所带来的效率和规模，不仅是他们的政绩，

更是支撑他们的“发展理念”重要一环。甚至某些“巡视组”，也把省城等大城市的首位度视

为考察当地“父母官”是否作为的重要方面。难道城市规模缩小或中小城市，在产业和经济发

展上就难有大的作为？非也。

笔者曾专门到欧洲考察了解当地的城乡融合。在德国斯图加特调研时发现，它虽是德国第

六大城市，总人口却只有 57 万。按照中国标准，它只能划在“县城”一档。但就是这样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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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孕育和集聚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汽车品牌。不仅像梅赛德斯·奔驰、保时捷、迈巴赫这样

重量级的汽车品牌在这里诞生，而且曾经是全球最畅销的大众型汽车——甲壳虫也出生于此。

斯图加特因此也被称为“汽车的摇篮”。在斯图加特全球最大的豪华轿车生产基地——奔驰辛

德芬根轿车的生产基地，每天从这座工厂里要开出 650 辆奔驰 C 级轿车、1200 辆 E 级轿车和

300 多辆 S 级轿车。另外，博世等闻名世界的企业总部也都落户于斯图加特。此外，这里还有

德国第二大的证交所和最大的信贷机构等。除了这些全球性的跨国大企业和金融巨头外， 斯图

加特还拥有 1500 家中小企业和德国最密集的的科研机构，全德约 11% 的科研成果均出自这里。

斯图加特的成功经验，颠覆了国人“大城才有大作为”的思维惯性。充分说明，城市的竞

争力和发展，不能和城市的规模和大小划等号。相反，过度拥挤的大城市适度的疏解，可以为

自身的发展带来更优化的空间。

在德国调研中笔者还注意到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现象，在这个城镇化率高达 90%、经济发

展高居全球前茅、人口只比江苏多两三百万的欧洲第一经济大国，最大的三大城市（柏林、慕

尼黑和汉堡）人口总和也就 700 万左右，还不及南京一市。在德国，只有 20% 的人居住在人口

超过 10 万的“大城市”，其余都生活在小城镇，其中生活在人口总数 2 万以下小城小镇的占

了四成多。德国城镇化模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去中心化”。

六、小城镇为中心的城镇化，顶层决策者和基层百姓的共识

既然城镇化率提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既然中国的大都市已经不宜过度

承载更多的人口，那么，中国的城镇化之路就必须另辟蹊径。充分利用高铁带来的时间距离红

利和网络社会远程办公的时代特征，通过优化大市、小城和乡镇的人口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

让更多“城镇化率”的增量人口流动到小城市和到乡镇去，就成为既提高城镇化率，又化解都

市病和乡村空心化的不二选择。同时，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城镇化。

大都市市民的疏解到小城乡镇，不仅不影响反而优化了大城市的发展，小城镇化也能使经

济和社会发展“做大做强”，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不靠行政之手和政策

的压力，仅靠市场和利益的驱动，大城市居民和新市民能不能自觉自愿的进行“新的上山下乡”。

答案也是肯定的。

笔者 2018 年 3 月发表在 FT 中文网的“中产阶级和十万亿级产业：乡村振兴加速器”和“如

何破解中国式养老困境”等文章中，曾经梳理过不少城市退养人群选择到桃花园般乡村抱团养

老的发展势头、经济上的可观效益和可带动上亿人“新上山下乡”的巨大规模。目前，这样的

“新潮流”及康养产业，已成为不少县域和乡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势能。在今年 6 月发表

的分析上海都市圈的两篇文章中，笔者根据东京都市圈的经验推导，如果上海都市圈一体化的

大门完全打开，除了会有 210 多万的退休养老的人群会到上海周边都市圈内异地养老外，还必

将极大吸引在上海买不起房、以非上海户籍为主的 440 多万新市民到房价只有上海四分之一至

“十四五”城镇化：开启中国小城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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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都市圈内小城市买房安居。仅此两项，仅上海就可以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疏解到

都市圈内的小城市和乡镇中去。政府 38 年推而不动的长三角及上海都市圈一体化，国民在市

场和利益的驱动下，可“一夜破茧”。其实这样的态势，早已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形成“规

模效应”。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大城市居民愿不愿意到小城镇和乡村去，而是政府的大门，

何时才能敞开大门允许市民下乡。

令人宽慰的是，现在不仅有越来越大的专家学者不再认同以大城市的扩张来提升城镇化率，

而且最高决策层业已明确了方向。

在中央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不仅要求“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

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更把“统筹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习近平主席不久前更是在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发文，

明确提出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目前我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密度总体偏高。长期

来看，全国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标准。要建设

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逐步

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见“求是“杂志 2020 年 21 期，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合理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密度和规模、以加快小城镇发展来提高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了决策

者和学界更多人的共识。十四五我国城镇化发展，小城镇必将担当起历史的重任。



723

双循环下中国经济全球化从客场走向主场

双循环下中国经济全球化从客场走向主场
刘志彪①

对双循环下的经济全球化问题，我主要简单地谈下面几点：

第一，双循环过去就有，不过重点和性质不同。过去的双循环是利用西方市场进行的全球

化，中国只是生产能力的提供者，而非世界市场。之前所谓“两头在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大进大出”等说法，就很形象地描述了客场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而双循环下的经济全球化，主

场要放在我国进行。

第二，过去全球化的主场不在自己市场而在全球市场。原因有二：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我

国人均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需求无法有效地支撑生产能力的扩张。二是在改革开放过

程中，中国最丰富的要素是劳动力，最短缺的要素是技术资本。发挥要素的比较优势，最好的

办法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当下主客观条件都不适应客场全球化。一是西方现已容纳不下中国这样的超级生产

能力提供者；二是中国内需规模已经很大；三是比较优势不再，生产要素已经无法支持一般制

造业的比较优势；四是由劳动力过剩转向产品过剩，由资本短缺转为资产短缺、资本过剩；五

是代工模式已改变，需要依靠内需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由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第四，主场全球化使内需成为新的全球化战略工具、资源和重要手段。首先，可以利用内

需开放国内市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做出贡献。其次，利用内

需来连接国内和国际市场，以国内市场循环带动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最后，既要利用内需

向内集聚资源，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人才为中国创新经济服务，又要利用内需向外集聚资源，

鼓励中国市场走出去。

第五，实施主场全球化战略前提是中国已经形成超大规模统一市场。目前这个市场在结构

和功能上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内需中投资比例较大，且政府占比较高，政府投资中发展性支

出比重过大、公共服务性支出比重较低；另一方面从形成需求的来源来看，人均 GDP 和人均

可支配收入水平之间差距较大。定性来看，由于存在较严重的行政经济现象，土地、资本、高

级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基本还未发育，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

第六，主场全球化下，中国市场就是全球市场，中国既是世界供给中心又是需求或市场中心。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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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不是一个地理或区域概念，而是开放与否的概念。对整个世界开放，我们的市场就是

全球市场。能不能形成双循环格局关键在于开放，尤其是对内开放。

第七，主场全球化下现代产业体系和产业链的构建方式不同。内需主导的全球化中，国内

价值链将逐步替代过去的全球价值链。未来中国企业会站在价值链高端，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

价值链。根据现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未来产业竞争方式将从企业之间竞争演变成产业链

对产业链、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的竞争。

第八，中国企业将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链主”，通过市场化方式控制全球价值链的治

理结构。中国主场全球化要培养世界级的市场驱动型“链主”，获取产业链话语权。因为在具

备超大规模市场基础上，可培养出掌握技术高端的创新型企业，即技术驱动型价值链“链主”。

第九，为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过去是对外开放促改革，现在是对内开放促统一市场建设。

对内开放指对本国公民、民营经济开放，打破限制民营经济的壁垒。从开放内容来看，最重要

的是破除行政和市场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让企业可以自由进出；从开放时间来看，现在要

促进存量调整；从开放空间来看，最重要的是消除地区间政策歧视。

第十，加速对内开放、推进一体化市场建设的三大举措：一是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破除

区域壁垒。二是要素市场改革，加速生产要素流动，打破各种供给堵点。三是收入分配改革，

形成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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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系列研究概述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系列研究概述

徐  宁   严文沁①

12 月 19 日，在光明日报和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2020 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论坛”

上，我院院长刘志彪教授及其团队持续十余年的“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系列研究荣获“年

度精品成果”奖。现将该系列研究脉络梳理如下，以飨读者。

阶段一：（2007-2012）

通过对我国产业发展模式的长期观察，发现基于国际市场（外需）加入GVC（全球价值链）

进行代工生产的模式存在“温水煮青蛙”效应，即我国企业被国际大买家长期俘获并压制在价

值链底端，难以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研判由于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资源的有限性，该模式

不可持续，同时提出应向基于国内市场的NVC（国内价值链）模式转变的初步设想。

中国加入 WTO 后，通过吸收外来投资，发展国内配套企业及企业网络，以代工方式切入

全球价值链 (GVC)，是当时实现工业化道路和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有效战略。而刘志彪教授及

其团队通过深度研究，敏锐地预判到，借助于这种基于全球价值链代工体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不可持续。

关于该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2007 年《中国工业经济》第 5 期的论文《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

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 GVC 与 NVC 的比较视角》，文章分析了中国代

工企业被国际大买家俘获形成的机制与模式，首次提出我国建设新兴工业化道路和国家自主创

新体系，摆脱 GVC 背景下被俘获关系的出路在于基于国内市场空间的国内价值链 (NVC) 的培

育。该论文知网显示已被下载 6532 次、被引用 759 次，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此后，围绕这个问题出版相关专著十多本、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相关文章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工业经济》《新华文摘》等刊载转载，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发表

相关理论文章，成果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二等奖 2 次、三等奖 1 次（一等奖常年空缺）。

在此期间，刘志彪教授及其团队前瞻性地指出，加入 NVC( 国内价值链 ) 是代工企业突破

跨国买家封锁，实现链条升级的重要途径。通过进一步论证，NVC 比 GVC 更加有助于中国企

① 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严文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运营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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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现市场规模对技术的驱动效应，中国企业应当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 (NVC) 来直接掌握国内

市场，并利用市场规模对技术的驱动效应来实现技术创新。

阶段二（2012-2018）

经过多年持续跟踪我国产业发展和深入理论研究，正式确立并提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

化战略”思想，指出该战略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导向下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 2.0 版本，并系统

性阐释了“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内涵特征、形成机制及发展效应，提出进行战略转

型的实现路径与重点方向。

经过多年理论沉淀和系统研究，刘志彪教授及其团队正式提炼出“发展基于内需的经济全

球化”理论。于 2012 年《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 版第 2 期发表的论文《基

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提出，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

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或者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而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特征，可以概括为

“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其创新要素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

该论文知网显示已被下载 4573 次、被引用 160 次，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此后，聚焦研

究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论文至今公开发表已达 20 余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多次，

期间出版相关专著近二十本，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其中五本专著还被 Springer 等国际著名

出版社主动翻译成英文全球发行向世界介绍。

刘志彪教授指出，中国全球化战略需要转型升级从 1.0 版升到 2.0 版。中国 1.0 版本的经济

全球化，总的来说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导向，以产品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纵向的、专业化分工

方式；而 2.0 版本的经济全球化是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需要利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

的机遇，主动启动基于内需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战略，路径就是要依托扩大内需来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

阶段三（2018- 至今）

团队进入国家高端智库体系之后，面对中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与技术变革加速、全球产

业格局深层次重塑等世界形势急剧变化的宏观背景，聚焦将深厚的理论积淀向服务决策和引导

舆论进行双向转化，助力我国“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和经济全球化战略的转型。

长江产经研究院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后，刘志彪教授及其团队基于多年积累研

究的逻辑脉络，进一步聚焦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进行战略性、储备性的深入研究，服务决策及

舆论导向。

2018 年于《中国社会科学》第 8 期发表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表明，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构建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塑造制造业的强国地位，将中国最初的

单一东向开放，逐渐延伸拓展到双向开放和全方位开放，塑造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 GVCs 链主

地位的战略构想。其研究提出了利用国内产业集群“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国内带动国际

的新型产业全球化模式，充分彰显其研究成果的战略性、储备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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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轨道，迄今已完成相关决策咨询报告 240 余份，政府研究课题

130 余项；近 20 份报告获党和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50 余份报告获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多份报告入选《国家高端智库报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要报》，近百篇文章被“三

报一刊”、“学习强国”、“新华社”等国家媒体平台转载并形成单篇数百万阅读量；至今共

有近 20 本著作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中央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后，刘志彪教授及其团队将“双循环新格局”解读为“客

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的开始，引导舆论实效显著。多次强调双循环不是内循环、内卷化，

而是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全球化的新格局。此外，还进一步提出：“双循环”新格局的本质

在于循环起来，而不在于内或外；“两个循环”并不意味着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封闭起来搞

自己的经济循环；“双循环”的关键在于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否则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双循环新

格局无法形成；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使命任务是通过区域间相互开放形成统一市场，为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形成率先探路；等等。

展望未来

提出“从基于外需的全球价值链（GVC），到基于内需的国内价值链（NVC），再到利

用内需虹吸创新要素的全球创新链（GIC）”的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型“三步走”，聚焦其

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持续的理论研究、实践观察及前瞻性研判，为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高端智库之力。

面对我国两个百年目标衔接的“十四五”时期，刘志彪教授及其团队进一步提出经济全球

化战略转型“三步走”目标。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20 年第 4 期发表《基于内需的全

球化：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新选择》认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是中国经济从被

动适应全球化竞争到主动为全球化创造发展机遇的重要转向，在总体上可以分为“全球价值链—

国内价值链—全球创新链”的三步走阶段。该文章从产业发展层面，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的“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等要求提供了初步的储备性理论研究和前瞻性战略路径指引。

团队进一步认为，2.0 版本的经济全球化必然是创新驱动的。面向未来，如何实现战略“三

步走”的衔接与协同？从产业维度上看，应当着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应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研究：一是锻造产业链长板，巩固提升优势

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的问题。二是补齐产业链短板，“在

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的问题。三是优化

产业链布局，提高实体经济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按区域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

群的问题。四是提升产业链质量，形成产业链整体质量控制体系，实现“质量强国”的问题。

五是优化产业链环境，以现代服务业降低制造业企业间的交易成本，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推动数字化的问题。六是加强产业链合作，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创新和发展合作，形成具有更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系列研究概述



长江产经视点·2020

728

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

此外，还应以“强政府 + 强市场”的体制进行支撑，发挥“有效市场 + 有为政府”的“双

强效应”。政府作为上，重点在于利用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一是微观上可以在“卡脖子”

的关键领域适当集中资源和要素进行攻关；二是宏观上可以集中力量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的全球

性城市，作为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的平台，让其为中国发展创

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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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城市化”模式赋能城乡协同发展
洪银兴①

回顾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江苏省无锡市在我国率先推进城镇化，也是“苏南模式”发源

地之一。这一带的城镇化走的是“离土不离乡”模式，农民发展乡镇企业，通过农民自己的力

量建设小城镇，也就是农民自己转移自己，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

随着我国城市改革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出现“离土又离乡”的城镇

化模式，一大批以农民为主的就业人口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包括苏州、无锡在内的苏南地区，

他们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城镇化建设。一段时期内，苏南地区城镇建设水平

与城镇治理能力走在全国前列，可以概括为中国城镇化的 1.0 模式。

经过了前一阶段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城镇化过程，我国城镇化进入 2.0 阶段。目前，我

国城镇化率已达 60%，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 40% 左右，数据的差异说明我国还有许多

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实现市民化，他们没能享受到平等的市民权利。因此，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中，“市

民化”最重要的体现是农业转移人口应平等地享受市民权利，这不仅仅影响农民在城镇的就业

与生活，也决定他们能否平等地享受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

我国城镇化进入 2.0 阶段后面临许多新问题。苏南地区曾经创造过一个解决“三农”问题

的模式，概括起来是三句话：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农业劳动力

转移解决农民问题。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指在“三农”外发展“三农”，靠城镇化的溢出效应带

动“三农”发展。发展到今天，“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但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还在进一

步扩大。

此外，经过多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目前城市中农业转移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60% 以上，特

别是苏南地区占比更高。农业人口不再像过去所理解的那样具有无限性，许多沿海地区已经出

现农民工短缺现象。

与此同时，我国大城市普遍存在着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这对我国现

①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本文原载于《中国建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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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进程形成了阻碍。在此背景下，目前农业劳动力群体中存在大量老人和妇女，这成为劳动

力转移的转折点。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需要的不再是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而是这些劳动力能

够留在农村。此外，对农村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新型投资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进入农村。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农民，现代农民进入农村最重要的条件是农村与农村周边城镇要具备城

市功能。

城镇化 2.0 阶段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但是这些转移人口是否都必须到

大中城市实现“市民化”、大中城市是否能够承受如此之多的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是当下

需要思考的新问题，因此我国城镇化还要向前推进，进入 3.0 阶段。在 3.0 阶段中，农业转移

人口将不再进入大中城市，而是在城镇就地实现“市民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因此，要彰显城市

的优势，城市和农村必须协同联动，不能让农村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因此要推进城乡一体化

发展。当前，我国将要进入城镇化 3.0 阶段，要求城镇在城乡融合中创造探索农民“市民化”

的新模式。要达到这个目的，新型城镇化要为农村城镇化赋能。

第一，城镇要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心和依托，吸引现代生产要素。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各级各地应当积极落实有关要求。目前，实现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动力源是

农村周边的城镇，最重要的是如何吸引现代化生产要素。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建设中，我国应

将建设重点转到农村周边的城镇上。

第二，城镇要吸引大城市疏散转移的产业和人口，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就业安家的需

求。因此，下一阶段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解决农村本身的问题，还要驱动大城市现代化功能得

以发挥。

第三，城镇要为农民提供就地市民化的机会和场所，农民由农村进入城镇应享受市民权利。

这是新型城镇化对城镇新的赋能，即城镇城市化要使城镇具有城市功能。

下一阶段，我国城镇化应加强市民化能力建设，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在城镇中进行基础

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包括供水、供电、供气、通路、通电话、通网络、办学校、办医院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保证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以及其他公共资源进入城镇并能够均衡分

布，以吸引大量劳动力。按照“市民化”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提供给市民的机

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去，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城镇

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供给，尤其要增加与城市平等的优质教育和文化资源。增加城市要素供

给，如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等。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农村的城镇化需要吸引社会资源，不能完全依靠政府，也不能完

全依靠农民，大量设施建设需要社会资本投入，因此地方政府要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城镇建

设。



731

明年经济工作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

明年经济工作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
张月友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纵观这八项重点任务，给人的突出

感受是，既回应了当前经济热点，更关注推动长久性历史变革。而且，八项重点任务的安排，

集中体现了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工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12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明确了明年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

纵观这八项重点任务，给人的突出感受是，既回应了当前经济热点，更关注推动长久性历史变革。

而且，八项重点任务的安排，集中体现了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工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从数量上，重点任务虽然有八项，但实际可归为一条：明年的经济工作要围绕构建新发展

格局来展开。这八项任务，大致分为组织保障、总体性布局和关键处落子三大块。其中，第一

块即是第一项重点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组织保障；第二块包

括第二、三和四项重点任务“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

面推进改革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性布局；第三块包括第五、六、七、八项重点任务“解

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涉及明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落子处。

具体来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组织保障上，强调发挥政府组织者、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

原始创新支撑平台、企业主体、人才力量以及实施规划引领，完善落实激励、评价和攻关机制

等的保障作用。组织实施上，很快要对照落地的有三项，分别是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

布局基础学科研究中心与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另外两大块，总体性布局和关键处落子都是一体两翼的写法。总体性布局的一体是“畅通

经济循环”，抓手是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实施路径是“补短板”和“锻长板”。

补短板是指发挥我们产业配套能力强和人力资源储备足的条件，加快核心关键技术攻关，

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

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

锻长板是指利用国内庞大市场规模优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杀

① 张月友，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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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锏”技术，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提升产业质量，

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

相对而言，比较令人关注和期待的是“锻长板”，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的指示是要“搞

出更多独门绝技”，也即明年要着重在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之外领域涌现更多

优势产业。

总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以保障

安全为前提，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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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开启明年经济发展新格局
张月友①

12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为我国明年经济工作定下基调、划出

重点。会议提出的“八项重点任务”要求，从整体来看，既回应了当前的经济热点，更着眼于

推动长久性历史变革，集中体现了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工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逐条深入学习领会，个人认为，“八项重点任务”实际可综述为一条：明年的经济工作要

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来展开。且此八项任务实则主要涉及组织保障、总体性布局和关键处落子

三大块。其中，“组织保障”指的是解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资源力量配置和利用；“总体性布局”

指的是正确把握总体谋划与久久为功的关系，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项中长期历史任务落实落

地；“关键处落子”指的是立足当下所急需回应的经济热点问题。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组织保障

我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的实质是，适应本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通过调整外向型发展战略，以中国智慧引领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维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更好保障我国经济安全，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其核心要

义是，通过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努力争取经济与科技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可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强大科技实力为前提的。一国的科技实力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国家如何管理和扩大其拥有的科技资源。包括强有力的动员和组织者、高水平的科

技创新主体、稳健有效的科技服务载体、训练有素的熟练科技工人，以及确保各关联方安全高

效运行的强大实施机制和制度安排。而为国家提升科技实力提供服务采取的这些组织措施就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组织保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次会议提出，2021 年我国经济工作的第

一项重点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点在于强调发挥政府组织者、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原始创新

支撑平台、企业主体、人才力量以及实施规划引领，完善落实激励、评价和攻关机制等的保障

作用。其中，最紧迫的任务是加强我国科研原创力，在组织实施上，要求对照任务尽快制定基

① 张月友，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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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布局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

强化自主可控 + 扩内需、促改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性布局

“八项重点任务”中的第二、三和四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

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和“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性布局。它们共同

构成了总体性布局的“一体两翼”。

具体来说，总体性布局的“一体”是“畅通经济循环”，主要抓手即明年经济工作中的第

二项重点任务“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路径是“补短板”和“锻长板”。其中，“补

短板”是指要加快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尤其要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

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

“锻长板”是指利用国内庞大市场规模优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杀

手锏”技术，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提升产业质量，

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

“扩大内需”和“改革开放”是总体性布局的“两翼”，即通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

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先说“扩大内需”。它包括扩大消费和投资

两个方面。从需求侧管理看，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扩大消费要释放消费需求，包括有序

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释放消费需求和挖掘县乡消费潜力需求。应该说，这是

一大进步：一方面，它改变了以往我们常用的“限制需求升级以适应落后的供给”的方法，提

出“顺应需求升级牵引供给趋势”，从而真正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了起来；另

一方面，认识到了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重要作用。在扩大投

资方面，本次会议提出要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这与中央判断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保持明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仍要付出努力有关。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当经济逐步恢复常

态化运行后，积极财政政策在疫情期间发挥的助企托底的社会功能应随之逐步退出，转向外溢

性强、社会效益高的领域。因此，明年扩大投资将重点体现在三方面：在基础设施领域，重点

流向数字经济、新基建；在制造业领域，重点流向设备更新和技改；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重

点流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等。

再说“改革开放”。其中的“改革”，包括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宏

观经济治理体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养老保险改革；“开

放”包括“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继续推动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会议

内容中比较新的提法有两条：一是要“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二是“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前者是习近平主席于今年 3 月份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

肺炎特别峰会上提出的中国倡议。这一倡议的落实，有利于最大程度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

经济负面影响，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后者则再次证实，中国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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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于内需的“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双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双循环”。

安全为先、内优分配、外提形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落子处

“八项重点任务”中的第五、六、七、八项重点任务（“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化

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和“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落子处。

实现这些关键落子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今年以来，业内外讨论最多的是芯片“卡脖子”

问题。但实际上，保障种业安全其实比保障芯片安全更紧迫、更重要。民以食为天，食以种为先，

一粒种子不仅可以击垮一个产业，甚至危及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解

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作为明年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战略谋划和安排。

关键处落子的“两翼”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参与全球治理”。其中，“优化收入

分配结构”是扩大国内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十四五’国民收

入分配与税费改革课题组”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参与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中国国民收入在三

部门间的分配比重变化，呈现住户部门份额明显下降，企业部门份额明显上升，政府部门份额

基本稳定的趋势。因此，“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着手于宏观层面，就应该以降低企业收入占比

为目标，着手于企业部门内部，降低包括金融中的大中金融、房地产行业、资源类、垄断性行

业占比等。因此，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解决好

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两项重点任务。加上今年下半年，我国爆发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存在监管

滞后甚至监管空白和多个大城市出现长租公寓“爆雷”等安全事件，可见将反垄断和不正当竞

争行为与大城市房屋租赁两个问题作为明年工作重点任务，既是“排雷”所急，更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所内含的“扩大消费”之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必需，也是引领国际规则制定，不断

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为新发展格局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面

临日益加剧和严重的环境危害和环境灾难、人类发展不对称、资源和能源危机、食品危机和饥

荒等全球性问题，特别是气候治理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会议所提的“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现大国担当和扮演负责任的全球领导力角色的重要

体现。这也意味着，明年我国在“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面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制定出“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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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希声：重温 38 年前费孝通的经典调研
申斯春①

背景

1983 年的金秋时节，南京西康路 33 号，民国使馆区美国大使馆旧址的一个会议室，江苏

省小城镇研讨会悄然召开。这个会议从 9 月 21 日开到了 27 日，总共开了 8 天，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省委副书记孙颔到会讲话，新华日报在头版进行了报道，发表了社论，并开辟了专栏，

发动全省有识之士进行了讨论。

这次会议之所以引起全省上下高度重视，是因为江苏小城镇众多，如星罗棋布于江淮大地，

当时全省县属镇 134 个、公社镇 1700 多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

措施，城乡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繁荣起来了，人们开始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看到了遍

布全省农村的小城镇的重要作用，1982 年年 5 月，省委在常州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

以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带，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城乡新的经济文化科技网络，实现城乡

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1983 年 3 月，我省实现了市管县的新体制，这项改革为组织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创造了一

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人们对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进一步引起了重视，并开始注意到小城镇

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种种问题，例如规划问题、行政和经济体制问题、建设资金问题、劳动政策

问题、人口流动问题、土地占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治理开发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等等，都

亟待研究和解决，可是这种种问题大多情况复杂，头绪纷繁，应当如何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呢，

为此而必须采取的改革措施又是什么呢？小城镇在四化中的战略地位应该如何认识呢？城乡的

界限究竟应当如何划分呢？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小城镇连接城乡的作用如何才能充分

发挥呢？小城镇发展的规律性又是什么呢？如此等等，人们深感对小城镇有做系统的深入的研

究之必要，希望这些科学工作者能从理论和实上给予指导。

情结

会议自始至终是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教授亲自指导下召开的，在会议开始时做了学

① 申斯春，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社会处调研员、战略研究小组轮值组长、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特约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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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报告，在会议结束时又作了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得知，早在 1936 年他就对小城镇研究产生

了深厚的兴趣，但是没有条件搞，只对故乡上弦弓村进行了调查，即便这样也在不经意间产生

了社会学名著《江村调查》。

费孝通在会上回忆说，1936 年，他从清华研究院出来以后，去到广西大瑶山调查，摔伤了

以后回家乡修养，姐姐费达生送他到吴江开弦弓村住了一个多月，这个村有个农民开办的生丝

精制运销合作社，是在费达生帮助下建起来的。利用这个关系，费孝通一边养伤一边搞社会调查。

他多少年以后还记得，有一天去村里一家小店去买香烟，谁知这小店不卖，整包的不卖，

卖了老顾客就抽不到了，他们只能有条件一只一只的零买。不过店主说，要买整包的烟，可以

去找航船带。

这件事儿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这个上弦弓村只有三四百户人家，1000 多口人，是江南少

见的大村子，可是村内只有三四个小商店，商品品种极少，规模小到连香烟也要分拆开来零卖。

那时这个村子里的农民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的日常用品从什么地方获得呢？费孝

通就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店主所说的航船。

其实，航船就是普通手摇的、有货仓的小木船。是因为主要用于人的交通和货物的流通而

得名，那时村子里有两条航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摇出村子前，沿河而居的两岸农民们便招呼船

老板带东西，都是开门七件事少不了的必需品。

这是一幅开弦弓的清明上河图，有回忆不尽的乡愁。年轻的社会学家观察到，每天早上，

在航船摇出村子前，两岸农民们便招呼船老板代为办事儿，这家提个瓶子托买酱油，那家递上

竹篮委托捎回点其他日用物品。船老板逐一把空瓶、竹篮等放在船上，便摇着航船离村出发了。

航船的目的地就是离村子有 12 华里的震泽镇，当航船来到震泽时，守候在岸边的商店学徒们

一拥而上，抢着来做各种生意。船老板自己则被招呼到茶馆落座喝茶，到了下午，商店学徒们

把装满物品的空篮、空瓶又送回航船，航船立即又摇回归途。

就这样，航船每天在震泽与村子之间往返。村子里要去镇上的人都可以搭乘这条船，奇怪

的是，所有的人都不用付船钱。追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有个君子协议，年终一次性算清船老板

的辛苦钱。原来在春秋两季，村内农户出售蚕丝和粮食都要通过航船卖到震泽镇上去，镇上的

丝行和米行在年终时就得给船老板一定的佣金，也算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狗买单了。

这个印象一直深深地植入在费孝通的记忆深处，他感觉到小镇是一个商品流通的中转站，

农民将农业产品运到镇上出售，又从镇上买回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对镇周围的农民生活来说，

这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米行、丝行和船主、学徒以及杂货店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商

品流通组织，震泽通过几百条航船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村落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双循环的

格局。

由此可见，小城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有具体的实际内容，在半

个世纪前，震泽镇作为商品集散类型的小城镇对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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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那时他是单枪匹马搞调查研究工作，不能不以村为界，没有能力进入镇的这一层次去，

他只是在村子里遥望到了小城镇，感觉到了小城镇，这种社区的存在对农村所发生的影响。此后，

他说他总希望有一天能进入小城镇做些调查，皇天不负有心人，直到 1981 年胡耀邦总书记开

始重视小城镇发展问题，才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

影响

新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江苏进行的小城镇研究，

同我省实际工作的需要正好不谋而合。这是江苏求之不得的事情。

小城镇，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是城乡的结合部，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众多的

小城镇已经或者正在发展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小城镇沟通着城乡经济，文化的

脉络，促进着城乡经济文化的发展，许多小城镇的发展。还有利于按照我国严格控制大城市，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乡建设方针，逐步建立一个宝塔式的多层次城镇结构。

总之，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已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时至今时，2020 年我省城镇化率已达到 72%，位居全国第一，比 1983 年的 20.3% 增长 3

倍还多。其中，江苏 10 万人口以上的建制镇达到 46 个，也位居全国第一，贡献率不可小觑。

而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等地则为零，这是东西部地区差的一个明显标志，也是江苏实现全

面小康的显著特征。

启示

斯人已逝，没有多少人能记起费孝通先生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讲话，然大音希声，大德

无形，38 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个调研活动，对于我们研究和制定十四五规划仍有新的启示。

首先，要像费老那样潜心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提出真知灼见。他从江村调查到小城

镇研究，一辈子都在关注乡村振兴问题，前后跨度有 50 多年，经历战乱、灾荒、运动，愈挫愈勇，

初心不改。

其次，要像费老那样让战略研究接地气，把课题变成一个区域乃至国家的政策，以至全社

会重视并行动起来。我们现在要围绕中央制定的十四五规划，锁定六大目标、十二项重点工作

开展研究。做到上瞄大目标，下找结合点，增强江苏经济的韧劲、后劲，稳中求进。

再次，要像费老那样拥有家国情怀，关注社会的边缘区域和人群，不为少数利益集团所诱。

在城镇化建设上，宁要小而美，不要大而杂。这在交通现代化和互联网迭加效应之下，完全可

以实现。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宁可稳一些，不要快而危。例如，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工业

破坏农业、农业报复工业的相互毒化，比如，费老记忆中的小镇曾经是丝绸之乡，但现在还能

栽桑养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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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起点上开创南京“十四五”
新发展格局

陈  柳①

南京正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今年经济总量有望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跻身全国十强，增长

水平继续稳步走在同类城市前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 2020 年创新指数显示，南京

综合排名由 2017 年的全球第 94 位跃升到第 21 位，在科技部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

告中，南京在 72 个城市中位列第四。尤其是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南京的发展经受

住了考验。通过抓好防疫情促发展、创新名城建设、三大攻坚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保障改

善民生等重点工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综合实力实现重大标志性突破，

全面小康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市域治理迈出重大实质性步伐。这些为南京在新起点上“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奠定了基础。

在南京市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对南京“十四五”及 2035 年发展目标的定位中，至少两点

给我印象深刻。

第一是对“创新名城”战略再深化，进一步提出了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全球创新城市。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坚持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江苏省委十三届九

次全会对南京的定位“要扛起省会担当，展现创新名城新风采，成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这对南京“十四五”时期的创新名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南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121”战略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重大工程，包含原始创新

能力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技企业提质增效、创新载体平台建设、创新生态体系构建等

多个方面，过去南京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是相对短板，近年来南京创造性地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新

型研发机构，以股权激励为突破口，理顺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享比例，有效地打通了创新成

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聚焦主导产业，较早提出建立和实施主要领导与主导产业的联系制度，

软件信息、智能电网等产业集聚走在全国前列。

“十四五”时期，南京要努力锻“科教资源”和“基础科学”的长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国际竞争中，越来越表现为前沿技术的竞争，我国产业通过借鉴国际成熟创新成果同时降

①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在新起点上开创南京“十四五”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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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而取得竞争力的模式越发困难，我国自身的基础科学对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凸

显，南京这片科技资源的热土理应提升更高显示度。此外，政府的科技创新投入固然重要，而

软环境建设更是体现长期竞争力。“创新名城、美丽古都”是有机统一体，“美丽古都”是对

南京城市历史、城市风格的回应，也是对绿色发展模式的回应，能提升城市的美誉度、知名度。

这个愿景并不是只限于人居、文旅方面，“美丽古都”的关键效用是带来营商环境的提升，让

南京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成为集聚创新资源强磁场的“创新名城”。

第二是南京将加快建设“高能级辐射的国家中心城市”。南京的这一定位不仅是“国家中

心城市”，而且是“高能级辐射”，彰显不同的城市能级，这是南京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

特大城市的定位基础上的一次重要的跨越。

“高能级辐射”和“国家中心城市”这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国家层面规划中已确认

的国家中心城市来看，除了直辖市之外，与南京能级相近的城市如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

在我国西南、中部、西北地区体现出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就是说，只有体现出“高能级辐射”，

方能称之为“国家中心城市”。江苏区域发展相对均衡，南京的经济首位度相对不高，那么南

京在“十四五”期间“辐射”什么？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和

长江经济带背景下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强化南京都市圈功能，更好地带动以南京为中心的

跨江、跨省区域经济与城镇化发展，在长三角体现出与上海差异化的辐射带动功能。通过增强

交通综合枢纽功能，策应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地区发展，在为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发挥能量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二是发挥科技策源地作用，体现出科技辐射功能。南

京的科教资源和科技创新不仅仅要在本地转化，而且要提高区域协同创新水平，勇当科技与产

业创新开路先锋，努力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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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最美“推窗人”
张二震①

苏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军”和“排头兵”，“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探路者”和“引领者”。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苏州提出“勾画现代化目标”“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些经验”的殷切期望。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要求苏州把“可以勾画”

的目标真实展现出来，打造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美窗口”。

苏州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最高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是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取得突破性成果。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聚集全球创新资源，打造出一批类似“声谷”这样的新兴产业集群，现代化产业体系逐渐形成，

改变了苏州“世界加工厂”的印象。二是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中等收入群体比

重明显增加。苏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国最小。三是生态建设成效显著，苏州着力实现经济

绿色转型发展、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有机统一，积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重现绿水青山、美丽水乡。四是社会文明程度高。苏州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文化底蕴深厚，包容开放，社会事业发达，人民群众享有高品质的生活。

苏州，在“强富美高”框架内积极探索具有苏州特色和实践内涵的现代化形态，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列。苏州人民，就是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最

美窗口”的“推窗人”。

①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研究方向首席专家。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

争当最美“推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