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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政府作用
钟祥财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摇 要:该文指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调整能否顺利完成,与政府作用的发
挥密切相关,作者就此从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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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众所周知,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是历史

地区人均 GDP 的快速增长作为政绩的首要目标,并

市进入了重化工业和高加工度化制造业的阶段,外

际上不难证明,地区人均 GDP 极大化的方案并非全

地形成的。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长三角许多城
向型经济的特征十分明显。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
规划管理和政策导向起过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应该

以此对跨行政边界的资源配置进行行政干预。 但实
国人均 GDP 极大化的方案。 只有淡化政府对微观
经济活动的干预,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

看到,政府对产业的发展如果作为不当,负面影响不

面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冶 [2]

可忽视。

2摇 对策研究

1摇 问题与现状

“ 转变 增 长 方 法 的 发 展 战 略 已 经 提 出 二 十 多

要发挥政府在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积极作
用,减少以往政府“ 过度关照冶 造成的弊端,必须把

年,但效果很不理想。 很多人把粗放增长和资源粗

它与深化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联系起来。

放利用归咎于企业不努力,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关

具体地说,应当注意三个问题。

键是政府仍然操控了大量资源和要素,并且对这些

首先,要切实树立政府服务产业的思想认识。

资源和要素采取系统性压低价格的做法:资金方面,

在理论界,如何定位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

淤实行长期低利率政策;于资金债务软约束,银行呆
坏账和企业‘ 三角债爷 不断增加;盂证券市场以‘ 圈
钱爷 、‘ 集资爷 为主要动力和目的。 土地方面,在追求
短期政绩的驱使下,展开了比拼低价和无偿出让土
地的‘ 招商引资大战爷 。 矿产资源方面,资源产品定
价没有将资源使用或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成本、资源
不合理使用以及对后代人产生的资源基础不完整因
素考虑在内。 劳动力方面,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最
低工资、社会保障、劳动条件、生产安全等的防护性
保障措施不力。冶 “ 总的看,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仍不

受制度制约,追求速度、招商引资、经营土地、扶持企
业、审批项目仍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兴奋点。冶 [1]
“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三角各地政府将实现

责任和功能,还是一个存在岐见的问题。 有学者认
为,搞市场经济,政府就要全面退出经济领域;也有
学者强调,由于市场失灵不可避免,政府干预就成为
必要。 根据国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以上两种看法都显偏颇。 应该
说,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相比,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
过去的计划制定者和行政主导者,变为了规范竞争
的监管者和制度服务的提供者。
上海近期的一些举措在这方面有所推进。 如从
2008 年 9 月 1 日起,《 上海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
行办法》 、《 上海市企业投资备案暂行办法》 、《 上海
市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 、《 上海市境外
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 等四个企业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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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根据这些文件,政府对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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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继续实行审批制,政府从投资决策角度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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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对于企业不

要考虑具体情况。 如上海提出新一轮国资改革的举

使用政府投资建设,列入《 办法》 所附《 政府核准的

措,其中把“ 坚持推进开放性、市场化重组联合冶 放

投资项目目录》 的项目,实行核准制。 对于企业不

在了“ 基本原则冶 的首位,强调上海要打造有竞争力

使用政府投资建设,且未列入《 目录细则》 的项目,

的大企业集团。 目前上海市国资委出资监管的 47

无论规模大小,均实行备案制。 对于核准项目,核准
机关应当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 20 个工作日,做出

对项目申请报告是否核准的决定。 对于实行备案制
的项目,项目备案机关对同意备案的项目,在收到申

家企业集团共涉及 79 个行业,有 11% 的资产散布
在餐饮、造纸、木材加工、建筑装饰、塑料制品、纺织
服装鞋帽等 59 个一般竞争性行业。 布局过宽过散,
重组势在必然。 三到五年后,合理的企业集团数量

请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本市企业投资项

应该是 30 到 35 家。 重组将掌握两条原则,一要有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要真正以企业为主体,以

主业突出、国资具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企业,要加大

创新为先导。 “ 政府应带头走出 ‘ 行政区经济爷 与

“引进来冶 、“ 走出去冶 的力度,在全国、全球范围内实

合和协调科技资源,围绕支柱产业,依托重点企业,

大企业( 集团) ;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 集团) 向总承

目备案文件。

[3]

‘部门经济爷 ,企业应乐于打破‘ 单位经济爷 。 充分整
联合国内外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建设公共实验室

或技术创新中心,共同攻关,共享成果。 发展以企业
为主体的创新模式,培育竞争优势。冶

[4]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只要具备规范的市场

产业链关系;二要考虑上海市的产业布局。 对资源

施重组、联合,加快形成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
包商、总集成商转型发展。[6] 这样的企业改革思路
如何与国家对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相契合,
如何体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值得进一步加以深入细
致的研究。

制度,企业就会依据各种信息,做出理性的经营决
策,从长远来看,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的企业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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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 Ac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Zhong Xiangcai
( Economic Institute of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Academy, Shanghai200433, China)

Abstract:Industri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is pivotal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government's a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ccessful accomplishment of this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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