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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治理中的产业政策

陈     钊

摘    要    市场协调存在不足以及巨大的社会收益是产业政策存在的两个重要理论前提。在国与国的产业分

工中，一国的产业政策可能扶持某些在该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体现了国与国之间一种策略性的分

工。而中国的大国特征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策略性分工的合理性，使产业政策可以借助更强的规模效应以及

更大的国内市场而获得成功。但是在产业政策的实践中，类似的策略性分工不应当出现在一国内部的不同地

区之间，因为这会导致产业政策最终偏离长期、全局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分析放

在大国治理的背景之下。通过从中央及地方两个层面考察中国的产业政策，我们的确发现地方的产业政策可

能偏离当地的比较优势。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产业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政策误区，因而机制设计的思想在

产业政策设计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以水污染规制政策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为例，我们发现信息不对称的存

在可能导致产业政策顾此失彼。这就提醒我们产业政策制订时需要考虑可能的一般均衡效应，也就是政策在

不同维度上可能发生的溢出效应。只有这样，产业政策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长期、全局和多维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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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了让某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行业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中国实施了针对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从

最初主要依赖计划手段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到如今五年规划、产业发展战略等引导性的产业政策，产业政

策的演变可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虽然中国的产业政策仍然在不断地调整，但不可否认的是，从

当初的“一穷二白”，到如今拥有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产业发展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这一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

看到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看到大国发展道路上独有的规模优势，以及政府在科技、教育、卫生

等等方面的政策助力。

本文将讨论产业政策的作用及未来的调整方向。笔者结合自己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与思考，重点围绕产

业政策的优化实施这个目标，讨论如何理解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产业政策应由谁来实施、怎样实施等问

题。在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尤其是中国需不需要产业政策的争论至今仍然存在①，对产业政策的全景
 

①林毅夫与张维迎曾就产业政策的功过进行过公开辩论，2016 年第 44 期的《中国经济周刊》曾以《林毅夫 VS 张维迎：一场产业政策的“世

纪之辩”》为题对此进行过报道。2016 年的《比较》杂志第 6 期也集中刊登了相关的文章，包括林毅夫：《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

经济学视角》；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林毅夫：《对张维迎教授的若干回应》；田国强：《林毅夫、张维

迎之争的对与错：兼谈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此后，王勇也进一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产业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说明（王

勇：《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学习与探索》201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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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析也还在继续①，至于针对特定产业政策的研究文献就更多了。但本文并不打算讨论要不要产业政策

这样的问题，而是将重点聚焦于分析产业政策如何优化实施。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最大的不同在于突出

了理解中国产业政策的两个独特视角：（1）大国治理背景下必不可少的中央−地方的视角。这将使我们理

解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目标上可能的偏差及其效率含义；（2）政策的一般均衡效应。这将使我们从

溢出效应的角度认识到产业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的意外后果。这两个角度都有助于我们对产业政策效果有

更全面的认识，尤其能够凸显出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的对全局与长期最优目标的偏离。②

接下来，我们将从产业政策的概念入手，先从理论上讨论产业政策的依据及可能的效率考虑，再围绕

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分析政策的特征以及可能存在的对全局与长期发展目标的偏离。最后，我们会从信息

不对称这一根本原因出发，探讨产业政策制订中的误区与经验，为今后更好地实施产业政策提供指引。 

二、为什么要有产业政策
 

 （一）什么是产业政策
对产业政策存在着不同的定义。在笔者看来，简单来说，以特定产业为对象而实施的政策都可以称之

为产业政策，而这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大类型。

其一，产业扶持政策，该类政策以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为目标，因而往往包含一系列的扶持性措施。

例如，2010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

 （2010）32 号］，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支持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用二十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其二，产业规制政策，顾名思义该类政策以面向特定行业的规制措施为手段，又可以分为竞争政策和

环境规制政策。竞争政策的目的是维持市场的竞争格局，防止因企业垄断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例如，

为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引导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关

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这就意味着未来互联网平台企业将在《反垄断法》的框

架下接受竞争政策的规制。环境规制政策则是为了减少企业生产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或破坏。近年来，中

国政府对环境规制越来越为重视。例如，“十一五”以来，中国实施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实施

情况考核制度，并实行了严格的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制度。这就会对水污染相关的纺织印染、造纸等行业

造成影响。

我们通常所说的产业政策往往都是指产业扶持政策，这也是本节讨论的重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有时政策的边界也是模糊的。比如，中国的创新激励政策以税收优惠的方式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政策激

励，只要是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都可以享受该政策优惠，但这样的政策客观上会使研发投入较为密集

的一些行业更多受益。又如，中国也广泛实施了各类开发区政策，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出口加工区等等多种类型。这些政策通常被称为地区指向的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因为该类政

策首先是以特定的地理范围为实施对象的。但这类政策在实施中，往往也会指定优先发展或吸引的行业，

因而也具有我们所说的扶持性产业政策的特征。 

 （二）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某些领域的发展尤其需要产业政策的扶持？简单来说，

这其中有两个最为基本的条件：必要性与可行性。这里，我们先说必要性，稍后再讨论可行性。

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之一：市场协调存在不足。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协调就能够促成特定产业的发展，那

么产业政策就不应被实施，毕竟任何政策实施都是有成本的。让我们考虑现实中可能导致市场协调存在不

大国治理中的产业政策

 

①最近，江飞涛等人的著作就中国的产业政策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详见江飞涛等：《理解中国的产业政策》，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1 年。

②这两个视角并非只局限于特定类型的产业政策，本文也不单纯讨论个案的产业政策。因此，本文暂不涉及研究特定产业政策的大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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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两种情形。

第一，生产上的互补性。例如，如今为了成功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往往会努力将整个产业链中重要的

企业一起打包引进。如果某个产业特别需要上下游企业的空间集聚，那么这样的做法就会对企业有较大的

吸引力。此时，如果整个产业链尚未成型，那么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就可能需要众多的企业单独行动。这样

既需要较高的沟通成本，也会由于企业之间缺乏该产业能否在当地成型的共识而协调困难。

上述互补性在现实中还可能以其他形式体现出来。例如，地方政府可能会在工业区、开发区的建设中

提供基础设施等局部的公共品。这样做，能够更好地分摊固定成本，也使企业入驻投产的时间大大缩短。

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是，为了更好地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往往会提供“一站式”服务，也就是将其中所涉

及的不同职能部门集中到一起为企业服务，这就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服务效率，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第二，投资的正外部性。如果企业投资的一部分好处会被其他企业无偿地分享，那么就出现了企业投

资的正外部性，这就会导致企业私人投资不足，需要政策激励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现实中，在一些前沿

的技术领域往往需要企业花费较多的研发投入。例如，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存在着纯电池动力、油

电混合动力、燃料电池动力等不同的潜在技术路径，但究竟哪种技术路径更为可行呢？这需要企业在持续

的研发投入之后才能逐渐获悉。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面对极大的风险。一方面，如果在花费巨大的

代价之后，企业才发现某种技术路径是不可行的，那将对该企业的经营造成极大的挑战，而其他企业却没

花费什么代价就因此知道这条技术路径走不通。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的研发获得成功，那么新的知识也会

通过模仿学习等各种途径或多或少地让同行企业受益，这种知识的溢出效应成为企业创新投资正外部性的

另一个重要来源。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正外部性，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单个企业的创新投入很可能是不足的，这就需要

有政策激励企业进行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欠发达，企业间信用体系不健全，可能使政府的

协调显得更有必要，产业政策因而也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

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之二：巨大的社会收益。仅仅因为市场协调不足，是否就必定要有产业政策扶持

呢？这其实还并不必然。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政府在扶持某些领域的同时一定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发展环

境。例如，当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扶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时，人才、资金等等资源会更多地流向新能源汽车

企业，这必然导致传统汽车企业的发展受到不利影响。所以，即便存在市场协调不足，也只有当产业的发

展存在巨大的社会收益时，政策扶持才是必需的。以研发激励为例，只有当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外部性足够

大时，借助产业政策激励企业的研发投入才能真正地做大蛋糕。现实中，至少存在以下两个视角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产业发展的社会收益。

第一，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产业。所谓产业关联效应，是指一个产业的发展借助投入产出关系而对其

上下游的相关产业形成的带动效应。汽车产业之所以曾倍受产业政策偏爱，原因之一便是该产业具有较强

的产业关联效应，能够对上游的钢铁、有色金属、橡胶、石油等原材料行业，以及仪器仪表、各类配件、

车身车饰等零部件行业产生较强的带动效应。另一个典型是芯片行业，其特点是对下游行业有很强的关联

效应，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制造业都需要用到芯片。也正因此，当我们自己无法掌握的高端芯片的提供主

要受美国控制时，芯片就成了“卡脖子”行业，对我们下游的制造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第二，前瞻性产业或新兴产业。所谓前瞻性产业，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些目前处于市场萌芽期，但在未

来具备巨大发展潜力的产业。前瞻性产业的出现，通常伴随着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因而也往往属于新兴

产业。这一类型的产业受产业政策所青睐不仅是因为其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因为大家更可能处在同一起

跑线上，前期的政策扶持更容易占得先机。中国在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

基础设施上加大了建设力度，其背后便有类似的考虑。以 5G 技术为例，自从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

到“5G”之后，国家政策对 5G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而中国企业在 5G 领域并跑、领跑全球的事实，也

的确为这类产业政策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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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协调存在不足，再加上又有着巨大的社会收益，产业政策的实施就显得必要了。接下来的问题

是，政策扶持之下这样的产业能够真正成长起来吗？ 

 （三）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
理论上来说，一国产业政策所扶持的产业既可能是在该国具备比较优势的，也可能是该国不具备比较

优势的。以 2021 年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美国《无尽前沿法案》为例，该法案如获通过，意味着美国将对关

键科技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正是出于自身科技领先地位可能受到挑战的担忧，该法案体

现出美国的一种应对。可以想象，在该法案影响之下美国政府会更加重视产业政策对关键科技产业的扶持

作用。而这些产业政策所指向的，往往是美国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例如，《无尽前沿法案》中拟加大投

入的几大领域便包括了半导体，而这恰恰是我们被美国“卡脖子”的领域。

相比之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所扶持的产业在全球范围来看却往往不是自身具备比较优势的。也就

是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通常含有追赶发达国家的特点。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

们不完全遵循国与国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呢？比如，是不是可以把高科技领域的生产都交给美国等发

达国家，我们自己则专注于生产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再借助国际贸易与发达国家互通

有无呢？换一个角度提问就是，如果我们违背分工原则利用产业政策扶持原本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

这样对我们有利吗？

现实中，美国在高端芯片领域对中国的“卡脖子”就是对此最好的回答。对于芯片这类对下游行业有

极大带动作用的产业领域，如果我们凭借自己可以调动的资源完全无法生产替代性的产品，那么我们在国

际分工中就会陷入非常不利的谈判地位。所以，为了避免受制于人，在这样的关键领域，我们需要有能力

整合产业链资源来生产替代性的产品。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掌握关键技术，而是指我们至少要有能力让掌

握关键技术的外国企业以合理的价格向我们提供相关的产品。然而，当关键技术只是掌握在极少数的发达

国家手中时，合理的价格很可能就难以实现了，甚至是出钱也买不到！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自主研

发大飞机，建造自己的空间站，力图在芯片领域有所突破。

这些看似有违比较优势的分工行为，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一种策略性竞争，也使产业政策有了更大的

用武之地。而中国的大国特征则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策略性分工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其一，大国才有实力

集中资源对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政策扶持；其二，一旦关键领域受制于人，大国因其庞大的市场

需求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①其三，大国的规模经济或庞大的国内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规模效应，更可能

使本土企业逐渐培育出自身的比较优势。

在肯定了发展中大国产业政策合理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以中国为例，大国内

部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异，那么违背比较优势所扶持的产业应当由大国内部的哪些地区来着手

发展呢？这个时候，国与国之间策略性分工的思维能不能同样适用呢？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点本质的区

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背后体现的是各自国家的利益，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的组织能够真正对各国的利益

进行协调或重新分配。但是，一国之内地区间的竞争虽然也体现了各地区的利益，但存在着国家这个凌驾

于地方政府之上的权力主体能够对各地方的利益进行协调或重新分配。也就是说，在一国内部地区间的分

工中，不应该有违背比较优势的策略性分工的思维。②地方在选择产业分工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把蛋糕

做大，也就是追求全局的目标，这就需要按各自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分工，而中央政府则可以通过转移支付

等手段进行必要的协调，从而照顾到局部的利益。

大国治理中的产业政策

 

①需要指出的是，也恰恰因为中国的大国优势使其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产能的大量集中导致与芯片应用相关的产业大部分都位于中国，

借助全球产业链的高度融合，这些产业又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就导致美国在芯片领域对我们实施“卡脖子”战略时，将会波

及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更多国家的企业。

②关于地方政府层面的策略性分工及其后果的理论分析，可以参见陆铭、陈钊、严冀：《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

研究》2004 年第 1 期；陆铭、陈钊、杨真真：《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收益递增、策略性行为和分工的效率损失》，《经济学（季刊）》

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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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产业政策的实践中，地方政府却可能违背当地的比较优势，这就导致产业政策最终会偏离长

期、全局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讨论中国的产业政策时，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区分中央−地方这样的视角。 

三、中国的产业政策

下面我们就从中央与地方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产业政策。①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在汽

车、半导体等领域的产业政策看起来是较为成功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也正式引入了产业政

策，并通常对需要发展或淘汰限制的目标产业以及政策工具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在中国产业政策制定

过程中国务院有决定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以下简

称国家发改委）牵头各部委负责制定具体的产业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各类产业政策会以“产业

目录”的形式单独颁布，“目录”将作为招商引资中的主要依据不定期进行修订。

1989 年中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产业政策”直接出现在该文件的标题

之中。该决定明确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鼓励和淘汰限制的重点，此后也陆续出台了一些针对国民经济各个

领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央还出台了各种类型对产业结构

调整、补充的政策。例如，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政策明确了鼓励和限制外商在中国投资进入的领域；

为了培育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追赶发达国家和抢占世界经济科技制高点，中央专门有鼓励基础行业或高

技术行业发展的重点产业政策及主要针对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区指向型产业政策。此外，针对产能过

剩，中央出台政策进行抑制。在 2009 年应对金融危机时，中央还出台了专门针对某类行业的产业政策。

表 1 列出了主要的产业政策类型和对应的目录。
 
 

表 1    中央产业政策类型及其部分对应目录

政策类型 对应目录

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针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产业政策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重点产业政策

 《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

 《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商品目录》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地区指向的产业政策
 《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抑制产能过剩的产业政策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

 《工商投资领域制止重复建设目录（第一批）》
 
 

中央出台的产业政策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特点。一是中央出台的这些产业政策中，与重点产业相关的政

策占比最高。从时间维度来看，每个五年（计划）规划时期中央都会出台重点产业政策，而且其重要性也

越来越为突出。二是中央的产业政策往往具有反周期的特征，也就是说，越是在经济增长的低谷期中央越

可能集中出台产业政策。由此看来，中央出台产业政策也有希望借此拉动经济增长的意图。

此外，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有很大的积极性与自主权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产业政策就成

为地方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接下来，我们借助五年规划中中央与地方对重点发展产业的选

择来考察产业政策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在央地治理的视角下深入理解产业政策实施中可

能出现的对全局目标的偏离。 

 （一）中央的产业政策
考虑到制订不同类型产业政策的出发点略有不同，而重点产业政策比较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专门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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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部分工作来自赵婷、陈钊：《比较优势与中央、地方的产业政策》，《世界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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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的重点产业政策来研究产业政策本身有怎样的规律。我们将借助于中央和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五年（计划）规划的内容，来提取重点产业政策的相关信息。在上述规划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节中，

涉及重点产业发展的内容所占比例往往超过 3/4，这也印证了重点产业在产业政策中的重要性。

为了梳理出从“九五”到“十二五”时期中央的重点产业，我们将五年计划规划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

节内容中，涉及“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大力发展”“重点培育”“积极发展”“重点发展”

的产业和产品提取出来，将其对应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二位码，由此提取出每个五年（计划）规划时期

中央的重点产业。

如表 2 所示，“九五”时期中央的重点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基础行

业，目标是建立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十五”时期以来，中央每个五年计划规划中的重点产业较为接

近，都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高技术行业，目标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世界经济科技制高点。
  

表 2    “九五”至“十二五”时期中央的重点产业

时期 中央的重点产业政策

九五（1996−2000）

机械工业

汽车工业

电子工业

石油化工

十五（2001−2005） 高技术产业

十一五（2006−2010）
高技术产业

装备制造业

十二五（2011−2015） 战略性新兴产业

接下来，我们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考察一下中央所选择的这些重点产业，在中国的哪些地方具有比较

优势。这涉及到如何对比较优势进行度量的问题。可以想象，一个地方在某个行业的发展上是否具有比较

优势，取决于当地在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及市场规模等方面是否更为适合该行业的发展。这比较难以直接

度量，一个替代性的做法是直接看结果，也就是以不同行业的发展现状来判断是否具备比较优势。如果一

个地方某行业的发展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该行业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这也被称为显

性比较优势。在数据上，这可以表现为该行业的就业或产出占当地所有行业就业或产出的比重较高，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按此方法，我们就可以对中央的重点产业在全国各地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进行考察。我们发现，从全国

平均情况来看，在每个五年计划规划之初中央的重点产业在各地是没有比较优势的。这其中的原因在于，

中央所选择的重点产业往往处于技术前沿，这些产业通常会集聚于少数较为发达的地区。通过进一步分地

区的考察我们的确发现，中央的重点产业在中西部一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是在东部则越来越

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

那么，在产业政策的实施上，中央希望发展的重点产业应当由中国的哪些地区来推进呢？显然，根据

上文对比较优势与分工的讨论，在一国内部各地应当顺应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来差异化地实施产业政策。

因此，东部较发达的地区应当成为推进与落实中央重点产业政策的主战场。但现实的情况并不一定如此，

下面我们通过考察地方的产业政策加以说明。① 

 （二）地方的产业政策
为了考察地方是否按各自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加以扶持，我们根据省级的

五年（计划）规划，梳理出从“九五”到“十二五”时期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 30 个省份的地方的重点产业。

表 3 显示了各地方重点产业与中央重点产业重合的比例。可以看到，不同地区之间，东部的这一比例

大国治理中的产业政策

 

①当然，你或许会发现一些例外，但例外之中仍可能存在和比较优势相关的因素。比如，东北的军工与历史上形成的当地发达的重工业有

关，中国天眼建在贵州则与当地的海拔、地貌等自然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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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从“九五”到“十二五”时期，地方政府都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央选择的重点产业作为地方的重点产

业来发展。这样做在东部整体上仍符合地方比较优势，但在中西部却很可能偏离地方比较优势。
 
 

表 3    地方重点产业中属于中央重点产业的比例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东部 0.525 0.753 0.464 0.708
中部 0.38 0.425 0.469 0.523
西部 0.327 0.385 0.416 0.472

进一步比较之后我们的确发现，中西部地区所选择的地方重点产业如果也属于中央的重点产业，那么

该产业在当地往往不具备比较优势。相反，如果中西部地区所选择的地方重点产业并不属于中央的重点产

业，那么该产业通常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并非因为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的

比较优势才在重点产业选择上机械地跟随中央的做法。既然如此，中西部地区在产业政策的选择上盲目跟

随中央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样做使地方更可能获得来自中央的政策资源。例如，当地方以中央重点产业为

自己的产业发展方向时，当地申请国家级开发区时就更可能成功获批。但这样的行为却有违全局的效率标

准，对于地方而言也不见得真正能够培育出新的比较优势，因而即便动态地来看，也不符合效率原则。也

许有人会说，那万一欠发达地区成功培育出了新的比较优势呢。理论上这完全是可能的。但我们不要忘

记，从事前来看，欠发达地区这么做成功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所以，从全局角度出发，这并不符合效率原

则。事实上，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原理已经告诉我们，欠发达地区逆比较优势而为的代价是更大的，因为他

们原本可以从事自己更有比较优势的其他生产活动。 

 （三）产业指向宽泛的政策
除了有明确产业指向的扶持性政策之外，也存在一些产业指向较为宽泛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不以产

业政策的名义出现，但往往也具有产业政策的性质。例如，近年来中央提出“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这一被称为“新基建”的发展思路强调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进

度，其直接涉及的行业都具有知识密集或科技密集的特点。基础设施作为公共品的一种形式通常具有正外

部性，相比于传统基础设施，我国的新型基础设施更可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短板所在。所以，政府对“新

基建”的重视也将为知识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一定

的产业指向性。

开发区政策也可能带有产业政策的色彩。开发区政策首先是一种地区指向的政策，因为该政策通常划

定特定的地理范围，入驻开发区范围之内的企业则能够享有相应的优惠措施。中国的开发区有各种类型，

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出口加工区等。其中，深圳等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

放早期进行制度先行先试的典型，当时的政策主要带有探索与实验的目的。后来的开发区政策则更多与特

定产业联系在一起。不论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还是出口加工区，在批准成立时往往会明

确各自的重点发展方向，如“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工业自动化设备”与“电子电

器”等等。这就使得开发区政策也有产业指向性，同时具备了产业政策的性质。与早期经济特区的先行先

试有所不同，除了提供政策优惠之外，之后的各类开发区所起到的作用更多是为企业提供各种便利与协

调。例如，2000 年 4 月 27 日，国务院在正式批准设立由海关监管的出口加工区时，为了便于运作，国家

将出口加工区设在已建成的开发区内，并同时提供海关的通关便利。

开发区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如果开发区的设立仅仅只是把其他地方的企业吸引在了一起，那么即便

我们看到开发区内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开发区也为当地带来更多的产出与就业，我们还是不能就此认为

开发区在全局意义上具有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为此时真正的效果只是在不同地区间重新分配了蛋糕，

而不是做大了蛋糕。如果各地为了拉动地方经济而争相以开发区建设来招商引资，甚至不顾地方经济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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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不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放松环评要求，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背离全局与动态意义上的效率原

则，最终让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①但如果开发区使大量优秀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的同时，借助

企业及员工之间更频繁的互动而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么这就是把蛋糕做得更大了，是开发区建

设产生的额外好处。②

中国的创新政策也含有产业政策的性质。虽然我们只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政府向来注重企业的自主

创新与技术进步，这为后来中国经济在不断做大的同时也持续做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早在 1988 年，

党中央、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实施了“火炬计划”，这是一个旨在加快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指导性计

划，在全国范围内催生了各类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出

现。由于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强调，这一计划使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节能与新能源等行业更可能

受益，因而也带有一定的产业指向性。并且，从这些行业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与产业政策必要性

相关的市场协调不足、较大的社会收益等特点。

以“火炬计划”为代表的创新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深远的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尤

其是 2008 年之后，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越来越为突出。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在 1996 年甚

至仍低于印度的水平，然而到了 2011 年，中国该指标就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加拿大，不断接近创新强国美国

的水平，也把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看，中国也涌现出一批创新表现在国际市场上都有

一己之地的优秀企业。中国企业在创新投入上的突出表现背后同样离不开创新政策的激励，尤其是面向高

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激励政策。该政策在国家层面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同时，对于研发强度达到一定标

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还提供较大的税收优惠。尽管这是一项创新激励政策，但显然高新技术产业是该政策的

主要受益对象，其研发投入已经高达中国全部企业研发投入的 70%。

创新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在于，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正外部性。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之

后，也会增进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效率。③虽然对单个的行业内其他企业来说，这样的效果可能微乎其微，

但只要创新政策对行业内所有企业的研发投入都产生明确的激励效果，那么共同促进之下，整个行业的效

率提升就会变得较为显著了。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如果缺乏地区之间的相互协调，创

新政策也可能偏离动态与全局的最优。这也进一步说明，我们在发挥大国优势的同时，需要注重中央政府

对各地区的有效协调。但这样的协调是存在困难的。一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例如，地

方更清楚本地的比较优势在哪些产业，更可能做到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中央相对而言不拥有同样的信

息。但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目标偏差，前者更多考虑全局发展，后者更多考虑当

地利益。于是，现实中就可能出现地方产业政策执行上违背自身比较优势、偏离全局最优目标，而中央也

并不一定能够进行有效的协调。例如，一些地方也出台了与高新技术企业申请、获批相关的地方性的各类

资金支持政策，甚至将地方官员的考核与当地高新企业表现挂钩。这就可能使一些地方，原本在高新技术

大国治理中的产业政策

 

①关于中国开发区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发现。一部分研究强调了开发区的积极效果，如：Wang, Ji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1, pp. 133-47；Alder, Simon, Lin Shao,
and Fabrizio Zilibotti, “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 Panel of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6, 21 (4), pp. 305–49; Lu,
Yi,  Jin  Wang,  and  Lianming  Zhu, “Place-Based  Policies,  Cre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Zone  Program,”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9, 11(3), pp. 325-60; 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开发区建设中存在资源误配或效率损失，如：Zeng, Siqi,
Weizeng Sun,  Jianfeng Wu,  and  Matthew E.  Kahn, “The Birth  of  Edge  Cities  in  China: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Parks  Polic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7, 100, pp. 80-103; Chen, Binkai,  Ming Lu, Christopher Timmins, and Kuanhu Xiang, “Spatial Misallocation: Evaluating Place-
Based Policies Us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2019, NBER working paper 26148; 也有研究认为，开发区政策的效果取决于是否遵循当地的

比较优势，如：Chen,  Zhao,  Sandra Poncet  and Ruixiang Xiong, “ Inter-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industrial-policy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s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7, 45(4), pp. 809-826.

②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研发人员在空间上的集聚就能显著提升当地的创新产出，详见：Moretti, Enrico, “The Effect of High-Tech
Cluster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Top Inven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1, 111(10), pp. 3328-3375.

③前述 Moretti (2021) 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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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领域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却也片面地追求企业在创新投入上的表现，使创新资源的投入存在一定的错配。 

四、产业政策实施中的误区与经验

下面我们结合产业政策的不同实践，先从较为一般性的角度来讨论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的误区，然后

结合特定的政策，分别从机制设计、全局与多维的角度总结其中的经验得失。 

 （一）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潜在误区
产业政策在实践操作中，容易陷入误区，以政府干预取代市场机制。事实上，并不是只要存在正外部

性就需要政府干预，关键还得看市场能否自我协调。例如，大型商场中，知名品牌的入驻往往能够带来引

流效应，使整个商场人气更足。这就给其他商家带来正外部性。由于入驻的知名品牌无法向其他商家直接

收费，所以，为了增加知名品牌入驻商场的动力，就需要政府干预吗？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大型商场

为了引流会以极低的租金向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提供优质的铺位，而入驻商场的其他商家会以租金的形式

向商场付费。这就凭借市场机制将外部性“内在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以政府干预取代市场机制。

此外，即便有了产业政策，我们也需要避免政府干预取代市场机制的情形。这可能表现为，由政府人

为地选择具体的企业作为政策的扶持对象，而事实上更为合理的做法是政策面向整个行业，让所有潜在的

企业机会平等地参与竞争。这样的政策误区还可能表现为，一旦政策的扶持以项目的形式出现，往往会涉

及事后对项目的验收或政策效果的评价。此时，政府也可能取代市场机制。

上述政策误区的背后，体现出信息在产业政策实施中的重要性。与企业家相比，政府往往并不太清楚

企业及产业发展背后各种复杂的信息，因而也无法对政策支持下企业的发展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也就是

说，即便企业在政策扶持之下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但政府依然不清楚这是由于该行业的外部市场风险使

然，还是企业获得政策扶持后并没有努力，甚至是企业根本就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所致。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

发展新优势，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会越来越强调对企业创新的政策扶持。越是创新投入密集的领

域，政府越不具有信息优势，产业政策越是容易陷入误区。例如，在我们被“卡脖子”的芯片领域，政策

扶持之下不少地方都催生了芯片制造企业。但不久政府便认识到产业政策不能只靠热情，政府需要更多地

依靠合理的机制设计，在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引入竞争与必要的监管。这就涉及对于不同的产业政策我们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设计合理的政策框架，本节下一部分会结合具体的情况分别加以讨论。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因为政府在选择产业方向时并不比市场或企业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产

业政策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些已知的对象，一定也要给未知的产业留下充分的发展空间。新兴产业的发展

尤其如此，因为在政府形成新兴产业发展的共识之前，必定是一部分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率先对潜在的

市场机会做出判断并付诸实践。所以，政府最需要也能够做的是为未知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创新良好的市场

环境。 

 （二）信息不对称与产业政策设计
在产业政策的设计中，政府必须考虑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困难。例如，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政

策中，政府无法轻易获知企业是否可能有研发操纵的行为，也就是不知道研发投入中是否可能存在水分。

这也是长期困扰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难题：知道政策优惠之下企业会进行研发操纵，但不清楚其程度有多严

重，也不知道研发操纵行为的存在是不是一定意味着研发激励政策失效。

事实上，我们需要首先认识到，信息不对称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既然如此，完全杜绝研发操纵可

能并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因为那样的话需要政府付出巨大的监管成本，反而得不偿失。更可行的政策目

标应该是，以付出较少监管成本的代价，将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又能够激励企

业显著提高真实的研发投入。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的政策设计。

例如，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中国面向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激励政策就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一种做法。中国

创新激励政策所针对的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强度需要达到政策所要求的水平，也往往有较大的创新潜

力。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抓大放小、扶强奖优的政策思路。相比之下，欧洲与北美国家普遍采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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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设这么高的政策门槛，更大范围内的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后都能享受一定比例的税收抵扣。也就是

说，欧美这一政策思路下直接受影响的企业数量显然要远远超过中国。我们在一项研究中的政策模拟恰恰

表明，在欧美国家这种政策模式下，政府需要监管数目庞大的众多企业，这使单个企业反而面临更少的监

管，会助长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影响政策的实际效果。在中国特有的创新激励模式下，政府却能够把有

限的监管力量集中于少数更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减少研发操纵，最终这样的政策设计就能够

以较少的财政成本撬动更多的企业研发投入。① 

 （三）产业政策实施中如何兼顾全局与多维目标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政策实施困难还会以其他形式出现。下面，我们会结合具体的政策分别讨论对全局

与多维目标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两种情况。我们将看到，不论是在下面的水污染规制政策中，还是在新能

源汽车补贴政策中，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可能导致产业政策顾此失彼。这再次提醒我们制订产业政策时需

要考虑可能的一般均衡效应，也就是政策在不同维度上可能发生的溢出效应。

第一项是水污染规制政策。当然，这是规制而非扶持性的产业政策。我们将看到政策可能存在空间维

度的溢出效应。也就是说，就局部而言，某地所实施的政策或许是有效的，但是该政策可能对其他地区产

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因此，这样的政策就没有兼顾全局目标。

来看一下我们将要讨论的这项水污染政策。2005 年，中央政府明确指出当时水污染防治面临的严峻挑

战，首次在“十一五”规划（2006−2010 年）中明确规定了主要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的减排

指标，污染越严重的省份，减排要求越高。中央政府同时将减排指标的达标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挂钩，这为

地方官员努力完成减排指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

然而，到“十一五”末，长江流域的水污染情况却依旧严峻。水利部数据显示，长江工业废水总排放

量从 2005 年的 204 亿吨增加到 2010 年的 227 亿吨。此外，流域内未达到饮用水标准的河流长度亦从

2005 年的 27% 增加到了 2010 年的 33%。为什么在政府努力减少 COD 排放总量的情况下，长江水质却持

续恶化？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这很可能是因为长江沿线城市水污染规制强度存在差异，总的来说上游城

市环境规制强度较弱，下游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较强。这就使得水污染企业的生产活动由下游城市向上游城

市转移，最终导致下游地区水质改善有限，上游地区水质却明显恶化。②上述政策实践表明，产业政策实

施中需要同时考虑地区之间的协调，否则即便从局部来看较发达的下游地区污染企业活动减缓，水质也有

所改善，但从全局角度来看，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更为一般地来说，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

以追求 GDP 为首要目标，那么差异性的环境规制就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成为污染活动的避风港。这种现象

的扭转需要中央在推行政策的同时考虑地区间的差异性，以中央的权威进行必要的协调。由于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的下游地区通常更接近主要海港，因此在经济上比上游区域更为发达。我们的发现也因此能够为发

展中国家的水污染规制提供借鉴，特别是提醒政策制订者，在治理下游较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时，应当避免

使较不发达的上游地区情况变糟。

接下来我们分析第二项产业政策，也就是面向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我们将看到，政策的溢出效应

甚至可能发生在同一产品的不同属性维度上。如果政策制订者对此加以忽视，产业政策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新能源汽车是国务院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国务院《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2−2020 年）》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也是“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际竞

争优势的战略举措”。从 2016 年起，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中央财政对购买新

能源汽车给予补助，并且将补贴金额与续驶里程分段挂钩。例如，2016 年的政策规定，续驶里程在 100 至

150 公里之间的纯电动乘用车，每辆车可获得 2.5 万元补贴，而续驶里程在 150 至 250 公里之间的纯电动乘

大国治理中的产业政策

 

①关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效果的这项研究，详见 Chen, Zhao, Zhikuo Liu, Juan Carlos Suárez Serrato and Daniel Yi Xu, “Notching R & D
Investment with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1, Vol. 111(7), pp. 2065-2111.

②关于这部分内容更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见 Chen, Zhao, Matthew Kahn, Yu Liu and Zhi Wang, “The Consequences of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Wa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8, 88, pp. 46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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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每辆车可获得 4.5 万元补贴。于是，补贴与续驶里程的关系呈现阶梯状。该政策将补贴与续驶里程

挂钩是希望企业通过投入更多的研发资源突破关键技术来提高电动车的续驶里程。在理想情况下，补贴应

该覆盖企业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所增加的成本，使新技术更快得到应用，然后随着技术成熟成本降低，补

贴政策也将退出。在此过程中，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也能确立优势，最终实现政府补贴的目的。

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在阶梯式补贴激励之下不一定通过核心技术的研发来延长续驶里

程。我们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①，为了让续驶里程能够刚好达标，纯电动汽车的整备质量和电动机功率都

出现了异常的下降：整备质量平均下降 243.08 千克，下降幅度相当于平均整备质量的 18%；电动机功率下

降超过 25 千瓦，相当于所有车型平均电动机功率的 36%。此外，这些车型的动力性能、能量利用效率也

同时恶化：最高车速下降约 14.08 公里/每小时，超过了所有车型平均最高速度的 10%，能耗车重比上升超

过平均值的 9%。

上述发现说明，以某些产品维度为标杆的产业政策，很可能导致产品其他维度的性能出现意想不到的

恶化。也就是说，设计不当的产业政策可能难以兼顾多维的政策目标。虽然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只是面向新

能源汽车的扶持政策，但其背后的含义却适用于更为广泛的产业政策的制订。 

五、面向长期、全局和多维目标的产业政策

最后，我们结合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从更为一般性的角度来总结中国产业政策的经验。我们希望产

业政策能够兼顾长期、全局与多维的发展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大国，这个

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首先考虑大国治理的视角，其次，才是产业政策自身的规律。 

 （一）大国治理下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潜在的社会收益因大国的规模经济而尤为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协调的不足又进一步增加了

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产业政策在中国被广为实施。事实上，在以美国为代

表的发达国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产业政策的存在，尤其是在前沿或新兴的产业领域，激励创新的产业政

策显得更为普遍。

在产业政策的实践中，中国有自己的潜在优势。这表现为我们能够在中央的领导下较为迅速地形成发

展理念、制订政策框架，并最终在地方的推动下落实政策细节、指引生产实践。这一体制运用得当，就会

体现出我们的制度优势，尤其是中央在市场机制中的协调作用。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这一体制下可能

出现的潜在问题。如果效率原则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产业政策实施中就会出现妨碍竞争的低效率现

象。特别地，如果对市场竞争的妨碍又是与所有制偏好（如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联系在一起的，那么

在中国的国际实力不断提升的今天，就容易引起国际上的顾虑。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环境下，我们在

产业政策制定中也应当正视这些声音，需要结合市场体制的建设采取相应的调整。总体而言，我们需要适

应国际环境的这种变化，更多利用市场机制、价格手段而非政府干预、直接补贴来实施产业政策，需要在

政策实施中保持所有制中性。

中国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也要求我们在产业政策的实施中考虑地区间的协调。为了使产业政策能兼顾长

期、全局与多维的发展目标，我们需要地方政府放弃国与国之间那种策略性分工的考虑。尤其是对于那些

涉及创新的领域，创新活动本身所体现的空间上高度集聚的特点需要我们摈弃不同地区各自为政的思路。

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利用政策带来的做大蛋糕的效应对部分可能受损的地区以转移支付等方式进行补偿。这

也需要中央在央地治理关系中，重新思考对不同地区需要采取不同的考核标准，不能一刀切地对不同地区

都强调 GDP 考核。由于不同地方在所处发展阶段、地方资源禀赋、居民利益诉求等方面都各不相同，而中

央政府也往往不拥有地方在这方面的独特信息，这也要求今后中央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中，更多引入当地

老百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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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洲、陈钊、陈诗一：《阶梯式补贴与企业的策略反应：基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分析》，《经济学动态》202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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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政策的若干原则
我们先提出产业政策应当遵循的若干原则，然后再对具体的政策措施分层次加以说明。

第一，优先实施普惠性的产业政策，让产业政策有更为广泛的潜在受益对象。我们的政策目标对未来

产业发展的定位越是高端，就越是要求产业政策不能是定向性或选择性的，而是必须强调政策的普惠性。

这样才能更好地规避政府在产业发展定位上的信息劣势，把对产业发展的具体判断交给企业家去实施。这

就需要将相关的产业政策放到地区长期发展的定位中加以考虑，需要制定适应产业发展定位的人才政策、

产业融资政策，提供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此外，普惠性的产业政策也能更好地体现所有制中性的原则，

除非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这样的做法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保持一致。

使产业普遍受惠的人才政策就是其中重要一例。例如，政府加大教育方面公共资源的投入以营造良好

的人才发展环境，就能在整体上对产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因为人才的集聚对已有的及潜在的产业发展都

会有利。

第二，定向性产业政策需要确定合理的政策覆盖面。为了突出对特定产业的推动作用，有时某些产业

政策必须是定向性或选择性的。那么，这类产业政策就应该确定合理的政策覆盖面，具体应当体现如下原

则。（1）在产业领域的覆盖上宜宽不宜窄。例如，针对新能源的产业政策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太阳能、风

能，也需要给生物能源、地热能源等相关的产业发展以同样的政策空间。因为即使政府清楚知道新能源产

业是可供选择的战略性产业，但对于该往哪个具体的细分行业进行发展，就应当借助企业家精神来选择，

而非政府指定。（2）在具体活动的覆盖上则宜窄不宜宽。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与硅片制造相比，其中更

为技术密集的设计环节更需要战略性产业政策的扶持，此时政策覆盖面就需要对行业内的不同活动进行细

分。这就涉及到下面这个被广为接受的政策实施原则。

第三，政策覆盖面越窄，就越需要引入竞争性的机制设计。覆盖面窄的产业政策，应当保证低门槛、

高竞争，能进入、有退出。这里低门槛是指可以有技术性的门槛，但不应该存在和企业身份相关的享受扶

持政策的障碍。也就是说产业政策应当放弃与企业规模、历史、所有制、注册地等特征相关的歧视性的条

件。能进入有退出是指，扶持性产业政策的享受不是永久性的，应当事前就制订相应的退出机制。例如，

对于享受了政策但市场表现不佳的企业，就应让其及时退出，把政策机会让给与之竞争的其他企业。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产业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的协同配合。例如，在普惠性政策环境下，经济活动

很可能按市场规律形成空间上的集聚，这就意味着最终地区间的发展会在总量上存在差异。创新活动尤其

如此。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欠发达地区就不能分享集聚地区增长或创新的好处。只要要素能够自由流动，那

么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就可以流向创新活动中心分享创新的好处。既然这是有利于做大蛋糕的，那么中央政

府也能通过转移支付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必要的支持。换个角度来看，能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往往是以

少数大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那么产业政策也同样对地区发展政策提出类似的要求。具体而言，前沿产

业的发展需要人才的充分流动与竞争，这就要求特大城市致力于降低要素的流动成本，特别是放宽对外来

人口的户籍准入以及降低经济活动人口的通勤成本。特大城市应成为城际交通网络的核心枢纽。建立快速

的城市群交通网络，只会有利于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并且强化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同时可以降低

地价上升对特大城市的负面影响。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研究”（21ZDA009）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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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前述 Moretti （2021）的研究显示，在计算机科学、半导体、生物这三大领域中，全美排名前十的产业集聚地，就各自吸纳了行业内

69%、77% 以及 59% 的专利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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