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

一、重大活动
1、CRPE 召开 2013 年发展规划务虚会议
2013 年 1 月 31 日，CRPE 年度发展规划务虚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心主任史晋川、中心执
行主任金祥荣、中心首席教授赵伟及中心全体专职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史晋川主任着重对中心新年度的发展规划及对未来的发展环境作了详尽的剖析，阐述了
新环境新形势下 CRPE 的发展思路，并强调要依托自身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合作
领域，加强人才引进，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与协同创新能力，建设一支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团队。金祥荣执行主任指出，中心的十年历程，成果是丰硕的，成绩是显著的，我们要在原
有良好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凝聚发展方向，
突出研究特色，进一步加强智库功能，为国家、政府、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赵伟教授、
曹正汉教授也对中心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鼓励青年团队发挥团队的凝聚
力，激发创新思维，强强合作，形成核心研究方向，提高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中心在国内外
学术界的影响力。中心青年成员也各抒己见，就中心未来的发展献计献策。
通过本次务虚会议，CRPE 全体同仁进一步明确了新十年的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大家
表示一定要同心同德，凝聚人心，实现新十年的新跨越。

2、浙江大学恒逸国际交流奖学金学术交流团赴台学习
为了促进两岸高等学府的交流与合作，并借鉴和学习其办学经验和人才培养模式，在浙
江大学恒逸基金国际交流奖学金的支持下，在竺可桢学院相关老师的协助下，浙江大学本科
生及研究生一行 21 人于 2013 年 2 月 20 至 26 日赴台湾淡江大学进行为期 7 天的学术交流与
访问。
赴台交流团获得了淡江大学财经系的热情接待，财金系主任李命志教授详细介绍了淡江
大学及财经学院的办学历史、毕业生情况和培养模式。淡江大学财金所教授、浙江大学恒逸
讲座教授林苍祥为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了台湾上市制度发展及经济结构策略，并与同学们进行
了积极地互动，讨论了两岸在金融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另外，在李沃墙教授的指导下，
同学们体验了模拟股市交易，深入了解了股票、期货、期权、ETF 等产品在金融市场上的运

作。21 日下午，交流团在林苍祥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台湾期货交易所。
赴台交流团顺道访问了逢甲大学，并得到逢甲大学金融学院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财务
金融学系江耕南副教授为交流团介绍了逢甲大学，尤其是金融学院的发展历程及学生现状。
我校同学与逢甲大学财务金融系的硕士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并在逢甲大学学生带领
下参观了逢甲校园。同时，交流团到访同样位于台中的台中科技园，听取了中科管理局简报
并搭车参观了园区。
最后两天，交流团访问了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理学院张庆瑞院长致辞欢迎了我校交
流团。张庆瑞院长介绍了台湾大学理学院与浙江大学理学院的渊源，并探讨了两校进一步合
作的可能性。期间，交流团参观了位于台北 101 大楼的台湾证券交易所，听取了交易所的简
报。
本次交流活动，不仅加深了浙江大学与台湾高等学府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学校院与其在
相关领域相互借鉴、学习，更提供了两岸高校在各个方面深入合作的可能性。交流团的成员
一致表示，此行于学校于个人都意义重大，收获丰厚。

3、史晋川、黄英两位教授入选省委、省政府领导联系的高层次人才
为全面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加快推进科教人才强省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委、政府与高层
次人才的联系，充分发挥各类优秀人才在推动我省科学发展、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努力营造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我省建立了省委、省政府领导
联系高层次人才制度。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委、省政府领导联系

高层次人才制度>的通知》（浙委办发[2013]20 号），每位省委、省政府领导一般联系 2 名
高层次人才，所联系的人才从在浙“两院”院士，省特级专家，在浙中央直接掌握联系的高
级专家，国家或省“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中
宣部宣传文化“四个一批”入选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钱江学者（省特聘教

授）”，省“151 人才工程”重点资助对象，其他有突出贡献、在省内外有较大影响的高层
次人才代表之间产生。浙江大学的许庆瑞、史晋川、黄英教授三位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入选
省委、省政府领导联系的高层次人才。经济学院的史晋川教授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部长葛慧君同志负责联系，黄英教授则由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同志负责联系。

4、 CRPE 学者参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发挥高校优势，推动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力量，教育部于 2013 年 5 月 30 日召开了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主持了座谈会，听
取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并作了重要讲话。教育部长袁贵仁、副部长李卫红，来自国内高
校的 25 位专家学者，部分在京高校领导和教育部有关司局的领导参加了座谈会。
袁贵仁部长首先汇报了教育部所属高校及重点研究基地在智库建设和为党和政府科学
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所做的工作及成绩，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和武汉大
学陶德麟教授等 11 位专家学者分别从各自的学科发展视角，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和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刘延东副总理首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指示，并就繁
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了重要讲话。刘延东副总理指出，
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在新的形势下，
要充分重视智库的建设，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作用，深入研究重大的现实和战略问题，
通过智库建设来加强理论创新，增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她强调，高校的智库
建设要围绕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遵循“特、专、新、优”的要求，开创智库
建设新局面，形成有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主任史晋川教授出席了座谈会。CRPE 在 2009 年曾
被“暸望”杂志列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

二、近期学术成果

（一）重要论文
1. Chu, Angus、Pan Shiyuan，“The Escape-Infringement Effect of Blocking Patents
o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Macroeconomic Dynamics。
2. Pan Shiyuan，“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 a Model of Directed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3. Li, Tailong 、 Shiyuan Pan 、 Heng-fu Zou ，“ Direct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
Knowledge-Based Model”
，Macroeconomic Dynamics。
4. 杨高举、黄先海，“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2
期。
5. 郎金焕、史晋川，
“加工贸易、一般镀锡与外部需求冲击的传导机制”，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6. 曹正汉、罗必良，“集权的政治风险与纵向分权——从历史视角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
制改革”，《南方经济》，2013 年第 2 期。
7. 史晋川、周阳敏，“名家学术访谈:收入增长与包容性发展”，《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8. 史晋川，“主持人的话”，
《广东商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
9. 曹正汉，“经国与治民——中国历史上政府对市场的垄断及其政治原因”，《佛山科学技
术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10. 赵伟，“文明是怎样退化的?”
，《浙江经济》，2013 年第 2 期。
11. 赵伟，
“当前经济走势与 2013 年前景预期——浙江区域经济视点的分析与策论”，
《浙江
经济》，2013 年第 1 期。
12. 赵伟，“谨防区域 GDP 竞赛”，《浙江经济》，2013 年第 1 期。
13. 赵伟，“欧元区起死回生”
，《浙江经济》，2013 年第 3 期。
14. 赵伟，“塞浦路斯:被殃及的池鱼”，《浙江经济》，2013 年第 7 期。
15. 赵伟，“贸易成本论:NEG 视野的综合与分解”，《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 年第 3 期。
16. 赵伟，“2013:世界经济或将走出后危机”，《大经贸》，2013 年第 2 期。

17. 赵伟，“假如房价真的跌了……”，《浙江经济》，2013 年第 8 期。
18. 赵伟，“转增长方式须克服惯性”，《浙江经济》，2013 年第 9 期。
19. 赵伟，“闲置的基础设施”
，《浙江经济》，2013 年第 4 期。
20. 赵伟，“认法不认情理的新加坡”，《浙江经济》，2013 年第 6 期。
21. 赵伟，“后危机美国得了大实惠”，《浙江经济》，2013 年第 5 期。

三、重要科研项目

1. 史晋川，“法律经济学趣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3.1-2014.12。
2. 叶建亮，“资源型产品价格管制研究：基于纵向关联和多目标协同视角”，国家社科项
目， 2013.6-2016.12。
3. 金祥荣，“港口比较优势、竞争与合作：基于舟山群岛新区港口的发展战略研究”，一
般项目。
4. 蒋岳祥，“国有经济扩大有效投资的对策建议”，横向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3.4-2013.10。

四、学术会议、学术交流

1、浙江大学恒逸讲座教授李克学术讲座：《纠结的中国经济》
浙江大学恒逸讲座教授、日本大学商学院李克教授讲座于 2013 年 3 月 8 日下午在浙江
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418 室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金祥荣教授主持，来自日本大学商学院的李克教授作了《纠结的中国经济》主题报告。共
有 30 余位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听取了报告，现场气氛活跃。
在 3 个小时的主题讲座中，李克教授就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中国经济的几大焦点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解说，随时为听众解答的交流方式，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自由、活跃的交流平台。

此次主题报告，李克教授主要就：如何摘掉"世界工厂"、"山寨经济"的帽子；为什么我
们国富民穷；实体经济为何没有吸引力；城镇化与城市化，真是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吗；绕不
开的中等收入陷阱；曲曲折折的走出去战略，这六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帮助大
家如何绕开事物的表象，找出问题的根源，从而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式方法。
李克教授为在座师生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受到了学生和青年教师的
积极响应和感谢。

2、2013 年“恒逸学术论坛”（春季）圆满成功
2013 年 3 月 16 日上午，由浙江大学恒逸基
金管理委员会、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杭州市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办，浙江大学民营
经济研究中心（CRPE）、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的浙江大学“恒逸学术论坛(春季)”在萧
山区文化中心二楼世纪剧场隆重举办，萧山区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萧山区企业负责
人及恒逸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相关社会人士等共 100 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由萧山区
工商业联合会楼海祥会长主持。
本次论坛邀请了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南开大学
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文玲司长为本次论坛做《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十八大后民
营企业转型的机遇与未来》的主题讲座。陈司长就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经济转型与结
构调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与战略、民营企业
未来的发展机遇及当前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等诸多
方面，以生动的案例、详实的资料作了深入浅出的
讲演。与会人员纷纷表示陈司长的讲座不仅提高了

大家对国际、国内经济与政策形势的认识，更对企业转型升级与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启
发。
论坛期间，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向陈文玲司长就中心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作详细介绍，
并就双方未来加强合作与交流展开深入探讨。
浙江大学恒逸基金管理委员会将通过举办学术论坛、企业短训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
校企之间合作，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实现合作共赢。

3、赵伟教授做客成都金沙讲坛——空间视点纵论国内外经济热点问题
应四川成都市社科联等主办单位邀
请，CRPE 首席教授、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
赵伟教授于 2013 年 4 月 7 日（星期日）
做客成都“金沙讲坛”，就当前内外经济
大势等热门经济话题，做了一场公开与公
益性讲演。
论坛设在著名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剧场。当日下午两点半准时开讲。在成都
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超简短的介绍之后，赵伟教授先以寻找热点问题的方法与视角作为开场
白，而后以中国“灰霾袭击”与新“国五条”、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股价与房价
双走高”等“热门话题”将论坛引入高潮。最后从空间经济学视野分析了各个热点话题背后
的原因，并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大势进行了大胆的预测。讲座自始至终气氛活跃，高潮跌
起，数百位成都市民聆听了赵伟教授的精彩讲演。最后，赵伟教授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
回答了观众提出的很有挑战性的问题。赵教授大气与风趣的讲座，博得与会听众的一致好评，
有听众当场题写对联，予以褒奖。
《金沙讲坛》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大型公益性文化讲坛，由成都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成都传媒集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成都市广播
电视和新闻出版局等单位承办，已成为广受欢迎和喜爱的“老百姓自己的文化沙龙”。

4、史晋川教授赴台参加第十届金融市场发展研讨会
2013 年 4 月 14 日至 18 日，由台湾证券交易所、台湾期货交易所、台湾财务工程学会、
中部财金学术联盟等机构联合主办，逢甲大学财金系所及淡江大学财金系所等多家单位协办

的“2013 中部财金学术联盟暨第十届金融市场发展研讨会”在台湾省台中市召开。来自浙
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教授学者 400 余人参
加了本届研讨会。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应邀赴台参会，围绕
“人民币国际化与两岸金融合作及市场创新、中小企业金融创新与风控、两岸金融业之经营
现状、挑战与创新”等专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在研讨期间，史晋川教授主持了题为“人民币国际化与两岸金融合作及市场创新”的大
会论坛并做主题发言。会议期间，与部分台湾高校金融专业系所深入接触，并就相关学术合
作的途径与方式进行了充分交流，并参访了淡江大学台北校区及台湾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
相关院校和金融机构，与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两岸高校合作
与交流。

5、理念、领导力与中国的未来——记北大张维迎
教授讲座
2013 年 5 月 10 日下午，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
应邀来杭，在我校玉泉校区教七一楼影视报告厅
为广大学子奉上一场题为“什么决定中国未
来？”的精彩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我中心主任
史晋川教授主持，我校数百名师生以及企业家听
取了本场讲座。
在史晋川教授的简单介绍之后，张维迎教授
就直奔本场讲座的主题，就“理念与领导力”这
一话题展开了分析。张教授首先从哲学的层面上，辩证批判了一些为人所知的哲学观念，指
出了其中所存在的“思维陷阱”，认为大众接受的理念才是制度的基础；其次，张教授又从
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人类思想的演化与变迁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联性，指出只有符合人性
的理念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才具有真正的可持续性。在前两条理论铺垫的基础上，张教授
就我国经济增长、社会矛盾以及制度改革等方面从历史阶段划分的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
就其中得出的诸多启示与在场听众进行分享。
随后，张维迎教授在前述宏观叙述后，围绕理念、改革与发展这一话题从历史纵向和国
别横向等角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就总目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指出了中国未
来的发展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指出我国未来的发展不仅仅需要持续深入的改革，并且更需要

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从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和理念基础。张教授两个小时的
讲座，观点独到犀利，论证有理有据，语言风趣幽默，不断引来场内听众的阵阵掌声。最后，
史晋川教授主持了提问环节，并就张教授所讲述的一些观点与见解进行了现场的互动和交
流，让广大听众们领略了知名学者们的睿智与深邃以及经济学“经世济民”的理念和力量。

6、2013 年浙江大学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成功举行
2013 年 6 月 8-9 日，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共同
主办的“2013 年浙江大学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在杭州金溪山庄举行。这次会议是经济学
家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一场盛会。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
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国家和地区的 12 位学者在会议上报告了各自在产业经济学理论和应用
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开始时，CRPE 主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代表 CRPE
和经济学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热烈欢迎参加本次学术会议的国内外学者，希望通
过本次会议的交流平台，加强与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从而促进 CRPE 和浙江
大学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在之后一天半的学术会议中，12 位学者在各自领域做了生动的学术报告，同时与在场
的 80 多位与会者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系 Marius Schwartz 教授首
先以差别定价的福利分析拉开本次学术会议的序幕。Marius Schwartz 教授在报告中比较了

当成本不同时差别定价和统一定价的社会福利水平的大小。与传统的三级价格歧视理论中的
假设及结论不同，Marius Schwartz 教授指出，差别定价在较为一般的市场需求函数下，都
会增加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在紧接着的第二场报告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Thomas Ross 教授介绍了政府宽恕政策中的 NIICs（No Immunity for Instigators Clauses）
措施对卡特尔垄断行为所产生的效果。NIICs 在减少厂商发起卡特尔行为的激励的同时，也
减少了参与者举报卡特尔垄断的激励，因此，这一措施对卡特尔垄断行为产生的效果是不确
定的。
在第三场报告中，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Gautam Gowrisankaran 教授介绍了美国医疗体系
中由于第三方管控医疗组织（MCOs）的介入，医院横向合并所导致的医药价格提高的现象。
在接下来的报告中，长江商学院 Brian Viard 副教授讨论了美国宽带网络技术普及过程
中的市场竞争效应，其结论认为，利用电话网络和有线调制解调器传递的宽带网络平台之间
的竞争促进了价格效应以及产品种类效应，从而促进了宽带网络的普及。
美国田纳西大学经济系教授 William Neilson 从行为经济学理论角度提出了在交易中倾
向公平分配的社会准则。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 Yuk-fai Fong 副教授探讨了失败企业的管理
层人员流动对于挽回企业声誉以及提升股东价值的积极影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居恒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排他性交易（ED）和排他性地域（ET）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两种交
易模式的市场结构及对效率的影响。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经济系 Mo Xiao 副教授利用淘宝网购
平台的面板交易数据，研究了网上交易平台卖家经营声誉的策略以及声誉对于卖家的价值。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陈恭平教授指出三种网上拍卖策略（pure auction,
buy-it-now(BIN)auction, fixed-price sale）是对应于具有不同时间贴现偏好卖家的最优
策略。浙江大学助理教授豆江利提出了差异化产品的相互兼容性对消费者购买多样化产品的
积极影响。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指出在团队性竞争活动中，冠军称号或者最具价值队员
称号是一种有效提高团队活动成功率的激励方式。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秦承忠教授在
传统的企业效率的锦标赛模型中加入行贿受贿因素，其模型主要探究当委托人、代理人、监
督者三方共存的企业管理模式时，委托人最优的激励策略以及行贿受贿对其激励策略的影
响。
在此次学术会议中，所有报告者向参会者展示了他们前沿的研究方向以及深邃的经济学
思想。他们也获得了与会者的很多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这种热烈的主题报告与学术讨论充
分体现了各位学者深刻的学术见解及友好的学术氛围。本次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

标志着 CRPE 和经济学院在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 CRPE 和经济
学院将通过更多更有效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来提高其国际化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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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学术活动：CRPE“双周青年学者论坛”

 第 181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3 月 15 日
报告题目： Do Treasure Islands Create Firm Value?
报告人：Travis Ng 香港中文大学

 第 182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3 月 22 日
报告题目：Criminalizing Employee Negligence
报告人：龚炯

对外经贸大学

 第 183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3 月 27 日
报告题目：Trade Reforms and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报告人：施康 香港中文大学

 第 184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3 月 29 日
报告题目：Menu Implementability and Practical Pricing Schemes
报告人：黄智亮

上海财经大学

 第 185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4 月 3 日
报告题目：Self-Esteem, Shame and Personal Motivation
报告人：赵小健

香港科技大学

 第 186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4 月 12 日

报告题目：Migration to the Public Cloud
报告人：汪通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第 187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4 月 19 日
报告题目：Provincial Protectionism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Public Disclosure
of 'Illegal' Drug Advertising
报告人：王争

宁波诺丁汉大学

 第 188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5 月 8 日
报告题目：Managing Persuasion
报告人：Charles Angelucci

哈佛大学

 第 189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5 月 10 日
报告题目： Entry and Welfare in Search Markets
报告人：张天乐

香港理工大学

 第 190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5 月 31 日
报告题目：The dynamics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 China, 1736-1911
报告人：顾燕峰

香港科技大学

 第 191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6 月 7 日
报告题目：Labor Tournaments versus (individual) Contract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报告人：王哲伟

山东大学

 第 192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6 月 19 日

报告题目：Generalized Coarse Matching
报告人：Ran Shao，Yeshiva University

 第 193 期
报告时间：2013 年 6 月 21 日
报告题目：Competitive Equilibrium from Equal Incomes for Two-Sided Matching
报告人：颜建晔

对外经贸大学

六、媒体传播

1、史晋川：“浙江模式”遭遇制度性障碍

依靠粗放经营，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并主要通过规模扩张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已
难以为继。这种情况下，必须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东部的“纠结”
有人认为，在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浙江乃至整个东部地区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将
失去传统优势。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如果东部本身没有发展出更先进的产业，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做出替代，长此以
往，东部就会失去内在动力，失去中国区域经济中的先导地位。反之，东部地区就会继续处
于领先地位。
第二，要看转移出去哪些产业环节。如果转移出去的只是制造环节，而技术研发、新产
品开发、品牌建设、国际国内营销中心的构建等高附加值的产业还留在东部，那么东部就能
继续在传统制造业方面起到引领作用。
从当前状态来看，整个东部地区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转型期。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发展之中，但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产业转移；部分传统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品牌
营销也随着制造环节转移至中西部地区。
这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环境的营造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中西部地区并没有为东部转移的

产业提供更好的投资、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环境，那么它便只能吸引制造环节转移，
其他环节会继续留在东部。

“浙江模式”遭遇困境
浙江省面临的主要是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问题。
第一，浙江企业的自主创新提升较慢。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走向国际市场、承
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制造业迅速壮大，另一方面浙江民企大多只注重制造
环节，对于价值链更高端的研发、设计及品牌营销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浙江企业大多依靠低
成本来维系自身的市场竞争优势，没有形成自身核心竞争能力。因此，较难经受国际经济的
外部冲击。
其二，浙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面对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浙江传统制造业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有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程度不够。
近十年中，与广东、江苏相比，无论是产值比重，还是企业规模、资金投入等各方面浙江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已落后。
其三，浙江的改革先发优势开始弱化。“浙江模式”是区域经济中民间和政府互动及选
择的结果，但当前这种互动已遇到了问题。由于内外部条件的制约，浙江的改革制度创新不
足。
这种不足在金融体制上表现尤其突出。浙江金融机构以国有银行、大银行大金融机构为
主，而实体经济是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主。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在所有制与规模方面，
面临着双重不对称；另一方面，浙江直接融资非常落后，包括企业债、PE、VC 等都有不足。
以至于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失去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的支持。

转型升级的展望
对浙江而言，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有以下四个方面：
——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浙商最大特征是懂市场，但对整个产业供应面的重
视程度偏弱，如产品研发、工艺革新、技术创新等，即使以马云为代表的新浙商也存在这个
问题。今后浙商必须要突破自身瓶颈，做到市场、技术、管理都要懂的“三面手”
。
——高瞻远瞩，发掘长期产业机遇。当前不能光顾着眼前的波动及缓慢复苏，更不能与
中西部抢夺产业转移资源，进行低水平竞争，要展望下一轮经济突破的技术、产业革命力量。
个人认为未来的产业机遇仍将体现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方面，要发掘这样的机遇。

——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要做好金融改革，关键是要把金融的改革创新
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将实体经济做大做强。
只有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深入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克服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制度性障碍。曾经有人认为企业不转型升级是等死，但
主动转型升级就是找死，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如果政府不提供一种转型升级的好的环境，包
括市场竞争秩序、要素市场环境、外部经营环境等等，那么企业勉强去转型升级，就是找死。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成为今后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未来发展中，如果沿海地区能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性进展，那么就能克服转型中的制度性障碍，更好地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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