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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大事记
2011.4-2011.6
U 吕祖善省长对史晋川教授有关海外直接投资的报告作出
重要批示
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走出去”步伐，既
是国家的战略，也是加快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内在要
求。史晋川教授《加快推进我省海外直接投资的建议》，就我省发展海外直接投
资现实意义及对浙江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带动效应，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
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建议。吕祖善省长近期对史晋川教授的这一建议作出重要批
示，引起了省政府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U 朱希伟博士赴比利时合作研究回国
受比利时法语鲁汶大学（UCL）Jacques Thisse 教授邀请和浙江大学青年骨
干教师赴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研究计划资助，CRPE 秘书长朱希伟博士于 2010 年
5 月-2011 年 8 月赴比利时法语鲁汶大学（UCL）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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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比伊始，朱希伟博士与日本东北大学曾道智教授合作的论文“Tourism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经过多轮评审被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接受。
随后，朱希伟博士以及正在比利时荷兰语鲁汶大学（KUL）从事学术访问的 CRPE
宋华盛博士与 Jacques Thisse 教授合作完成的论文“Urbanization and/or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于 今 年 8 月 被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接受。
CRPE 将继续鼓励与支持年轻学者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不断提高
学术研究成果的层次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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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活动
3 科研项目立项

1、赵伟，“产业协同集聚与我国产业升级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
目起止时间 2011.7－2014.12.
2、罗德明，
“社会网络、企业融资与投资：理论与浙江的经验”
（11JCLJ01YB），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7-2013.6。
3、蒋岳祥，“浙江居民保险消费需求研究”，其他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起
止时间 2011.3-2011.12。
4、史晋川，“温州区域金融发展与政策创新研究”，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
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5－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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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3 论文
1. 陈凌等，“中国家族企业的现代转型——第六届‘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
国际研讨会”，管理世界，2011 年第 4 期。
2. 黄先海等，“海外市场需求与跨国垂直并购”，经济研究，2011 年第 5
期。
3. 黄先海等，“资本形成和流动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4. 金祥荣等，“出口企业更优秀吗——基于生产率视角的考察”，国际贸
易问题，2011 年第 5 期。
5. 赵伟等：“生产率决定中国企业出口倾向吗——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
的分析”，财贸经济，2011 年第 5 期。
6. 赵伟等，“异质性、沉没成本与中国企业出口决定:来自中国微观企业
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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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祥荣，“问策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浙江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效、
问题和对策建议”，浙江经济，2011 年第 7 期。
8. 金祥荣等，“出口集聚之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实
证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
9. 赵伟：“走偏了的‘碳经济’”，浙江经济，2011 年第 4 期。
10.赵伟，“制度基础设施关乎产业转型”，浙江经济，2011 年第 5 期。
11.赵伟，“两种发展路径”，浙江经济，2011 年第 6 期。
12.赵伟，“遗产税的逻辑”，浙江经济，2011 年第 7 期。
13.赵伟等，“中国引进 FDI 空间分布差异:规范测算与成因分析”，统计与
决策，2011 年第 7 期。
14.赵伟，“成本信息不对称陷阱”，理财，2011 年第 6 期。
15.赵伟，“中美货币政策到底哪个失灵了”，大经贸，2011 年第 4 期。
16.赵伟，“中美两种产业救助方式得失明显”，大经贸，201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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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3 举办和出席会议

U 王志凯博士赴俄参加第 12 届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
应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副校长 Andrei Yakovlev 教授的邀请，并受世
界银行资助，CRPE 副教授王志凯博士，继去年赴俄罗斯参加第 11 届经济社会发
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又参加了第 12 届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XI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王 志 凯 博 士 在 大 会 上 做 了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elimination in China”的专题报告，引起了俄罗斯各界及其他国际组织、其他
国家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
第 12 届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11 年 4 月 4-7 日在俄罗斯首
都莫斯科召开。与以往一样，本次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俄罗斯联邦
国立高等经济大学（HSE）主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办。这次国际
研讨会围绕“宏观经济与增长”、“公民社会与民主”、“区域发展与管理”、“金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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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与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共设立 22 个专题，与会代表 2000 余人，
其中来自俄罗斯以外的专家、学者和官员近 700 人。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 Igor
Shuvalov 先生，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Alexei Koudrin 先生，副总理 Alexander
Zhukov 先生，经济发展部部长 Elvira Nabiullina，教育与科技部部长 Andrey
Foursenko，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 Alexey Ulyukayev，世界银行副行长 Axel van
Trotsenburg，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校长 Yaroslav Kuzminov，等政府要员
和国际组织官员，围绕俄罗斯与世界经济发展，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演讲。来自
俄罗斯与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针对“世界经济危机与俄罗斯的现代化”，“空间、
时间变化下的公民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等内容，围绕大会的专题，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互动，建言献策。
俄罗斯与中国都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是大国转型经济，双方的经济发展现
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互补性。作为世界上发展很快的两大新兴经济体，
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都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中国
在消除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方面有自己的经验，俄罗斯在消除区域差距和收入差
距方面也有其成功的做法，中国与俄罗斯在发展及地区差距消除这方面，是可以
相互借鉴、共同合作的。俄罗斯大宗资源型的产业与经济，特别是能源经济，是
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倚重的重要国际资源；俄罗斯重化工业、大型装备制造业等领
域的雄厚基础，可以在中国发展重化工业和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中，发挥
积极的作用。虽然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不如中国，但俄罗斯劳动生产率远比中国高，
其平均每个就业劳动力创造的 GDP 是中国的 4 倍。因而，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实现产业结构重型化的过程中，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U “与经济学名家对话”系列学术周圆满落幕
“学术周”由“名家讲座”、“与名家对话”及专题国际会议等“学术大餐”组成，
著名经济学家藤田昌久（Masahisa）教授和维纳布尔斯(Venables)教授全程参
与。
2011 年 4 月 12 日，随着“经济学名家系列讲座”之第四讲（赵伟教授、宋华
盛博士主讲）的落幕。由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与 CRPE 共同主办的“学术周”
圆满落幕。

7

CRPE 简报

2011 年第 2 期（总第 24 期）

本学术周自 3 月 29 日以著名经济学家维纳布尔斯教授的“名家系列讲座”开
讲拉开序幕，到 4 月 13 日该讲座结束，历时两周，内容包括三大块：
-- 经济学名家系列讲座。由藤田昌久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经济产业研
究所所长）和维纳布尔斯教授（牛津大学教授）主讲，赵伟教授主持点评，赵伟
教授和宋华盛博士作“收尾讲座”。
-- “与经济学名家对话”。邀请维纳布尔斯教授和赖斯博士（牛津大学经济
系副主任）先后与浙大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做了深入交流，给浙大选修国际贸
易课程的百多位本科生介绍了牛津大学经济学教育并进行了交流对话。
-- 专题国际会议。以“空间经济学-ODI-企业国际化”为主题，邀请了国内外
多位知名专家参与，20 多位学者用英文报告了论文，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本次学术活动由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民营
经济研究中心提供支持。罗卫东副校长到场致辞并亲切会见了藤田昌久、维纳布
尔斯等经济学名家，金祥荣教授代表经济学院设宴款待了藤田昌久教授一行。

U 2011 年“恒逸学术论坛”（春季）成功举办
2011 年 5 月 28 日，由浙江大学恒
逸基金管理委员会、杭州市萧山区经济
发展局和杭州市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浙江
大学“恒逸学术论坛(春季)”在萧山蓝天
宾馆聚星楼二楼大会堂如期举办，参加
此次论坛的有萧山区政府领导、各机关单位负责人；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企
业总裁、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等共 300 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王国刚教授为学员们做《“十二五”期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企业转型》
的主题讲座。王教授从宏观经济短期走势分析和中国经济走势与企业转型两个重
点方向入题，重点讲解了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中国 GDP 和物价走势分析、
“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镇化和企业转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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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整个讲座精彩而又生动，学员与教授积
极讨论，交流互动，掌声连连。会后，意犹未尽的学员们纷纷表示，王教授作为
国家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对经济形势的分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通过对“十
二五”规划主线的讲解和企业转型升级的
道路的分析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受益
颇深。通过此次讲座，更加清晰了对未来
五年经济发展方向的认识，也为以后企业
可持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期望以后能
够多举办一些类似讲座，助力浙江民营企
业的快速腾飞。

U 2011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学术会议胜利召开
由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主办，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
研究中心（CRPE）承办，《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文汇》和《南方经济》杂志
编辑部协办的 2011“中国青年经济学家
联谊会”学术会议 6 月 4-5 日在浙江大学
胜利召开。在开幕式中，浙江大学经济
学院副院长黄先海教授代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及 CRPE 欢迎来自美国、加拿大、
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与会者，且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浙江大学可以和世界各地
的研究机构加强联系。在接下来的一天半会议中，来自美国的 Yiu Por Chen，
来自加拿大的 Tony Fang，来自香港的张
轶凡，来自复旦大学的陆铭、陈钊和王
永钦等学者报告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
果，与会者就他们的报告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大家都觉得收获很大，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另外，《世界经济》杂志编
辑部宋志刚副主任也到会支持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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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召开。这次会议总共收到投稿论文 50 多篇，最后经过筛选 16 篇入选大会的报
告。

U 2011 年浙江大学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成功举行
2011 年 6 月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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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浙
江大学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在杭州金
溪山庄 2 号会议厅举行。本年度产业
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是国际产业经济学
一些新思想碰撞的盛会，也是目前国
内产业经济学层次最高一次盛会，多位产业经济学国际权威参加本次国际会议。
全球计量经济学会皇家会员，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ESRC 研究中心主任 Mark
Armstrong 教授，全球计量经济学会皇家会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主任
Michael Riordan 教授，全球计量经济学会皇家会员，法国图卢兹大学 IDEI 主
任 Patrick Rey 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 Thomas W. Ross
教授，加拿大商业经济与商业政策研究主席以及 UBC 商学院商业战略与金融学
Ralph Winte 教授，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及澳大利亚 New South 的 WalesJay P.
Choi 教授，香港大学经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陶志刚教授，香港岭南大学经济
系以及经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林平教授，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系以及教育部长
江讲座学者陈智琦教授，长江商学院 V. Brian Viard 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
济学院的机制设计与信息经济学中心主任李玲芳副教授，加拿大皇后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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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克唐纳爵士终身教授、浙江大
学长江讲座教授王汝渠教授，美国内
华达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大学长江讲
座教授宋顺峰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
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谭国富教授，美
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秦成忠教
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斯坦福·卡尔德
吾德特聘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教育部长江讲座学者陈勇民教授，以及浙江大学
年轻学者潘士远和汪淼军教授等来自国内外十几个一流大学五十余位学者参加
本次产业经济学的盛会。
会议开始之际，浙江大学副校长
罗卫东教授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
务副院长金祥荣教授分别代表浙江
大学与经济学院发表热情洋溢的致
辞，他们对于各位学者，尤其是国际
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各位
学者对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化
战略提供建设性的建议以及智力支
持；同时他们也介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近年以来国际化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国际化
发展战略。在其后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十一位来自海内外的经济学学者为在场的
五十余名参会者做了各自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的主题报告。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经
济学 ESRC 研究中心主任 Mark Armstrong 教授扩展传统的消费者搜寻模型，考虑
厂商在搜寻次数不同的消费者次数实行价格歧视的可能性。Mark Armstrong 教
授证明在消费者分布函数满足一定条件之下，搜寻次数歧视的价格策略是最优的
定价策略，但是以上价格策略可能不是社会最优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
Michael Riordan 教授考虑一体化和上游研发激励的问题。Michael Riordan 教
授发现尽管纵向一体化也会导致投资扭曲，但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纵向一体化可以
降低投资扭曲的问题。法国图卢兹大学 DEI 主任 Patrick Rey 教授的研究旨在阐
释纵向合之中信息一处效应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Patrick Rey 教授证明由于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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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合并总是导致一些关于研发关键性信息漏出，从而可能削弱企业研究激励。UBC
商学院院长 Thomas W. Ross 教授探讨了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购买中的公共私
人合作问题（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Ross 教授的研究表明公私合作
一方面可以解决公共物品供应的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公共物品供应的外
部性问题，可能未来发展中国家公共物品供给一种重要方式。
UBC 商学院商业战略与金融教授
Ralph Winter 阐述他本人关于排他性
合同（exclusionary contracts）的
最新研究。Ralph Winter 教授考虑了
下游厂商的市场竞争情况不同时，即
上游有足够的互补性，下游有足够的
替代性时，此时竞价博弈的最优结果
就是排他性合同。香港大学经济工商
管理学院副院长陶志刚教授研究企业产品战略与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关系。陶志刚
教授研究表明企业产品战略越是偏向特定的消费者以及越是注重质量，则企业纵
向一体化可能性越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玲芳展示了其系列 eBay
实地试验结果。在实验中，消费者对于评价回扣的回应是更频繁地提供评价，正
面评价在存在评价回扣的情况下显著上升，而对于负面评价的影响不及正面评价
大，即评价回扣对消费者评价行为存在扭曲效应。
此次会议上，各位学者各个展示他们最新的研究，与会者热烈的就主题报
告者各个主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与此同时也讨论相关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
本次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展现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
学术氛围，促进了经济学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也充分表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
际化以及成为未来国际一流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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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宋华盛副教授参加“国际经济学会第 16 届全球大会”
CRPE 宋华盛副教授于 2011 年 7 月 3 日—7 月 9 日应邀参加由清华大学承办
的 国 际 经 济 学 会 第 16 届 全 球 大 会 （ The 16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 . 国 际 经 济 学 会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成立于 1950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发起.全球大
会（World Congress）是国际经济学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平均每三年举办一届。
宋华盛副教授在大会上演讲讨论了两篇研究论文，分别为“The Dynamics of
Industries with Scarce Durable Resources”和“Innovation, Anti-dumping and
Retaliation”。

U 2011 年“恒逸学术论坛”（夏季）成功举办
2011 年 7 月 29 日，由浙江大学恒
逸基金管理委员会、浙江大学民营经
济研究中心、杭州市萧山区台属联谊
会主办，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发展局、
杭州市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协办，浙
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浙江
大学“恒逸学术论坛”(夏季)在萧山商会大厦四楼会议室如期举办。参加此次论坛
的有政府涉台事务工作人员、萧山区台属联谊会会员、企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恒逸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和相关社会人士等共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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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论坛邀请了著名台海关系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浙江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当代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政
协文史委特邀委员杨树标教授为学员们做《中国近现代史专题讲座——台湾问题
漫谈》的主题讲座。杨教授从台湾的历史地位、蒋介石到台湾后总结在大陆的失
败教训、台湾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变化、中央对台政策的演变、民进党与陈水扁、
马英九与国民党的重新执政、美台关系等七个内容展开演讲，为学员们带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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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精彩的听觉盛宴。会后学员们纷纷表示，杨教授的讲座通俗易懂，案例丰富，
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
和理解，加强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坚
定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同
时也加深了对宝岛台湾的了解，巩固了
我们两岸同胞的血脉深情。

3 特色学术活动：CRPE“双周青年学者论坛”

2 第 138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4 月 1 日
报告题目：Large Sample Evidence on Capital Structure and Employee Wages
报告人：李广众

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 第 139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4 月 22 日
报 告 题 目 ： Endogenous R&D Spillover and Location Choice in a Mixed
Oligopoly
报告人：李长英

教授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2 第 140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4 月 28 日
报告题目：Retail Power,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the Countervailing Power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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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董保民 副教授 （对外经贸大学）

2 第 141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5 月 13 日
报告题目：A New Framework of Happiness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Wellbeing
报告人：周海欧 博士 （澳大利亚 Monash University）

2 第 142 期
报告时间： 2011 年 5 月 19 日
报告题目：Inter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报告人：Horst Raff 教授 （德国基尔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2 第 143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5 月 20 日
报告题目 1：Exposure problem in Multi-unit Auctions
报告人：孟昕

助理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

报告题目 2：Does Simple Majority Rule Produce Hasty Decisions?
报告人：陈庆池 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2 第 144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
报告题目：测度房价承受力的新指标
报告人：沈凌 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2 第 145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5 月 30 日
报告题目 1：Credit Risk Spillovers amo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Global Credit Crisis: Firm-Leve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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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Jian 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报告题目 2：A Structural Estimation on Distortions in UK and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报告人：宋铮 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 第 146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6 月 10 日
报告题目：It’s Now or Never: Deadlines and Cooperation
报告人：Prof. Kaz Miyagiwa

（Emory University）

2 第 147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6 月 14 日
报告题目：The duration of research joint ventur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Eureka program
报告人：Prof. Kaz Miyagiwa

（Emory University）

2 第 148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6 月 15 日
报告题目：Inference in Predictive Quantile Regression
报告人：ALEX MAYNARD （University of Guelph）

2 第 149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6 月 22 日
报告题目：Below-Cost Pricing in Multiproduct Competition
报告人：Zhijun Chen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nd Ecole Poly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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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播

U 史晋川：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 2010 年人均 GDP 在 4000 美元左右，仍是一个“中等偏下收入的国家”。
在下一个 30 年，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疑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
挑战。
首先，我们要壮大和稳定中产阶层。政府需要拓宽社会的上升渠道，使得
阶层之间的攀升有足够的空间。在法律和制度上，保护中产阶层的利益，平衡和
调节税收，保证中产阶层的稳定，提供更好的文化和教育模式，形成培育中产阶
层的文化格局。壮大中产阶层，也是平衡社会分配的方法。中产阶层不足，将意
味着社会是金字塔的模型，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因此必须重塑社会分配，推动和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其次，要突破束缚创新的机制。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然而核心技术大都
不在中国。没有高科技和核心技术，如何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要继续进步，就
要转变为“技术创新国”，就必须突破束缚创新的机制。然而，垄断和行政壁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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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有市场，它们只能促成封闭的经济发展，阻碍社会创新，因此必须进一步
改革突破垄断限制。要保障创新，还需要重视教育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投入，建设
出色的大学、能够让新企业融资更深入的金融系统，以及开放和更具竞争力的市
场。此外，影响创新的因素更多来自于僵化的体制。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该进一
步深化税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三，需促成消费型社会。中国目前运行的经济模式，根本原因是国内的
普通消费不足。目前投资性增长和以低端出口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使得经济
发展中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大，表现为不可持续性。要保障经济持续稳定的增
长，必须转变增长方式，促成消费型社会。要真正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
平，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促使公众消费无忧。同时，还要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
合理安排和促成就业。
第四，应提高农民收入。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利益并没有被体现与重
视，农民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没有感受到城市化带给他们的利益，他们只提供
了人口红利，却没有获得应当的权益。如果进一步城市化，却未能真正提升这部
分人的利益，城市化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转载自《浙江日报》2011 年 05 月 27 日版）

U 史晋川：中小企业扎堆倒闭潮并不存在
中小企业一方面在银行体系里面融不到资，另一方面即使在民间的金融市场
里融到资，利率也较高。因此企业的财务成本上升得较快。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
中小企业经营发生困难，导致停产、半停产相对来说增加，但扎堆倒闭是没有的，
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南都评论记者陈建利

在央行连续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货币政策作用下，5 月以来，不断有
媒体曝出江浙和珠三角一带的中小企业因融资成本上升而大规模倒闭的现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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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是否属实？当前中小企业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应对？中国的
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就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史晋川教授。

中小企的倒闭潮并不存在
南方都市报：近期，一些媒体不断曝出长三角因央行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
率，导致中小企业停产或者半停产，甚至出现大规模扎堆倒闭的现象。就你的了
解，现在这个现象本身是否属实？
史晋川：以管理通胀预期和防止物价上涨为主要基调的宏观政策调控下，
中国当前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个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实际的执行当中
实际上是偏紧的，广义货币供应量 M 2 的速度也从百分之二十几下调到 16%.还
包括信贷的规模，在准备金率连续 11 次上调的情况下，目前达到 20.5%的情况
下，利率也上调了 4 次，应该说是相对偏紧的。
银根紧缩对大企业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一是大企业本身有银行较大的授
信额度，它们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和盈利能力；二是在银根收紧时，银行也倾向于
服务大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很多中小企业资金比较紧缺，融资较难，即
使能够融资，也是从银行体系的外部，民间信贷当中得到资金。而民间信贷在目
前相对比较紧的货币政策挤压下，利率上升是比较快的，20%多的年利率成为了
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些企业的融资利率甚至更高。

南方都市报：民间融资的利率上升幅度有多大？
史晋川：原来的利率是一分利（年利率 12%）到两分利（年利率 20%）之间，
现在基本上是两分利以上。中小企业一方面是在银行体系里面融不到资，另一方
面即使在民间的金融市场里融到资，利率也是比较高的。因此企业的财务成本上
升得也比较快。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发生困难，导致停产、半停产
相对来说增加了一下，但扎堆倒闭是没有的，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南方都市报：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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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融资成本上升是一个因素，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就是汇
率的不断上升，而且上升的速度近期有加快的趋势，导致江浙一带大量出口的中
小企业第一不敢接大量的订单，第二不敢接长期的订单，因为它们没有办法规避
汇率风险。还有一个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相当一部
分中小企业经营发生困难，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南方都市报：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都集中在哪一类，是以产品出口为主的企
业？
史晋川：以产品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这三个因
素同时起作用，尤其它们多了一个人民币升值的汇率风险。

南方都市报：今年《劳动合同法》也已经实行了三年了，其对企业，尤其是
对长三角、珠三角中小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从你的研究看，有多大？
史晋川：《劳动合同法》、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对中小企业用工成本的影
响并不是很大，也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且不说《劳动合同法》执行的严格与
否，你看在 2009 年金融危机时，在很多地区，这个事情是讲都不讲的。而当前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与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有关。中国经济
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刘易斯拐点阶段了。

刘易斯拐点到来
南方都市报：是，一方面是企业的停工停产、一方面是企业的招工难。招工
难在江浙地区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吗？
史晋川：招工难的现象，应该说从 2004 年之后就一直存在了。这一年是中
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比以前放慢的转折性年份。在此之前，中国劳
动年龄人口的增加是一年比一年快，从当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尽管还在，
但增加的速度比原来放慢了。招工难的问题就接着出现了。最近六七年，沿海地
区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往往是过了年之后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这里有劳动力供求
的季节性的因素和结构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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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来说，关键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相对来说
是比较快的。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发生了转变，到了刘易斯拐点阶段。以 15 岁到
60 岁为劳动年龄人口计算，今年可能是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到达零增长。若以 16
岁到 64 岁为劳动年龄人口计算的话，大概在 2013 年到 2015 年，也就是在 2015
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会到零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从之前的每年都是快速增
长到 2004 年以后的减速增长，再到 2011 年到 2015 年之间进入零增长，这个是
一个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非常明显的标志。

南方都市报：劳动年龄人口的零增长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吧？
史晋川：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还跟其他的一些现象有关系。在劳动力相对
无限供给，农业劳动力有大量的剩余可以向非农转移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的收
入的提高是非常缓慢的。但从今年来看，农业劳动力工资收入的上升，现在是不
仅不慢于，甚至是开始快于非农部门的工资的上升。有一个研究报告表明，2003
年到 2008 年，在种粮部分，农业劳动力的雇佣工的工资上升年均水平是 15.3%，
在棉花生产部分，雇佣工人工资的上升差不多是 11.7%，在养猪部分，雇佣劳动
者的工资的上升平均超过了 21%.这就是说劳动力的供求开始紧张了，农业部门
雇工的工资收入的上涨开始快于非农部门的雇工，两者工资差距在缩小。
第二，在非农部门，非熟练劳动者和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差距也在缩小。
原来熟练工人每月工资在 2000 到 3000，非熟练工人只有 1000 块左右，现在哪
怕是非熟练工人，每月没有 1500 元甚至 1800 元的工资，也雇不到人了。
第三，低学历者的工资水平上升得也比较快，和高学历者的工资水平的差距
也在缩小，原来一个低学历者一开始出来就业，可能工资 1000 元不到，现在一
般的这种低学历者，初高中毕业出来，也要有 1000 多块了。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零增长时，农业和非农的工资收入差距，熟练和非熟
练的工资收入差距，高学历和低学历的工资收入差距，都在缩小。从这些迹象来
看，中国经济确实是到了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未来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将会
成为中国企业要面临的一个常态性的问题。那相应的劳动成本的上升，对企业来
说怎么来消化，怎么通过技术进步、自主创新，通过产业的转型升级，从劳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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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的，到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甚至知识密集型来消化这个问题，这是
中小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这些成本上升其实已经表明中国产业升级的阶段已经到来。中
小企业的租值一般比较低，很难承受这种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是否意味着大量的
中小企业若升级或产业转移不成功，将被市场所淘汰？
史晋川：现在中小企业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低加工低附加值。要素成
本的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其的生产经营带来较大困扰。这里有多
种选择，相对比较积极的选择应该是说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比方说进入
一些新的产业领域，或者说在原来的传统领域里面从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
营销这些价值链更高的一端转移，但目前的制度环境可能是制约了很多企业这么
去做。现有情况下，更多的中小企业选择做空间上的转移，也就是转移到中西部、
或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这些地方去。

南方都市报：这种转移一直在进行，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这个转移
的步伐是加快了。
史晋川：是，江浙的企业不光是向中西部转移，江浙内部也有苏南向苏北转
的，浙东南向浙西南转的，更加不要说向江西、四川等地转移。这种向欠发达地
区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目前江浙一部分企业招工难的原因之一。一部分
企业转到那边去，人家不如在家门口就业，就不过来了。
自主创新转型为什么会比较难？可能是有两个制度性问题，一个是我们的专
利技术、品牌商标等等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不够。企业开
发新的技术，研发新的产品，去打广告，做品牌，建立现代营销网络，如果之后
保护得不够，别的企业很快就来仿冒，就会导致你的投入产生的效益不能被投入
主体充分享用，也就是说你的投入和产出会产生一种“外部化”问题，这就削弱了
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第二个原因是企业要转型升级，进入一
些新兴产业，做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是需要投入的。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
方面，我们的金融体制对其形成一定的制约，很难在银行贷到款。另一方面，中
国当前的直接融资，像公司债市场相对来说是滞后的。中国当前缺乏一些新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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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小企业融资的手段、融资的渠道，能够让中小企业分散的产业资本通过一些
新的金融手段集聚起来，来帮助企业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

当前不宜单纯用货币政策调控通胀
南方都市报：中国当前的金融市场是以银行信贷这种间接融资手段为主，股
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手段相对滞后。而江浙一带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民间的直接
融资一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这块政府迟迟没有放开，近期的一些民间融资案
件如吴英案也引发广泛关注，很多舆论在呼吁放开民间融资渠道，你怎么看？
史晋川：直接融资手段除了股票、债券外，还有一些新的方式，比如产业基
金、PE、V C 等。搭建一些新的融资平台，让我们的中小企业这种分散的产业资
本能够集聚到金融平台上来，再反馈到产业领域，帮助企业做自主创新和转型。
而对于民间融资，中国的趋势是在放开。股份制的中小商业银行、村镇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现在都在逐步放开，问题是放开的步伐与市场对资
金的需求还是有相当的差距，不能够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在放开的过程当中，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程序比较复杂、门槛高，限制条件严格。金融部门是用
自己少量的钱玩别人大量的钱的一个行业，比如说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要达 8%，
说到底就是用 8 块钱去撬动 92 块钱，所以金融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风险相
对较大，中国目前放开还是比较谨慎的。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当前的监管能力跟不上，一方面金融要自由化、市
场化，但另一方面，金融监管也应该要跟上。如果金融监管没有跟上，而大量放
开，可能会适得其反。上世纪 80 年代，全国成立了上千家的城市信用社，但是
监管没跟上，因此绝大部分都出了问题，出现了大量的坏账呆账。到 1997 年金
融风险防范年时，这些城市信用社全部都被撤销或者合并，成立了当时叫“城市
合作银行”，后来叫“城市商业银行”。现在的上海银行、温州银行、宁波银行等，
原来前身就是城市信用社。
现在监管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垂直型监管，导致监管主体只有一个。如
果要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必须要分级监管。比较大的金融主体，跨区域的，全
国性的由银监会来监管。对于一些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小区域范围的，比
如中小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最好放到地方的金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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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局来监管。这样可以使得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链条短一些，信息对称状
况好一点，更加有效一些。而且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的准入也可以在国家规定的标
准上，审核权限要下放给地方政府，不要把所有的审批权都归总到银监局。银监
局的监管往往就是老思维，给各省分配指标。

南方都市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货币政策，虽然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货币政策还是要为宏观经济服
务，要应对的是当前的通胀预期和物价稳定的压力？
史晋川：对目前通胀的控制，大家的意见应该是比较一致的。现在关键的问
题主要是对于目前通胀形成主要原因的判断，目前的通胀形成有三个原因，第一
是流动性的，第二是输入性的，第三是结构性的。应该说之前流动性过剩是本次
通胀最主要的因素，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来控制流动性从而来控制通胀，应该说
这个选择是对的。但是在今年一季度后，我个人认为，流动性对通胀的影响相对
来说有所降低，而输入性的通胀，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成本推动型、
输入性的通胀和结构性的通胀，包括自然灾害、干旱啊等，这些因素对通胀的影
响在逐渐加大。
在这种形势下，不应该再使用单一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而应该实行一些
政策的组合，包括汇率政策的调整，包括其他的降低流通领域的成本，减免税费，
也包括适当的一些辅助性的行政手段，用一个综合性政策组合来控制目前的通
胀，而不要单纯地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因为单纯地使用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
一方面正面效应在递减，另一面其负面效应是在递增，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对中
小企业来说。中国 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它们对 G D P 的贡献超过 60%，对税
收的贡献超过 50%，提供了 80%的城镇就业岗。如果频繁使用单一的货币政策来
控制通胀，在 6 月份继续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或利息，可能会导致一大批中小
企业生命暂时或永远结束；失业大量增加，中小企业转型沦为空谈。经济到第四
季度可能会面临滞涨的危险，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下行加快，另一方面通胀反
而没被很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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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史晋川：市场转型的力量
在浙江这片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热土上，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是一朵久经
风雨依然盛开的夺目奇葩。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十二五”期间步入了全面转型的发展阶段。一是以经济
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经济转型，二是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改善民生为核心的社会
转型，三是以克服阻碍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制度障碍为核必的体制转型。在此，
经济转型又包括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产业转型、市场转型和企业转型。义
乌“中国小商品城”在打造“现代贸易服务的集成商”的发展过程中，让人们清楚地
看到了市场转型的力量。
闻名海外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曾经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专业市场。传统的
专业市场是一种传统商业活动的“共享式销售网络”，同时也是一种有形的市场。
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发展的前中期，专业市场充分发挥了共享式销售网络的作
用，以便捷和低成本的方式帮助中小厂商的产品迅速地打开市场，形成了集聚及
交易的规模效益。但是，随着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专业市
场面临着挑战和艰难的转型。
市场的转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在制度层面上的交易方式转型，二是
市场在技术层面上的交易方式转型。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在制度层面上的市场交易方式转型，表现为义乌“中国小
商品城”从一种以人格化交易方式为主的有形市场，正在成功地向以法律为基础
的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为主的无形市场的转型。在这一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义乌“中
国小商品城”并非是为了市场转型而转型，而是将转型始终与市场的发展结合起
来，以有形市场为基础推动无形市场的发展，以平稳的市场交易方式的转型，推
动了市场本身的发展。从一个区域性的专业市场发展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
代国际商贸城。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在技术层面上的市场交易方式转型，表现为义乌“中国小
商品城”从一种摊位式的传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正在成功地引入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市场交易方式。在这一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交易
方式在向电子商务、金融、物流、现代会展等领域转变和拓展，义乌“中国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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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城”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国际商贸综合体，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管理主体向着
“现代贸易服务的集成商”转变，用现代的交易方式拓展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
发展空间。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转型发展的经验表明：市场转型必须围绕市场的发展来
展开，同时必须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转型来展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市场
制度和技术两者转型的相互促进，最终推动市场转型和市场发展的良性互动，用
转型来促进发展，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管理主体向着“现代贸易服务的集成商”
转变，符合了这条发展之路。

（全文转载自《浙江日报》2011 年 06 月 27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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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服务

U 浙江大学——长广集团领导人员创新思维与领导力提升
研修班隆重开班
2011 年 4 月 15 日下午，浙江大学——长广集团领导人员创新思维与领导力
提升研修班（一期）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邵科馆三楼会议室举行了开班仪式。浙
江长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新民，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
院长、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浙江长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许强，浙江长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组织部长阎树发出席了开班
仪式。开班仪式由浙江长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许强主持。
金祥荣教授代表浙江大学和 CRPE 致欢迎辞。金教授首先向长广集团的各位
学员来浙江大学学习表示热烈欢迎，接着向学员介绍了浙江大学各院系及研究院
设置情况，CRPE 以及培训中心的相关情况，并表示 CRPE 会结合长广集团的实际
情况，提供优秀的师资，做出合理的日程安排，为长广学员提供优质的服务。最
后金教授预祝本次培训班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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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新民做开班动员讲话。
韩董事长首先向 CRPE 的相关领导和所有教职员工表示衷心地感谢。韩董事长指
出，本次研修班是长广集团近年来第一次组织公司的领导人员赴浙江大学学习，
5 月份还将有第二批学员赴浙大学习。选择浙大是因为作为百年名校，浙大有着
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办学经验，浙江大学金祥荣教授也曾亲自参与制定长广集团
“十二五”规划，对长广集团的情况都非常熟悉。各位都是长广集团的领导干部，
要抓住这次在浙大学习的机会，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把课堂学到的知识都为我所
用，全面提升自身的创新思维和管理的能力。最后，韩董事长宣布学期期间的组
织纪律，并勉励学员认真学习，学有所获，为长广集团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浙江长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组织部长阎树发宣布了此次培训
班班委成员的任命情况。
浙江大学——长广集团领导人员创新思维与领导力提升研修班（一期）共
有学员 41 人。本次研修班为期 11 天，根据研修班教学安排，学员们将学习当前
金融形势分析与企业投资决策、长广集团“十二五规划”解读、十二五规划与企业
战略新选择、企业投融资与资本运营、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企业运营中的
法律风险防范、国有企业经营理念与企业发展、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如何创建
卓越的企业文化、社交礼仪规范、领导者心理架构、基于经济学理论的企业经营
策略、非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我国生物工程产业现状及发展展望、领导力与决
策新思维、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十二五期间中国生物质能源的机遇与挑战等内容，
并利用晚上时间对“‘十二五规划’与长广集团的发展机遇”和“长广集团企业文化建
设现状与思考”两个专题进行讨论学习，结合钱江新城、恒逸集团等相关企业进
行实地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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