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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作用”/“基础性地位”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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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中央《关于深入

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首次提出，
“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
基础性地位”。 

 

 市场配置资源——落实
《反垄断法》，起“决
定性作用”。 

 发挥政府作用——竞争
政策为首选，处“基础
性地位”。 

 《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指与
国际上的“不正当竞争”相
差较远。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针对
的是“行政垄断”。竞争政
策与产业政策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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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责——（1）减少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 

                      （2）消除进退障碍，而不是制造； 
                      （3）纠正绩效偏差，而不是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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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用——总量效应/结构效应 4 



误区1：忽略企业与产业的区别 5 



误区2：不明企业边界的模糊性（大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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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企业之间
的中间组织 

不同于： 

• 企业—市场之
间（平台）； 

• 企业—政府之
间（NPO）； 

• 市场—政府之
间（NGO）； 

 



误区3：忘记“产业=市场”的公理 

 产业供求曲线=市场供求曲线，才有市场均衡价格。这是经
济学的基础ABC。 

 陷入误区的中国“工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学科基本
假定有误区，是经济学体系的“重灾户”，很多人说外行话
的原因就在于此。 

 政治经济学的“产业间生产资料自由转移”，主流经济学的
“产业间企业无障碍进退”是同意语，也是产业结构合理的
基本条件。 

 产业=市场的“公理”也是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关系的
“金钥匙”，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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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市场”举例 

类型 举例 特征 

一对多 
一个产业 
无数市场 

无数区域性市场，房地产属于“不动产”。房地产业还应区分“房产”和“地产”
两个市场。垄断的是土地，不是房产。“纵向限制”，反垄断机构介入不够。 

一对三 

一个产业 
三个市场 

电力产业由发电、输（配）电和售电市场组成，考虑区域因素后，还会分出更多
细分市场。发电和售电市场的竞争性较强，而输（配）电环节涉嫌垄断较多 

一个产业 
三个市场 

数字音乐产业是由数字作品、数字制品和数字网传三个市场组成。版权的知识价
值依次减少，数字品（Digital Goods）“边际成本为零”特征越发明显。竞争政
策关注重点：上游环节的版权保护，重在“保”；下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重在“反”。涉及知识产权的市场，应该“保反兼顾”。“知网”！ 

二对一 

两个产业 
一个市场 

网约车服务由“网约”和“运送”两个产业完成。Car-hailing，Taxi，Car-rental。
有关政策偏离方向，反垄断机构关注重点一是“网约”中的“算法”，二是城市
政府“画地为牢”的行政垄断。 

两个产业 
一个市场 

500-1000公里内面临航空高度替代性竞争。“高铁和航空两个产业，一个市场”。
甚至可以设想，即使高铁公司有不受政府规制的定价权，也不一定能获取正常利
润。因为面临高速公路和航空业的竞争时，乘客会“用脚投票”，选择替代高铁
的出行方式。基本结论是，竞争政策对高铁产业是适用的，航空市场的竞争更是
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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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4：混淆“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 

 产业结构——产业间比例构成。特指某个国家或区域内的产

业构成。细化时对应“产品结构”。产业内指的是市场结构
或产业组织！ 

 市场结构——市场内企业份额构成，或市场支配地位构成
（SCP框架中的S）。前提是“同一市场内”。广义的市场结

构包括供给双方（如买方垄断），复杂的市场结构如“双边
市场”（平台企业）。 

 产业组织——产业内企业间关系（狭义），广义的产业组织

泛指企业间关系（多样化经营、跨国公司），对应的是市场
结构。 

 切记：简单地根据产业统计数据，直接用数学公式（如CRn或
HHI），不一定是市场结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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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5：忽视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假定 
——“产业=市场”的典型 

1. 同质性假定：每个产品部门只生产一种同质产品，不同产品部
门的产品之间不能相互替代。生产+消费都如此。 

2. 比例性假定：产品部门消耗的各种投入量和该部门的总产出成
正比例。规模收益不变。 

3. 价格不变假定：不同时期的投人产出表比较时，须按基期固定
价格进行计量加总。此价格只是同度量系数，如标准煤。 

4. 直接消耗系数aij不变假定：生产过程中投入比例固定不变，不

能优化调整。 

 总之，只有产业，没有市场：（1）产品差异化，替代随时发
生；（2）规模收益总在变；（3）相对价格总在变；（4）投
入比例总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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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6：何为“产业结构优化”？ 
 

 “优化”要件：目标函数、约束条件、
是否有解、解是否唯一等。目标函数是
否多元？GDP/GNP？ 

 “优化”（次优）的局部性、短期性、
多变性。产业结构（企业、区域、国家）
没有固定不变、相互一致的优化标准。 

 “各产业边际投入产出率相等”？产业
结构优化的一般条件是产业间（资本）
利润率平均化？ 

 无价格扭曲、无进退障碍、无信息不对
称。竞争失序情况下，更无从评价结构
调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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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7：产业结构有无“合理标准”？ 

 地区标准？ 

 国家标准？ 

 国际标准？ 

 历史标准？ 

 

 

1. 筱原三代平“两基准”理
论 

2. “配第-克拉克定律” 

3. “库兹涅茨法则”和“经
济服务化”规律： 

4. “罗斯托基准” 

5. “四小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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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B%E6%8B%89%E5%85%8B/27987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3%E5%85%B9%E6%B6%85%E8%8C%A8%E6%B3%95%E5%88%99/16894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6%9C%8D%E5%8A%A1%E5%8C%96/39242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6%9C%8D%E5%8A%A1%E5%8C%96/39242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6%96%AF%E6%89%98%E5%9F%BA%E5%87%86/12748911


误区8：不知“产业利润率与竞争程度成反比” 

 
 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竞争程度高，但退出障碍（Barriers to Exit）大的产

业利润率低；而竞争程度弱，但进入障碍（Barriers to Entry）高的产业利

润率高。所以评价产业绩效必须同时考虑“竞争程度”和“进退障碍”两个
因素。 

 

“产业利润率与竞争程度成反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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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产业：竞争程度高，退出障碍大 → 产业利润率低！ 

B产业：竞争程度弱，进入障碍高 → 产业利润率高！ 

为何忽略A产业的进入障碍，B产业的退出障碍？伪问题！ 
见“进退无障碍市场理论”（Contestable Market Theory） 



误区9：盲目反对“产业空心化” 

 用“微笑曲线”解释“产
业空心化”？重视实体经
济，加强制造业的正确涵
义是什么？ 

 日本获诺奖多在科技领域，
微笑曲线“有前有后”才
笑得起来。这是经验，不
是教训！ 

 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也
是同样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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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曲线： 
一个产业链/三个市场 



误区10：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转换 

 八田达夫 ：《经济增长战略中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比
较》2016年第6辑。认为促使日本经济成功的是竞争政策而非产
业政策。 

 阿吉翁、蔡婧等：《产业政策和竞争》，《比较》2016年第1辑。

获孙冶方经济学奖。用中国的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产业政策对效率
的影响。政策工具包括优惠利率、企业补助、关税保护、税收优
惠。结果发现产业政策对效率起促进作用要有两个条件： 

条件1——产业内所有企业普惠（竞争政策中立） 

条件2——产业间扶持竞争激烈产业（强调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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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产业政策，已经转变成竞争政策。 

“产业=市场” 



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与“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相随的是“竞争政策处基
础性地位”，这一条说的比较少，落实的也不够。 

 财政政策——分普遍性和区别性财政政策，对应第1定律和
第2定律。总起来，财政政策对结构影响较大，第2定律效应
明显。 

 货币政策——分普遍性和区别性（总量、信贷），对应第1

定律和第2定律。总量政策（宽紧）主要影响是“货币幻觉”
（money illusion），即通货膨胀（或紧缩）效应，对结构影

响有限，第1定律效应明显。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审查其他政策！

说的少，做的差？重点对应第2定律，与产业政策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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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结论 

1.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是
个统一的整体。 

2. “产业=市场”是产业经济学的公理。“产业≠市场”
是经济现实。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和参照系。 

3. 产业经济学第2定律是理解产业结构是否优化（合理）
和进行产业绩效评价的“金钥匙”。 

4.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存在“此消彼长”趋势，相生相克！ 

5. 社会（包括专家）对产业经济学误解过多，许多言论似
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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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案例——“结构与效率之谜” 



中国GDP与增长速度（2014-2018） 19 



20 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50% 



“结构与效率之谜” 

 “结构与效率之谜1”：以2012年为界，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结构出

现了重大变化，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有人认为，
虽然长期看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但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比重过高意味着“脱实向虚”，
会失去国际竞争力。而且按不变价衡量，主要由制造业构成的第二产
业效率高，但价格低，因此增加值也低，不能反映制造业的真实贡献。 

 “结构与效率之谜2”：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缓是长期趋势，原因

除失去“人口红利”之外，也有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是好事，
但因第三产业效率低，不足以带动和支撑经济高速增长。 

 共同点：都认为第二产业生产率高，而第三产业生产率低。不同点：
第一种说法隐含之意是政府需要加强制造业发展，“脱虚向实”；第
二种说法则主张经济增长变缓趋势难以扭转，政府不应强行干预。 

 （1）“制造业效率高利润率低”；（2）“服务业效率低利润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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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台词” 

 

 虚实——2015年第三产业超半是坏事，不是好事，虚而不实；

第二产业是实体经济，实而不虚；第二产业技术进步速度快于

第三产业，国家竞争力要依靠第二产业。 

 假象——2012年至2016年，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价格呈下

降趋势，而以不变价计算的生产效率不仅未降，而是上升的。

生产效率高更应该加快发展。 

 政策——第二产业“利润率低”主要是价格因素。政策上应该

正确对待“效率高但不赚钱”现象，让效率高的更赚钱。 

 实践——特朗普就强调“制造业后归美国”，而且阻止“中国

制造2025”，也是证明。见“微笑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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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为界，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 比
重出现重大变化！
同时第二产业平减
指数下降。 

 2016年为界，第二
产业平减指数由负
变正！第三产业相
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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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为界，
第二产业由负
变正！ 

 假如2012至2016，
第二产业实际
效率高，第三
产业主要是价
格因素，那么
2016年之后呢？ 

 2016年后比例
继续下降说明
问题更严重？ 



Q1：不变价趋势与现价产业结构的矛盾 

 GDP总量增长/结构变化：具有不同规律性 

 通货膨胀率或GDP平减指数反映整体趋势，消除价格因素道理似乎

简单 

 第二产业平减指数（PPI），第三产业平减指数（CPI）与结构变化
交织一起，需要慎重——实物量+价格因素 

 工业化过程中，第二产业技术进步速度快（有机构成高），第三产

业技术进步速度相对慢。不变价计算更是如此。但与现价计算的结

构调整方向（配置资源）相矛盾！ 

 如果按不变价（标准煤）生产效率标准调整产业结构： 

1. 加大产能过剩？表面上生产率高，但与市场需求更加脱节？ 

2. 造成结构（价格体系、产业结构）进一步扭曲？ 

3. 结果是长线越长，短线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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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服务业生产率是高是低？ 26 

1. 衡量生产率是用资本利润

率还是劳动生产率？人类
的长远目标？ 

2. 服务业注定低效率吗（明
星、保姆）？ 

3. 老龄社会服务业价格更有

上升趋势，还能用不变价
格计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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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问题 

——“产业=市场”（区域=市场）的公理 

 
1. 无竞争无价格，慎用不变价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因为市

场信号失灵！不变价测量实物量变化趋势是可以的。 

2. 按“不变价生产率”产业标准，会造成更多产能过剩，
加大结构扭曲？ 

3. 不按“现价利润率”市场效率准则，怎能实现资源优化
配置？还是市场经济吗？ 

4. 如果产业结构无优化标准，能靠产业政策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国家、地区）吗？ 

5. 兰格与哈耶克的争论。互联网与计划经济。新问题？ 

6. “结构与效率”——新的SCP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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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问题 

 不能简单判断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间的“产业结构”关系。 

 利润率高低与相对价格关系较大，这取决于产业内“市场结
构”和产业经济学第2定律。否则难以判断！ 

 许多现实问题还认识不清，如： 

1. “房地产业”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 

2. “第三产业”（服务业）都属于“虚拟经济”吗？ 

3. 统计数字是按“产品法”还是“企业法”统计出来的？ 

4. 统计数据的行业属性与市场属性（实物量与价值量）矛盾？ 

5. “价值规律”成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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