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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路径及政策研究
——— 基于上海的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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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 ，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 ，而产业优化选
择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文章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为切入点 ，提
出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基本路径 ，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作为区域样本，分别从政策性金融
层面与市场性金融层面系统性地提出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政策 。该研究将为政府制定
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 ，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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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 。在我国，产业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
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
心支持机制。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金融学术界的重视 。1970 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发展
［1］［2］
理论系统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发现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在金融
［3］
［4］
［5］
［6］
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Greenwood（ 1990） 、King（ 1993b） 、P． Arestis（ 1997） 、Beck（ 2000）
20 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
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7］
的成就。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讨，就我国国内而言，谈儒勇 （ 1999） 运用 1993 － 1998 年的季度数据对两
［8］
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丛林 （ 2002） 、张金瑞
（ 1990） ［9］、庄卫民（ 2003） ［10］等分别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技术进步对
［11］
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支持机理 ，此外，宋泓明（ 2004）
等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 ，为国内
学者展开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 。 对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
讨，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龚仰军
（ 2002） ［12］等主要从宏观视角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并局限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考
察，没有 通 过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的 过 程 划 分，来 深 入 揭 示 金 融 支 持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的 内 在 机 理。 顾 海 峰
（ 2010） ［13］［14］则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划分 ，并构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整体性框架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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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理论认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 ，应包括金融支持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金融支持产业结
构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等过程 。其中： 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
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中间环节与重要保障 ，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才是实现产
［15］
则讨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对策问题 。
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终目标。而顾海峰（ 2010）
本研究认为，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 ，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过程来分析 ，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
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国家进入“十二五 ”时期，随着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
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现背景下，本研究针对“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
金融支持路径及政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以分析产业优化选
择的原则与思路为切入点，提出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基本路径 ，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作为区域样本，
分别从政策性金融层面与市场性金融层面系统性地提出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对策 。本研究将为
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 ，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

二、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
（ 一） 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
1． 比较优势准则。区域比较优势基准的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法以及
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学说。虽然在区域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相对优
势，但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各个方面的相对优势 ，这客观上要求重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
工业部门。区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必须突出产业的地域属性 ，即强调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2． 产业关联准则。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度原则 ，优先考虑那些对较多产业有
带动和促进作用的产业。 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书中，依据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对产业间关联度与工
业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通过供需关系与其
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形成产业链条，产业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效应。 产业关联度越大，该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
（ 二） 产业优化选择的思路
产业选择的思路就是基于产业发展潜力指标 ，来实现从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筛选功能。 其
，
中 发展潜力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
1． 技术进步潜力。20 世纪 50 年代，索罗运用著名的索罗剩余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
于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继索罗之后，罗默、赫尔普曼等又进一步建立了技术进步
20 世纪初只占 5% 左右，
40 － 50
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内生模型。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80 年代以来已经达到 60% － 80% 。 一般主要从科技进步速度、科技劳动者比率、
年代上升到 20% － 40% ，
劳动生产率上升率等指标来衡量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 。本研究选用技术进步速度作为衡量指标 ，其中：
科技进步速度 n = △Y / Y － α ·（ △K / K） － β ·（ △L / L） ，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所
得，△Y / Y 为产业产出的增长率，△K / K 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 / L 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α 、β 分别为资本
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2． 市场增长潜力。本研究选用需求收入弹性，作为衡量产业市场发展潜力的指标。 所谓需求收入弹性
是指某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比 ，反映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对各产业最终需求的
变化，收入弹性大于 1 的产业和产品，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只有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在
未来的发展中才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获得较高的利润。
3． 增长表现。本研究选用产值增长率作为衡量产业增长表现的指标 。 本研究通过给科技进步速度、需
求收入弹性、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社定一定的评价权重系数 ，即可得到任何产业的加权平均值，该数值就反映
了每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过选择加权平均值比较高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就是
本研究设计的产业优化选择的战略性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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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基本路径
产业优化选择机制包括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
机制。无论在何种机制下，金融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
过程，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 。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机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
性选择机制。其中，政策性选择是指在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时 ，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
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 ，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
配置。市场性选择是指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金融资源流向边际收益高的优质产业 。两种产业选择机制并非
是对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产业选择也要通过市场性选择来实现 ，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
置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 ，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
选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政府产业目录的比重大小 ，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源在产业优化选
择过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 。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
的基本路径，以及下面将给出的金融支持对策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
持效率问题。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功能的实现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相互配合 、相互协
调、共同完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 ，一方面，应逐步提升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
的作用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性金融对产业选择的作用机制 ，使我国市场性金融更好地发挥产业选择功能 。另
一方面，也必须重视政策性金融的产业选择作用 ，特别是关注政策性金融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无法
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 。国际上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任何发达国家产
业政策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总存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一旦出现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政
策性金融就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基本路径框架
图，如图 1 所示。从图 1 可以发现，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 ，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
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 。其中： 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 ，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
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 。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
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 ，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
的顺利实现。

图1

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基本路径框架图

四、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产业优化选择的目标在于从处于低附加值状态的一般性产业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因此，必须强化金融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功能 。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应体现政策化扶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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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种政策化原则不仅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方面 ，也要体现在市场性金融方面。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
选择的思路是： 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府间接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 ，来引导金融对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支
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功能 ，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
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效率 。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第一，政府应积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 。比较全国各个城市，上海具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产业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优势，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水平指标值很大 ，但因其
处于发展初期而导致产值较低的发展水平 ，这时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1． 通过本研究提出的产业发展潜力指标评价模型 ，政府从中选取产业发展潜力指标居前的若干产业作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然后重新对选出的若干产业进行反复比较筛选 ，确定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 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各自的政
策性信贷领域参与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 ； 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政府全资或控股
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担保业务 ，通过担保方式来支持上海已确
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
第二，政府应采取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 ，这是通过政
府干预商业性金融活动来实现产业选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标 ，也属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畴。 由于战略
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所表现出的低产值产业发展水平 ，难以满足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资本
的信贷要求，如果信贷利率过低，则损害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利益，如果信贷利率过高，则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
接受高启的融资成本。这时，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 ，通过补偿市场利率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放给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部分 ，来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 。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首先，政府对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城市商
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实行财政补贴或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
支持活动； 其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担保 。
再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信托机构、金融租赁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活动。
第三，政府应通过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 ，来积极引导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活动 ，并利用资
本市场强大的资金支持功能，从而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政府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对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给予营业税、所得
税等税收优惠，并引导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功能 ，通过增发或配股方式来并购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企业股权，一旦并购成功，意味着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 。

五、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 ： 通过市场性金融手段，来引导市场性金融对上海产业选择的支
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功能 ，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换效率。市场性金融支持活动必须基于市场化原则开展金融支持活动 ，这明显不同于
基于政府干预原则的政策性金融 。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第一，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 ，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良好协作机制的构建，
并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 。具体的政策支持组成体系
主要包括：
1． 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 ，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动的开展。 改善上海的金
融生态环境，政府要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发起建立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公布企业的
信用执行状况，为金融信贷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 ，因为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产业 （ 项目 ） 本身，还取
决于信贷主体（ 企业） 的诚信状况。
2． 政府应积极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 ，良好的银企协作机制有利于降低金
融信贷风险的发生。商业银行信贷是基于风险内部化的 ，如果没有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则商业银行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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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风险，根本无法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散功能 ，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担载体往往处于发展初期而无法提
供足够的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 ，商业
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而放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贷款 。于是，由政府推进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组
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 ，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显得尤为重要 。
3． 政府应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 。处于发展初期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呈现低产值发展水平状态 ，难以获得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青睐 ，而这时作为市场性金
融机构的上海城市商业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赁公司、上海财务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 ，在坚持市
场化运作原则下，优先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因
为政府毕竟拥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控股权 ，所以这样的政策性协调、市场化运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完全是可行的 ，也是容易操作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 。此
外，还可为其他非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活动启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导
作用。
第二，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应尽快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
权交易市场，形成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引导机制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可能因无法获得银行
信贷支持而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 ，这时，如果上海具有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则载体企业可以
在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产权的转移 ，使拥有资金实力的新股东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载体 ，从而有助
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 ，实际上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一种直接融资的可行路径 ，上海
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引导机制的形成 ，也是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
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拓展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 。政府应尽快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
工作，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产权市场的参与主体 、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形式、产权市
场的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产权市场的交易规则、产权市场的监管制度等交易监管政策，并提供科学有效
的交易风险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软件、固定的交易场所、专业化运作的工作人员等一系列软硬件设施 。

六、结论与展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的过程应包括产业选择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三大过程，其中，
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 ，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
业比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配置 。 而在实现产业
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整个过程中 ，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 ，
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因此，产业优化选择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
的重要前提，而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 。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
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本研究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 ，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
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 。 其中： 政策性金融支持
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 ，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
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 。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
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 ，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产业优化选择
目标的顺利实现。该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 ，提供重要的理论指
导与决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意义是显而易知的 ，在国家关于培育
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现实背景下 ，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 ，已经成
为国内外金融学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使命 。特别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
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 ，为了更好地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高效性 ，从事这
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研究成果将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
基础，为金融学术界继续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铺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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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inancial Supporting Channels and Policy to
Regional Industry Optimization Selection
———Analysis and Popularization Based on Shanghai Individual Sample
GU Haifeng
（ 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1，China）
Abstract： The main aim of the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is to select the high value － added potential of the strategic new industries from low value － added general industrial samples． The choice of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is to realize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important premise of upgrading target，but it must rely on
the financial support． The article，in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analyzes the industry optimization selection principle and idea as its breakthrough point，puts forward the basic path of finance supporting industry optimization choice，and based on this，selecting Shanghai as the regional sample，separately from the policy financial
level and marketability financial level，systematicly puts forward the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selection． The research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financial fiscal policy，and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decision － making reference with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regional industry； optimization selection； financial sup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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