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经

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

与中央政府经济职能高度一致，地方政府作为中央

政府的代理人，全面参与宏观和微观经济事务。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随着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计

划体制改革的进行，特别是实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

府兼具调控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双重身份得到了确

认，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推动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同时实现了从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为主要目标和主

要内容的第一次转型。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转型

和经济转轨进入中后期，经济发展格局变得更加复

杂，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新一

次转型显得更加的迫切与复杂。本文选择苏州地方政

府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苏州“经济增长的奇迹”和
“强政府”现象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对其进

行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对其他地区地方

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从直接兴办和发展乡镇企业到

主导产权制度改革、从开发区建设到招商引资、从城

市化到城乡一体化，苏州地方政府都起着主导作用。
这一期间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经历了由政企不分

向政企分开的转型，基本上退出私人产品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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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苏州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社会经

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为了应对挑战，苏州地方政

府经济职能开始了新一次的转型。
1. 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直接兴办和发展乡镇企

业

1949 年之后，除了一些特殊年份外，苏州经济都

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社队企业有一定的发展。到

1978 年，全市 6 县（市）社队企业发展至 7508 家，拥

有固定资产 3.35 亿元；职工 40.91 万人，占农村总劳

动力的 17%；工业总产值 9.92 亿元，占农村工农业总

产值的 37.36%[1]。伴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国家推出一系列鼓励社队企业发展的政策，如 1979
年 7 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草案）》，1979 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党中央

1983 年颁布 1 号文件等。苏州地方政府借助政策的

东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 1985 年，苏州乡镇企业

产值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而到 1991
年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2]。

在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苏州地方政府的作

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为企业筹集资金。一

方面把集体积累的人均约 200 元公共基金用于创办

企业[3]，另一方面通过担保或直接向金融机构贷款和

向社会集资，为企业提供大量的信用资金。二是通过

行政手段调拨配置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企业

创办过程中，需要多少劳动力是由行政机构决定的。
作为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最初是免费供给乡镇企

业使用，到 80 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开始有偿使用土

地，但价格低廉，基本上由政府内部决定。三是乡镇

政府和大队集体组织直接领导或经营企业。企业的

经营班子成员由政府直接任命，企业投资项目和经

营决策直接由乡镇政府和大队集体作出决定，企业

的利润由乡镇政府直接分配和使用。四是乡镇政府

作为乡镇企业的总代表开拓区外市场，发展区内生

产资料市场和专业批发市场。乡镇企业无法获得政

策资源，只能依靠计划外的市场获得生存和发展的

空间。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地

位十分弱小，资源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动力无法依赖

市场力量，于是，苏州地方政府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社

会资源，发挥政权力量和政府信用，配置资源，开拓

市场。五是大力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到 90 年代初期，

苏州地区农村的道路水利建设、自来水、电力、邮电、

医疗和教育等发展水平，在全国都处于先进水平。
2. 20 世纪 90 年代：政府主导产权制度改革和开

发区建设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经济体制改革进一

步深入，国家逐步取消了给予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

苏州乡镇企业自身机制和基层体制环境存在的先天

不足，如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产权关系不明晰等带

来的种种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乡镇企业患上“国企

病”。为了摆脱乡镇企业发展的困境，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苏州地方政府发动并主导了乡镇企

业改制。1996 年，苏州市委、市政府从全市抽调大量

机关干部赴全市各乡镇，指导和调研乡镇企业改革

工作，各市（县）、区党委主要领导亲自抓乡镇企业改

革，并抽调人员协助市乡镇企业改革调研小组赴各

企业具体开展工作。到 1997 年底，在全市 1.2 万家

镇、村企业中，通过多种形式改制、转制的占 92%；

2000 年，产权制度改革转制面达 99%；至 2001 年底，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全部结束[4]。与此同时，

苏州地方政府抓住了国家将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

市、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提

出“三外”一起抓的策略，并通过行政手段将发展“三

外”的任务和指标分摊到各地和各部门。特别是国家

决定实施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苏州地方政府抓住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提出“依托上海、接轨浦东、
迎接辐射、发展苏州”的策略，开始园区建设和招商

引资工作，苏州开始进入以大规模引进外资为特征

的城市工业化时期。
这期间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经历了一次比较

成功的转型，即政府主导的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企

业在内的产权改革，实现了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

的转型。通过此次转型，在区域经济活动中，苏州地

方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府在

经济活动中主导作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仍是以经

济建设为主。在市县以下的乡镇经济中，随着乡镇企

业的改制完成，苏州各级政府已基本退出县级以下

私人产品领域的企业经营活动，较少干预农户的生

产经营活动，继而转向乡镇公共设施的建设。乡镇政

府通过贸易（或工业品）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小城

镇的建设，获得了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权，直接参与

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苏州市和所属区县(或市)级城市

经济中，特别是在“经营城市”的思想指导下，苏州地

方政府通过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资金等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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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行政控制和准市场的配置，垄断性地直接投资

和经营公共产品，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了产业

结构的调整。1992 年，苏州地区生产总值为 359.69
亿元，人均 6360 元（按 1992 年人民币汇价 5.51 来计

算，相当于人均 1154 美元）；到 2002 年，苏州国内生

产总值为 20801.38 亿元，人均高达 35733 元（按 2002
年人民币汇价 8.27 来计算，相当于人均 4320 美元）。
从 1992 年至 2002 年，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 的 比 重 从 11.28%下 降 到 4.41%， 第 二 产 业 从

64.16%下降到 58.24%，第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所占

比重从 24.56%上升到 37.36%[5]。苏州制造业结构也

从以纺织轻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以机械、
电子、精细化工等为主的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

业，并承接高新技术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
此外，企业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向工业园

区集中，各类生产要素向中心城镇积聚。
3. 2003 年以来：提供公共产品和规范市场

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经济职能是不一

样的。在工业化启动和初期，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常常

被用来发挥“拐杖”的作用，部分替代市场和企业家，

开拓和发展市场，成为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6]。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政府的第一推动力的效

率会逐步递减，政府应该逐步退出和还原[7]。改革开

放以来，从直接兴办和发展乡镇企业到主导产权制

度改革、从开发区建设到招商引资、从城市化到城乡

一体化、从培育和发展市场机制到规范市场秩序、从
供给公共产品到制定和实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政

策，苏州地方政府都起着主导作用。数据表明，在工

业化启动和初期，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可以迅速

启动工业化，充分利用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

势”、“后发优势”与“落后优势”，加快工业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由政府推动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奠定了

苏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方向和基础。2003 年

左右苏州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格

局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面

临着新一次转型的压力。
一是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据统计，苏

州市 2003 年的耕地面积比 1990 年减少了 22%，实

际可能更高[8]。与流动性很高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不

同，土地资源的短缺很难通过增加供给来实现平衡，

提高土地价格是实现土地供求均衡的唯一途径。但

是，土地价格的上升可能影响资本的流入。为了解决

这一矛盾，政府可能希望通过压低土地价格的方式

以保持既有的引进外资的优势，但压低土地价格会

损害农民的权益，长期下去必然引起农民的不满，引

发社会矛盾。况且，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地方

政府对土地初级市场的垄断将被打破，原有的土地

分配模式很难继续下去，这就意味着苏州地方政府

利用土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路子

是无法持续的。
二是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苏州经济快速发

展也付出了极大的生态代价，特别是生态环境方面，

问题十分严重，大小河流、湖泊受到污染，地下水也

受到了污染，水质性缺水十分严重；耕地面积大量减

少，有些土地重金属污染，已经不适宜粮食生产；化

工等污染企业使空气质量下降，汽车尾气污染带来

的光化学污染也开始逐步显现，已危害到人居环境，

等等[9]。苏州地区的污染主要是工业污染，大量工业

废水排入水域，水域自然净化功能不复存在，正常的

水循环被破坏，“东方威尼斯”可能会陷入水资源短

缺缺的困境。与水相关的水产品和其他农产品被污

染，养殖业作为苏州市的特色农业的前景堪忧。2003
年以来，苏州经济重工业化特征明显，重工业化经济

对苏州来讲，不仅不具有资源优势，而且可能造成更

多的环境污染。随着环境承载能力的降低和公民环

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用“环境换增长”的经济增长方

式难以持续。
三是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未能同步提

高。近年来社会保险制度、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社

会保险工作的范围对象已经由原来的城镇职工扩展

到全体社会成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对象成

倍增长，服务内容已贯穿人的生命全过程。同时，苏

州地方政府通过不断强化社保稽查工作力度，社会

保险基金结余逐年递增，基金收支进入良性循环的

轨道，特别是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连续实现收支平衡。
但是，由于历史的欠账和当前及未来的人口老龄化

问题逐渐加重，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出现缺口是必然

的；由于生育保险缴费比例低，苏州市育龄女职工

（包括外来农民工）比重大，享受生育保险人数多，有

的统筹区的生育保险基金已出现赤字，社会保障水

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未能同步提高，影响了社会经济

的和谐发展。
四是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二元

社会”分割问题[10]。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苏州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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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在缩小，而城市内部户

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二元社会”分割问题却非常

突出。目前全市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比为 1：1，

苏州越来越显现出移民城市的特征。非户籍人口在

居住、子女入学、医疗条件、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社
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

镇户籍人口社会保险覆盖面巩固在 96%以上，但外

来农民工的参保率只有 50%[11]。非户籍人口不能与

城市居民平等地享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

品和服务，不仅会影响苏州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影

响合作、自律、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形成，甚至可能引

发城市内部的社会矛盾，影响苏州社会经济的持续

发展。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和苏州工

业化向中后期的持续推进，土地锐减、环境污染、能
源紧张和社会和谐发展问题等逐渐显现出来，政府

的第一推动力的效率会逐步递减，苏州地方政府经

济职能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全面的转型，即从以经济

建设为主、培育市场、投资主体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

为主、规范市场、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二、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新一次转型的制

约因素

事实上，从 2003 年开始，苏州市财政支出已经

明显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当年苏州市财政支出中

用 于 发 展 开 支 大 约 13.82%， 用 于 公 共 开 支 大 约

61.72%[12]，这也就意味着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已经

开始新一次的转型。然而，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

新一次转型，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因素。
1. 地方政府投资主体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经济职能

是不同的。在工业化初期，主要任务是培育市场，而

在工业化中后期，主要任务是规范市场秩序。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最主要的投资主体。随着乡镇企

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苏州地方政府投资的

范围在缩小，但是，苏州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并没有

明显的减弱，事实上还是“投资热的主力军”[13]。近年

来苏州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赖工业化和城市化双重

拉动的，但动力源是苏州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投

资热潮。地方政府通过掌握土地和资金的配置权，采

用政府部门的行政管制或国有公司垄断经营的方

式，不仅直接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由其所创

造的巨大投资需求直接引导着市场对产业链中上游

领域产品进行高速投资，从而促进了苏州市经济高

速增长。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在追求经济增长速

度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同时，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

力介入市场，产生逆向调控、重复建设等问题，扰乱

了市场秩序。因此，进入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中后

期，地方政府投资主体的地位影响着地方政府经济

职能由培育市场向规范市场的转型。
2. 事业单位的改革还没有到位

政事职能不分、政事权力不分、政事组织不分、
政事管理与运行方式不分，造成政府与市场中介组

织不分，导致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规范干预。因

此，政事不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新一次转

型的瓶颈之一。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苏州市开始

启动事业单位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没

有彻底完成。1999 年，苏州市首先对科研事业单位进

行大胆改革，到 2002 年底，苏州市 18 家非公益性科

研事业单位的国有资本全部退出，转为股份制民营

科研企业。2000 年，苏州市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

业单位进行改革。34 家律师、会计师、审计师、资产评

估事务所陆续与政府部门实行“名称、人员、财务、业
务”四脱钩，转为由自然人投资入股的合伙制企业或

者有限责任公司。到 2003 年 10 月，共有 82 家生产

经营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脱离隶属关系，转企改制，

撤消 36 家长期无人“空挂牌”的事业单位，合并 10
家职能弱化的事业单位，23 家实施事、企分开，将经

营活动分离出来，另冠企业名称并办理企业登记。
2004 年，苏州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推进社会事业

领域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改革的决定》，根据

“分类定性、分别改革、分开管理”的原则，将 324 家

事业单位列入本次改革的对象，其中，91 家定为行政

管理类的事业单位，实施重新确定职能，精简编制的

改革；21 家定为专业服务类的事业单位，采用转企改

制、租售结合、撤消等三种方式进行改革；212 家定为

公益类的事业单位中，有 129 家（主要是中小学校）

参照行政管理类事业单位改革，57 家文化、体育、民
政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实行法人代表任期责任制，6 家

市属医院实行“管办分离”，2 家市政公用事业单位实

行公司化运作，16 家园林和市政管理单位实行管理

与作业分开，另有 2 家被撤消。到 2005 年底，市属事

业单位还有 334 个[14]。政事不分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政府利用事业单位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不规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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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依然存在。
3.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

分发挥

苏州地区商品市场发达，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

的多个层次的商品交易市场，商品流通也主要依靠

市场的力量，但是生产要素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这

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

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经

济活动的准入权（审批权）和定价权，政府部门仍然

直接控制着土地和信贷这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

供给，垄断着宏观经济信息的发布。苏州乡镇企业的

改制已全部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也基本完成，但政

府还没有把发展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企业，关系到企

业重大业务事项的审批权以及部分剩余索取权仍在

政府部门。由于中国在土地和金融上的特殊制度安

排，使得苏州地方政府拥有对土地、资金等稀缺资源

拥有行政配置权。苏州市政府于 2001 年 12 月成立

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国有独

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苏州港口发展公司、苏州燃气

集团公司两个全额子公司和苏州天然气管网有限公

司、苏州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等 7 个控股子公司以及

苏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苏州石湖景区开发有限

公司等 4 个参股子公司。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控股公司，不仅垄断了苏州市

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且开发经营一些商业性项目，进

入私人产品生产领域。政府的权力再度膨胀，行政权

力与市场经济制度争夺资源配置权，扭曲资源配置，

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4.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直接委托—代理机制

存在的问题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直接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信息链过长，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控制地区

信息，造成中央政府监管缺位，进而盲目追求政绩。
在同级地方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利

用现行制度安排中的产权界定模糊和预算软约束等

条件，来强化投资行为，追求局部利益或短期政绩，

采取“上有政策，下有政策”的逆向调控措施。改革开

放以来，苏州地方政府以宏观调控和地方利益代表

的双重身份而存在，既要贯彻和执行中央宏观调控

的方针和政策，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又要作为地方

利益代表，制定和实施苏州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政

策，维护区域社会经济运行的公平和秩序，还要以市

场主体的身份，按区域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主导各类

经济活动，支持或直接参与开展区际或国际的竞争

和合作，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苏州地方政府主导

下，苏州经济取得了“增长的奇迹”，但在现行的中

央—地方政府委托—代理机制下，苏州地方政府在

履行经济职能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逆向调控

问题。从 2003 年下半年起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以防止经济增长偏快。2003 年、2004 年、2005 年、
2006 年、2007 年 全 国 经 济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10.0%、
10.1%、10.4%、11.6%和 11.9%，而同期苏州市经济增

长率分别为 18.0%、17.6%、15.3%、15.5%和 16.0%[15]。
5. 民间组织的发展水平不能有效承接政府转移

出来的职能

随着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的改制，一些公共事

务被剥离出来，一些由政府承担起来，还有一些需要

民间组织承接。但是，苏州民间组织的发展水平缺乏

应有的承接能力。苏州曾经有很完善的乡绅自治传

统，苏州商会曾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会组织之一。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苏州民间组织没有生存的空间。改

革开放 30 年来，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体制转轨的

深入，苏州地方政府为社会组织释放了一定的成长

空间，民间组织在数量、种类、自主性等方面都有较

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受制于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
法律保障的脆弱甚至缺失、政策扶持的欠缺、公民意

识的淡薄等因素，苏州社团、行业协会、商会等民间

组织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数量偏少，规模偏

小，远不能满足居民、企业、行业等表达利益诉求、加
强自律管理、提供集体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等多方面

的需求；二是结构不合理，维权类、公益类民间组织

发展缓慢，所占比例偏低，不利于社会“中介”利益表

达功能和自律管理功能的充分发挥；三是所有社会

团体经清理整顿，名义上已与党政机关脱钩，但仍有

部分社会团体与原挂靠的党政机关藕断丝连，“明脱

暗不脱”，行政化现象依然存在，自我发展、自律管理

能力不强；四是准入门槛高，政策扶持力度不强，发

展环境不宽松，严重制约民间组织的发展，在一些无

主管部门管理领域，申请建立民间组织往往因合法

性依据不足而被拒之门外；五是自身建设不到位，制

度不健全、业务活动不完善以及缺乏一支职业化的

专业人员队伍，发展后劲不足，有些已陷入生存危

机。这些年来，苏州市关于企业劳资纠纷、企事业单

位改制、城市拆迁改造、农村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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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等群众上访时有发生，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苏州

市民间组织发展不足的问题。民间组织发展存在的

上述问题，不仅造成了社会自律管理的“中介”断层，

而且造成从企事业单位转移出来的公共事务由于缺

乏相应的组织承接，政府又重新揽到了身上，这就直

接或间接地延缓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进程。

三、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实现成功转型的路径

和策略

正如上文所述，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新一次

的转型，面临着多重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制约因素不

仅涉及地方政府自身，还涉及政府间的关系，涉及政

府与各种非营利组织、企业、市场的关系。因此，必须

把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放到当前的体制环境以

及与其自身相关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理顺政府与政

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地

方政府经济职能新一次的转型才会有广阔的视野和

多样性的选择，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1.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弥补市场失灵

无论政府还是市场，都不是一种完善的制度安

排，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就决定了政府与市场具

有合作的必要性，互相弥补对方的缺陷，共同管理经

济生活。在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由部分替代市场转为

规范市场、由“准市场主体”转为为市场作用充分发

挥创造良好环境的转型中，地方政府应该从投资主

体的地位中摆脱出来，把经济活动的准入权 （审批

权）和定价权以及土地、资金等稀缺资源的配置权交

给市场，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地方政府

主要通过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弥补市场

失灵。具体来说，一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在全国范

围内兴办的铁路、水利、科技、教育等公共工程，给予

配合，提供有关条件，如征地、征用工人等。二是地方

政府制定和实施地方公共政策，有效地供给公共产

品和服务，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城乡均等化。三是

地方政府要促进土地市场规范发展，建立多样化的

融资渠道，打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状态，推进商品

交易所、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人才交

流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

的发展，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四是地方政府

要加强地方政府规制建设，放松计划经济体制遗留

下来的大量行政管制，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规制政策和制度，以优化市场环境，规范

市场秩序。
2. 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促进市场主体发展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十分

明晰的，企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载体和来源，而

政府的职能是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经济

职能在基本实现由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型后，

不再继续直接参与和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政府

与企业的关系得到了明晰，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地方政府为

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一是地方政府应该取

消大部分审批权，把发展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企业。二

是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地方发展战略和规划，引导企

业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区域的合理布局。三是地

方政府为企业发展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企业发展

所需要信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公共平台、
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活动所需要的服务等。四是地方

政府帮助企业应对国际市场风险，包括地方政府引

导各种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
主要商品进出口数量与价格的监测及预警，甚至在

行政许可的条件下直接分担区域内企业的风险。
3. 理顺政府与政府关系，重塑府际关系

目前中国纵向政府间直接委托-代理关系，实质

上是政治上集权与经济上分权的相结合的制度安

排。这种制度环境既创造了中国 30 年的经济增长奇

迹，也使得宏观调控政策难以落实到位，并带来地方

政府之间过度竞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职能错

位、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的缺位以及

在与市场、企业、社会关系上的越位等问题。要从根

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进一步调整和规范府际关

系。首先，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实行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级管理，合理划分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其次，在事权确定的前提

下，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

配的公共财政体制。再次，明确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

的委托-代理关系，重塑各级人大的委托人角色，以

加强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的同级监督，提高地方人

大在地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实际地位。最后，建

立规范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模式，以规范市场竞争秩

序，提高辖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
4. 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促进非营利性组织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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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作

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超越了人类任何理性的建

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市场

在配置资源时，会出现“市场失灵”，政府作为一种机

制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而政府在配置资源时，也会

出现低效率、腐败等“政府失灵”。因此，在一些经济

活动中可能出现“双失灵”。如果非营利性组织能够

发挥自组织的功能，则可能克服政府和市场的“双失

灵”。事实上，在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发展比较发达的

国家，各种非营利性组织不仅能够为社会成员直接

供给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且可以在政府组织供

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一

个社会资本丰裕完善、资源配置合理的社会，合作会

变得更加容易，通过合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社

会福利。因此，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在转型过程

中，必须理顺政社关系，推进事业单位的进一步改

革，推动民间组织的自我发展，培养民众信任、规范、
合作、互利、自律等公共精神以及权利、参与等公民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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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Zuzhou

Zhang Jianying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 is a common subject all the coun－

tries are facing in modernization and market economy. Owing to different resources and culture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areas, not only do government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ways of their economic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The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Suzhou, which, by analyzing the function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Suzhou has perform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70s, investig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
tion, explores both the necessity and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f a new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in Suzhou, and accordingly provides ways and strategies of successful economic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for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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