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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胬的研究方向和框架总体足积极的,俚要深化。发挥行业协会的作

用,前景广l涠 ,但出路在于改革创新。首先,行业协会的定位、定贲要明

确,否则如象墩近倍受质疑的某些祉会中介或慈善机构¨样,即使政府与

祉会帮助发展了,亦会影晌形象与发戚,这方面大键是要完苷法规,政
府、行业协会、企业、公民都要依法守信活动,享受权利并承担法律贲

任:笫 11,行业协会的重点是为协会内部的企业服务,这是协会键康发展

的根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承载行业协会之舟的水是会员,缺乏会员
的认可、认同和凝聚力,彳亍业协会行之难远:笫王,行业协会的运作要创

新机制◇要摆脱
“
=政府

”、 “
政府部门的附屑物

”,形成白主运作、依

法服务的机制。组织架构、民主抉策、日常运仵、内部揽管、白我纠错机

制、领导班子等建设都要逐步完善起来;笫四,政府的培育与艾持。政府

的培育与艾持机制也要创新,要对那些符合上述要求的行业协会进行公共

服务的外包,不可良莠不辨,一概艾持,以至引发影晌政府公信力事件的

发生。上述意见供参考,晟商榷之言,请指亚。

拟丿J、志 见

请送孟刚副秘书长 ,省经佑委、省科技厅、省科协,省公共政策研究

院,省I经所 ,本厅信息处。

杜华红⒛Ⅱ年 10月 26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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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廷蹦 噌啷翱’/∫ {∶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    二○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浙江太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

尊敬的毛光烈副省长 :

从我省产业升级的现状来看,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比例和第三

产业的L匕 重都还没有达到产业升级的一般标准,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

面:}台 蓍资金缺乏、创新能力不强、环保意识偏低等问题,而政府则面谌罾

优化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建立创新激励和保护机制、营造升级的制度环

境等重大任务。因此在产业升级中亟需发挥行业协会这一产业中间纽织的

独特优势,使之既能够有效地激发企业的升级动力,组织和协调企业的集

体行动,帮 助企业克服困难,又能够作为行业代表向敢府提供行业精准数

据,提出产业升级的建议,协助政府落实相关政策。浙江省衙业协会镉产
r

`业升级中的做法,为 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启示。舳

结栗汇报如下)请您阅示`f 

 ̄ ’       ′



关于进⋯步发辉行业协会作用9推进产业升级的建议

郁建兴 汪华 沈永东 等

改萆开放三十多年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行业协会是浙江经济

戚长的重要因素。在温州、宁波、义乌和杭州等地,行业协会在沟通企

业和政府、行业自律、行业标准设立、开拓国内外市场、品牌建设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行业协会同样发挥蓍重要作

用。这包括:协助政府制定产业升级规划,指导行业企业落实产业政策;

搭建行业公共科技与服务平台,为产业升级尤其是中小企业升级提供技

术和市场丈撑;组织技术、信息和人才培训,为产业升级提供人才基础;

发挥行业自律规范作用,维护行业健康成长;整合和优化行业资源配置,

发挥产业集聚作用,推动产业整体升级;通过
“
引进来,走出去

”
战略,

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拓展产品营销渠遭,提升产业影响力等等◇

但是,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首先,政

府与行业协会的职能边界比较模糊,协会难以摆脱
“二政府

”
的角色 ;

英次,部分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参与产业升级所需要的人

力物力和内部利益的平衡机制;再次,行业协会参与产业升级的机制不完

善,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和财政资金的保障;第 四冫某些政府部门和官

员出于部门利益,不支持葚至抑制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作用的发挥。

我省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表明,发挥行业

协会作用推进产业升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紧迪的。为此需要:

一、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推进产业升级中的独特优势,

向行业协会转移技术性服务职能。



产业升级需要企业在诸多方面的联合行动,如制订行业发展规划、搭

建行业技术发展平台、构建行业品牌、牵头企业整舍并购等。在开展这些

工作时,行业协会与政府相比具有更太酌倌息、组织和协调优势◇因此,

政府应将目前曲政府承担,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职能向行业协会转移。在

实践中,政府若干职能的转移,如人才培训教育及职称推荐评审等已取得

了良好效果,受 到众多行业协会和会员企业的好评,但也有一些已规划的

职能转移并未落到实处。

当前,政府应系统地规划适宜向行业协会转移或授权的职能,在试点

基础上分批落实,并及时对职能转移或授权进行缋效评估。这样,政府可

以集中力量,更好地履行政府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职能。

根据职能履行产生的公共性程度,可 以明确政府与行业协会的职能边

界及职能履行成本的负担方式。对于公共性弱的职能,履行戚本应该曲行

业协会自筹;对于公共性较强的职能,履行戚本应该由政府承担;对于公

共性中等的职能,履行成本应该由政府与行业协会共同承担。行业协会的

九顼关键职能)其公共性程度和戚本承担如下图 1所 示。

序号
管理职能

公共性程度
成本承担者

弱 中 强

l 行业统计、行业调研和运行分析 √ 趺府/协会

2 行业发展规划制定和运行分析 √ 政府/协会

3 人才培训和继续教育 / 协会

4 行业人才培训选拨、推荐职称评审等 √ 政府/协会

5 环保与污染整治、安全生产管理等 √ 政府

缀织展览展销会 √ 协会



7 行业技术标准规范的起萆、制走 V/ 政府/协会

8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 政府

9 行业国际贸易预警 冫 政府/协会

图 1 职能履行的公共性分析

二、加强政府向行业协会购买服务,支持行业协会能力建设。

行业协会可以为会员企业、政府和社会提供各种服务。有些服务的公

共性程度较低,收益面较窄,收益对象也较为明确,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向

收益对象收取费用的方式提供服务。有些服务的公共性程度较高,收益面

较广,很难全部遇过收费的方式提供服务,例 如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的系

统调查数据的收篥和整理工作、区域性行业集体品牌的建设工作、行业发

展规划制订过程中的调研、专家论证、可行性研究等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因此,政府应建立购买行业协会服夯制度,用购买形式支持行业协

会提供公共性程度较高的服务。目前,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的实践较

为有限,政府购买服务占行业协会经费总收入的比例较低。政府购买服务

是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戚部分。行业协会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可以有效地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增 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如果政府是成本承担者,而行业协会在提供服务时有比较优势,政府

就应该购买行业协会服务。具体而言,可分为四类 (如 图 2所示 )∶ 第一、

政府与协会都可以是戚本承担者和服务提供者 (如 1、 2、 4、 7)。 如果该

项职能是政府需要的,并且行业协会提供该项服务更有比较优势,则 需要

购买服务;第二、政府是成本承担者,而玻府与行业协会都可以是服务

提供者 (如 5、 8)。 如果行业协会提供服务具有比较优势,政府应该购买

行业协会服务;第三、政府与协会都是成本承担者,而协会是服务提供



者 (如 9),则 视行业协会的会员覆盖面而定。在行业国际贸易预警和应

对贸易壁垒方面,如果会员覆盖面很高,威本就由行业协会承担;如果会

员覆盖率比较低,政府应该按行业协会会员产值与行业总产值的羞进行补

贴 (补贴=I卜会员产值/行业总产值l筇 总成本λ 第四、行业协会既是成

本承担者又是服务提供者 (如 3、 6),该项职能履行不需要政府购买。如

果政府基于总体战略需要推动该项职能履行雨行业协会又缺乏履行动力

的话,可 以对行业协会进行专项补贴。

图2 职能履行的服务提供者、成本承担者与服务购买

三、强化敢府部门间的协作机制,加太产业升级政策和顼回的执行

力度。

目前,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都比较重视产业升级工作,不少行

业协会通过调研论证制订了产业升级行动方案。许多顼目因涉及土地、规

划、税收等政策,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协作与配合。由于缺乏政府部门

间的有效协作机制,一些产业升级规划项目难以推进、进展缓慢。

5

序号 管理职能 服务提供者 成本承担者

l 行业统计、行业调研和运行分析 政府/协会 政府/协会

行业发展规划制定和运行分析 政府/协会 政府/协会

人才培训和继续教育 协会 协会

彳
饣 行业人才培训选拨、推荐职称评审等 政府/协会 政府/协会

5 环保与污染整治、安全生产管理等 政府/协会 政府

组织展览展销会 协会 协会

7 行业技术标准规范的起萆、制走 政府/协会 政府/协会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政府/协会 政府

行业国际贸易预警 协会 政府/协会



因此,应 强化政府部门间的协作机制,各行业的产业升级行动协调领

导小组应建立有效的工作制度,真正落实政府的行业挟持政策,切 实为产

业升级重点项目的完成提供便利。   (

四、完善行业协会治理结构,提升行业协会治理能力;加强对行业

协会监管,确保行业协会对公共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

从行业协会本身来看,问题主要有二:一是部分行业协会因治理结

构不完善而导致治理能力低下。调查表明,约 70%的行业协会没有内部监

督制度和工作人员激励制度,超过 80%的行业协会都没有监事会和战略规

划小组等机构。有些行业协会虽然制度健全和组织机构齐全,但往往流于

形式或没发挥作用。另一是缺乏监管雨导致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行业

协会作为行业代表,在协助企业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有时能从政府获取一

定的公共资源,如土地使用权等。这些资源往往是政府通过行业协会向整

个行业提供的。但少数行业协会在公共资源分醌上信 l窀、不公开、决策不透

明,利益最后由行业协会负贵人的企业占据。

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监管。使行业协会

健全相关规章制度,真正按规章制度运行;同 时完善组织机构建设,根据

行业发展需要发挥组织机构的作用。对涉及整个行业利益分配的决策要民

主,信 息要公开,使公共资源得以公平合理的分配。完善内部治理和加强

外部监管,将促进行业协会有效地发挥其在推进产业升级中的积极作用。

五、加强行业协会外部制度环境建设,加快出台行业协会立法工作

进程。

基于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过程中遭遇
“
资金不足

”
和

“
权力天花板

”



两阻碍协会作用发挥的问题,浙江省应加快出台促进衍业协会发展的挟

持政策,落实行业协会税收优惠政策。为缓解行业协会发展中的资金困

难,根据国家有关税法和敢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明确落实有关行业协

会的税收优惠,如对行业协会的行业服务收入、会费收入、银行存款利息

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和社会捐赠收入,相应进行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方面

的减免,并为行业协会在享受税收优惠的资格和程序方面提供便利和宽松

的条件。同时,建立财政资金支持机制。政府购买服务的顼目经费应作

为公共财政开支的科目列入年度部门预算。对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行业

协会,进行综合性挟持,按年度进行资金补助;对于其他各类行业协会,

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9按项目进行支持。同时,为保障行业协会

依法开展活动,规范行业协会的组织和行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07)36号 )和

《浙汪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发

〔2006)57号 )等文件,浙江省应该结舍本省实际情况,从行业协会组

织机构与运行机制、行业协会的职能、会员争议处理、政府对行业协会的

管理与挟持等方面详细制定 《澌江省行业协会商会促进条例》,加快出台

浙江省行业协会商会的立法工作的出台与实施。

“
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中行业协会的

作用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
课题组

课题组长: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 江华 (温

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
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

执

行主任 )



课题组戚员:沈永东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搏士生 )、 郑慧 (温州

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 张建民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 何

宾 (温州太学商学院副教授 )、 宋晓清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

任婉梦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 周建华 (温州大学商商学院副

教授 )、 周莹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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