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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二 五 ” 时 期 ， 我 国 加 强 统 筹 规 划 战 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制定出台了相关规划和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上取得了较好成效，为

“十三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奠定了良

好基础。2014年，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总规模达

1.88万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35%，5年年

均增长约20%，约为同期GDP比重增速的2倍。实践

证明，通过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规划和政策，对

于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必要的，也是符合当

前我国国情的。

一、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既符合一般产业的共性规律，

也具备新兴产业的个性特征，更拥有其自身的特

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动态性、全局性、

长远性、风险性等特征会影响着其规划问题，对于

规划方法选择、发展重点遴选、发展目标制定、配

套政策支持等有着特殊要求。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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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和全局性，就需要国家或地区从战略层面给

予全局考虑，而不仅仅只考虑产业发展规划问题；

动态性就需要在制定规划过程中考虑发展重点、发

展目标和支持手段的动态调整等；长远性和风险性

就需要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不能仅仅注重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近期“显绩”，而也应当注重远期发展的

“潜绩”，同时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要加强转变职

能，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让企业主体参与市场竞争

等。

“十二五”以来，我国各地高度重视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仅就规划本身而言，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发展方向上，存在区域趋

同、重复布局、重点不突出等问题。由于没有长期

的发展思路和统筹安排，各地投资盲目、产能严重

过剩，据有关资料统计，2008～2011三年间中国光

伏企业数量增长近5倍。在发展目标上，存在需求导

向、区域攀比等问题，一些地方在制定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目标时，一方面结合了当地企业未来发展

规划和计划，另一方面还考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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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经济总量的比重以及与有关地区的总量比较，

以此来综合制定发展目标。在政策制定方面，为加

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些地方政府部门

对特定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在税收、人

才、土地、等方面实施了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产业发展。但从企业调研所反映的政策需求来

看，大部分企业更多的是需要政府给予营造良好的

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政策体系，避免政策有失公平，

防止政策碎片化。

二、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实践

（一）以市场发展需求来明确规划主要内容

深圳在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过程中，综合

运用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趋势判断法、数学

模型法等各种方法，逐步积累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地

方特色的规划范式和思路。从规划理念来看，由于

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是各类产业经济活

动的最终承载主体，产业发展水平实质是企业发展

能力的集合体现，因此深圳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

划，始终将调研企业、分析企业、培育企业、发展

企业等贯彻规划全过程，突出企业市场主体地位。

从规划内容和架构来看，深圳编制出台了生物、互

联网、新能源、文化创意、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政策，基

本包含发展基础与形势、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主

要任务、重大工程、保障措施五方面内容。此外深

圳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表现形式丰富，使重点领域

的发展目标、重大工程和政策需求等内容更加突出

和清晰。

（二）以市场发展方向为重点明确发展导向

深圳在编制相关专业规划过程中，深入开展企

业调研，从企业所在行业情况和优势特色，全面了

解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和优势，以此来选择具

体的产业及其细分行业。一是始终坚持发展基础和

比较优势，选择了具有比较优势和深圳特色的六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在相关产业细分领域，结合

国内外相关研究、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选择了具

有良好发展基础并符合深圳发展方向的细分领域，

给予重点扶持；三是在产业界定方面，更加侧重对

未来一定时期内产业发展重点的论证，更加注重产

业发展重点的开放性，并根据产业发展动态进行适

时调整。

以互联网产业规划为例，深圳依据咨询报告、

企业、行业协会和相关专家意见，结合互联网产业

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部分细分行业进行归类合并和

调整。提出重点发展互联网基础服务业和互联网应

用服务业。其中，互联网基础服务包括接入服务、

域名注册服务（DNS）、设备托管服务（IDC）和网

络加速服务（CDN）等；互联应用服务包括电子商

务、网络娱乐、网络内容、网络通讯、信息检索、

数据挖掘和其他新兴互联网应用服务。以新材料产

业为例，根据国家有关分类体系，深入分析各省市

新材料产业发展重点领域，结合深圳市新材料产业

实际，充分征求业内专家、企业、科研院所及行业

协会等意见，提出了支撑领域、优势领域、新兴领

域三大重点领域。

（三）以整合企业计划为核心制定发展目标

深圳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既考虑了

总体目标和分项目标，又考虑了产业特色目标；既

制定了近期目标，又提出了远期定位；既运用自身

产业基础加以推算，又结合了外围发展环境加以佐

证，尽可能客观制定发展目标。从近几年深圳实施

情况来看，各项规划目标总体进展良好，个别指标

还需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以互联网产业规划为例，深圳主要对典型企

业、龙头企业、知名企业、行业协会进行调查，并

对有关协会、企业调查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

得出产业基础数据。关于产业增速及目标的测算，

主要是根据重点企业抽样调查测算数据，并参照全

国互联网市场规模发展速度的预测，以及有关专

家、企业和协会的预测，提出了深圳互联网产业发

展速度和目标。以生物产业为例，深圳结合生物领

域发展情况，在创新药物、生物医疗设备等细分领

域提出了具体目标，并提出在生物医疗、生物医

药、生物农业、生物环保等方面，成为以生物医疗

设备为突出特色、世界重要的生物医疗产业集聚

区；世界领先的基因治疗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亚洲最大的疫苗生产中心、中国领先的创新药物研

发与产业化和药品制剂出口基地；中国领先的转基

因农作物、绿色农用生物制品创新与产业化基地、

南中国海地区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基地；中

国领先的水处理、生态修复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基地

等特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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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弥补市场不足为导向制定配套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

括专项资金、自主创新、人才政策、融资政策、重

大项目、税收政策、土地政策、政府采购、营造环

境等方方面面内容。深圳在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

划过程中，重点把握了以下几个原则：一是突出企

业主体地位，以服务企业、促进产业发展为核心；

二是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根据深圳相关细分

行业比较优势，围绕产业培育和发展制订有关政策

措施；三是从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着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策

引导作用，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研究制订政策；四

是注重与现有政策衔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系统

性；五是从需求侧出发，加快推进相关应用示范，

着力培育市场需求，带动产业发展。近年来，通过

规划和政策的实施，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保

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和规划建议

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规划过程中，无论是发展方向及重点，还是发展目

标及政策等都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同时以“负

面清单”思路厘清政府不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

以此达到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的平衡。在总结深圳

“亲市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编制经验的基础

上，我们对国家“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

规划提出四点建议：注重因地制宜，加强规划统

筹；注重远近结合，灵活确定目标；弱化政府扶

持，完整政策体系；强化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环

境。

（一）注重因地制宜，加强规划统筹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关键时期，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

综合国际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国家应加强统筹部

署，树立“亲市场”规划理念，结合新形势，从国

家发展战略出发，制定“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

规划，加强对地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息引导

和宏观指导，明确不同区域总体功能定位和重点发

展方向。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开放创新，结合国家

规划，从各地实际情况，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

行业，制定出台发展规划，引导产业发展。与此同

时，在规划和政策实施过程中，注重研究新情况、

新趋势、新问题，针对产业新变化，适时调整发展

重点和政策内容，以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的要求。

（二）注重远近结合，灵活确定目标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长期

工作任务，必须坚持提升国民经济长远竞争力与支

撑当前发展相结合。要着眼长远，把握科技和产业

发展新方向，对重大前沿性领域及早部署，积极培

育先导产业。同时，要立足当前，推进对缓解经济

社会发展瓶颈制约具有重大作用的相关产业加快发

展，推动高技术产业健康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形成支柱产业。

要结合空间时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

求，着力发展市场潜力大、产业基础好、带动作用

强的行业，提升城市乃至国家经济长远竞争力，促

进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客观实际情况，

制定近期发展目标和远期发展定位。在制定具体定

量目标时，建议将预测周期定为2～3年，尽可能使

发展目标与实际情况接近；在制定远期发展定位

时，建议将预测周期定为5年；在确定宏观战略时，

一般可将预测周期定为10～20年。此外，在针对不

同细分行业制定专项发展规划时，可根据不同细分

产业的本质和特征，制定能够反映产业特色的发展

目标。

（三）弱化政府扶持，完整政策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对

于不同产业、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阶段，总

体上要区别对待，弱化直接财政扶持。加强“需求

侧”政策创新，注重“供给侧”政策配套，形成完

善的产业政策体系。对于市场主体先行开展关键核

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等具有一定外部性的经济活

动行为，给予适当财政资金扶持。对于完善标准体

系和市场准入制度、加强人才保障、重大产业创新

发展、建设产业创新支撑体系、重大科技成果产业

化和产业集聚发展等，建议政府尽可能采取非财政

资金补助方式，更多地通过创造市场需求、给予配

套便利等间接引导型政策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建

议各地要因地制宜，从全局系统角度出发，制定涵

盖财税、金融、人才、土地、创新、市场、示范、

改革等全方位系统支持政策，对于不同领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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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给予分类扶持。

（四）强化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环境

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的强化必然导致竞争政

策的弱化，这对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是非常不

利的，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产业政

策的效率会越来越低，负面影响将会随之增大，政

府直接扶持政策的内在缺陷在某些领域和环节会逐

步显露，这就要求政府扶持产业发展的重点要转向

竞争性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首先要强化市场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营

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

性。其次要加强政府引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培育市场，规范市场秩序，为各类企业健康发展

创造公平、良好的环境，针对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和瓶颈制约，有效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政策激励

和组织协调作用。再次要优化政府政策执行方式，

建立公平透明的财政资金扶持管理办法，确保政策

落到实处，改变社会上所谓的“分项目、分资金”

传统方式。最后要加强规划政策执行的监管和绩效

评估，鼓励社会参与，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Z].2010-10-10.

[2]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的通知[Z].2012-7-9.

[3]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生物产业

振兴发展规划（2009-2015年）的通知[Z].2009-9-16.

[4]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互联网产

业振兴发展规划（2009-2015年）的通知[Z].2009-12-28.

[5]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Z].2011-12-

29.

[6] 李若馨,陈静.目标增速倍超GDP各地新兴产业投资“抢

跑”[N].中国证券报,2011-2-15.

[7] 骆祖春,范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J].科技管理研究,2011,7:35-38.

[8] 赵西君,吴殿廷,何燕,宋金平. 基于集群理论的产业规划模

式探析[J].世界地理研究,2011,16(3):59-64.

[9] 杜莉,原毅军.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的几个基本问题探讨[J].科

技和产业,2007,9(7):1-5,68.

[10] 曾淑婉.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区域产业规划研究[D].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2013-5.

On a Pro-Market Formulation of Strategic New Industries Planning  

Wang Yunxing, Ruan Meng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Guangdong Shenzhen 518029）
Abstract: As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Planning Practice, conclude four aspects as follows: Response to market 

demand, cater to the market direction, integrate the target market and remedy market mechanism flaw. Which summed up the Shenzhen experiences: 

To adhere market-oriented, to highlight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market, to investigate, analysis, incubate and develop enterprise carried 

through to the en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13rd five-year plan" national and local guideline should be prepare to allow the introduction of more market 

can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guiding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planning and policy.

Keywords: integrate the market, practice guideline,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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