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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述评

“地方发展型政府” 抑或 “地方企业家型政府”？

———对中国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研究述评

张　 汉

【摘要】在中国财政和行政分权的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企关
系与地方发展动力机制密切联系。根据地方政府机关是否直接参与营利性生产
经营活动，可以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划分为“地方发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
家型政府”两类。用单一的政府行为模式不太可能完全概括中国政府行为的所
有面向。一般而言，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普遍具有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的
特点，并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保持。但政府行为也表现出因时因地而
变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
在不同改革时期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特点的显著性、着重点和表现形式的区别。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发展型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模式运作
的成果分配问题。

【关键词】地方发展型国家　 地方企业家型国家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
政企关系　 中央－地方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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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大决策是由中央制定的，但改革
的具体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地方试验性探索及地方间经济竞争的结果。中央
将行政和财政的一些重要权限下放到地方，由地方政府实施发展计划，允许地
方政府支配一定的地方收入，并为地方政府官员提供基于政绩考核的职位升迁
机会，以换取地方对中央权威的认可和政策的执行，这种机制被一些学者称之
为“行政发包制”“政治锦标赛”和“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周黎安，２００８；
彭勃，２００９；周飞舟，２００９）。虽然经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分税制建立为标
志的中央经济权限的集中化，这种地方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特征依然延续至今。
因此，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行为，一直属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中的核
心研究课题。

国家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是推动中央—地方分权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初期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央通过财政包干制度以激励和授权地方政
府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成为政府创新的主体，并且承担起协调社会利益关
系、化解社会矛盾等任务。然而，这一看似分权化的制度设计，其总体目标仍
是加强国家能力和权威，而且整个过程始终在中央的有效控制之中（唐艳文，
２００４）。而１９９４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则极大的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和
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中央政府开始在遏制通货膨胀、提供全国性基础设施、通
过财政转移支付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领域中发挥显著作用。然而，基层政府
特别是乡镇政府的财政能力出现下降甚至恶化的情况，由此也导致部分地区公
共服务水准的下降和社会底层的波动。

国家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与政府—企业关系密切相关，特别是显著影响地方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地方政府根据现行的国家财政和税收体制的安排，选择能
够将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政府行为模式，比如对税收收入主要归属地方政府
的行业，则表现出强烈的发展冲动和明确的支持态度。分税制改革以来，由于
中央政府控制着与工业相关的大部分税收收入，如消费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
税，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农业和第三产业相关的税种如营业税，因此分税制改革
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从工业向第三产业和特色农业转移（罗湘衡，
２００８）。又如，同样都是具有发展取向，地方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理区
域，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或者是直接介入企业运作，或者是通过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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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间接的支持企业发展。比如，分税制改革之前，乡镇政府普遍介入乡镇企
业经营之中，各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军队单位“办经济实体”的现象也屡
见不鲜，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这些现象逐渐绝迹。

本文将从“地方发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府”这两个理想类型出
发，对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政府行为以及地方政企关系
的相关文献进行总体评述和分析，并进而辨析在中国独有的行政和财政分权体
制和动态演变的中央—地方关系中，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历时态变化趋势和地
理、行业分布特点，并进而对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国的发展型政府和企业家
型政府模式的再造提出若干思考。

一、分权背景中的地方政企关系

地方政府和企业是决定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两个主要的制度力量，而政企
关系则构成研究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的视角。这一视
角不局限于对地方政府（如政府组织机构、运作逻辑与绩效、干部选拔及构成
等）或者企业（如企业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企业家成长机制等）本身的
研究，而是在政企互动的动态过程中考察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决策过程、行为模
式选择、党政干部与企业家的互动、及其所形成的地方发展模式的特征和效果。
政企关系研究中所涉及的企业，既有国有和集体企业，也有私营和外资企业。
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运作，实际上是政府及准政权组织（如村集体）通过直接参
与生产经营活动以实现政府的政治、经济意图的手段；而政府与私营和外资企
业的关系，则更为直接的体现出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对市场机制本身的态度
及对私营企业家等体制外精英的态度。由于中央政策的历时态变迁以及对各地
的区别对待，加之各地的社会经济传统和基础的差异，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并
非一致呈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态势，而是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因时因地
而变的特点。

已经有很多学者以类型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地方政企关系中所呈现的地
方政府行为的多样性和变异性。鲍瑞嘉（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和舍甫琴柯（Ａｌｅｘｅｉ
Ｓｈｅｖｃｈｅｎｋｏ）依据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和地方政府是否与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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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利益关联这两个维度，提出了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四种类型：
企业家型（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发展型（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侍从型（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ｔ）和掠
夺型（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图１）（Ｂａｕｍ ＆ Ｓｈｅｖｃｈｅｎｋｏ，１９９９）。

国家机关是否有促进经济产出／生产率增长的动机？ 　 　

是 否

国家机关与企业是否有关联？
是 企业家型 侍从型
否 发展型 掠夺型

图１　 鲍瑞嘉和阿列克谢·舍甫琴柯对中国地方政府机关参与地方经济活动的类型学分析
资料来源：Ｂａｕｍ ＆ Ｓｈｅｖｃｈｅｎｋｏ （１９９９：３４５）。

与此类似，徐斯俭和吕尔浩依据“地方政府投资的资本管道”（包括预算内
收入、预算外收入、政策贷款、地方政府可以影响的商业贷款、地方政府公开
募资、地方国企收入）和“地方政府投资标的” （包括纯公共物品、纯商品、
拥挤性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两个维度，划分出政府化发展型国家、政府化
企业家型国家、市场化发展型国家、市场化企业家型国家四种类型（图２）。通
过对东莞和苏州两个城市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到２００５年发展模式的比较个案
分析，他们进一步提出“市场化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
行为混合了“市场化企业家型国家”和经典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的特征，
地方政府通过运营地方国有企业，不仅可以为公共部门本身提供运作经费，而
且也提供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徐斯俭、吕尔浩，２００９）。

　 　 　 　 　 　 　 　 　 　 地方政府投资的资本渠道
预算内收入或国家贷款 资本市场

地方政府投资标的
公共物品 政府化发展型国家 市场化发展型国家
商品 政府化企业家型国家 市场化企业家型国家

图２　 徐斯俭和吕尔浩对中国地方政府机关参与地方经济活动的类型学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徐斯俭、吕尔浩（２００９）的文章论述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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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曙则从企业产权和政策制定权限两个维度，提出三种地方政府参与地方
经济发展的模式：企业家型国家、服务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他提出的服务型
国家的概念，是指私营企业产权界定清晰并得到良好的保护，地方政府对外来
投资有强烈需求，因此在政策制定时，通过咨询协商等形式的联络和协调，与
企业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个别投资者的要求往往做出迅速而优惠的政策回
应。他以昆山为个案，认为昆山政府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采取的是服务型国
家的模式，而从２００２年开始，由于土地日益稀缺，而投资量十分充足，昆山政
府开始采取发展型国家的模式，在政策制定时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而较少受个
别投资者的左右，并且根据产业升级的需要进行选择性较强的招商引资，以资
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Ｋｅｎｇ，２０１０）。

可见，政企关系中所呈现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具有多样化的可能性，鲍瑞
嘉和舍甫琴柯（１９９９）的类型学划分，基本上穷尽了主要的几种可能性。以
“国家机关是否有促进经济产出／生产率的增长的动机”作为标准进行划分，发
展型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两种模式，是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这
也是本文在下面将要进一步探讨的内容。在侍从型国家模式中，国家被个别企
业俘获而成为其获利工具，形成类似“裙带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而损害了
整体的经济发展。掠夺型国家模式下，国家成为类似强盗的掠夺者，以最大化
的攫取财富为目标，因此既无法实现整体的经济发展，任何企业的产权也难以
得到基本的保证。徐斯俭和吕尔浩（２００９）的类型学分析，基本上是对发展型
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的进一步细分研究。耿曙提出的服务型国家的概念，其实
质也只是发展型国家模式在地方经济发展初期一种较为软化的表现形式。

当然，这些都仅仅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在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并
不存在纯粹的模式，而是经常呈现不同模式的特征相互交叉从而形成混合模式
的情况。比如发展型国家和掠夺型国家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模式，在地方政
府的现实运作中也可能同时得到体现，周雪光（２００５ｂ）就用“逆向软预算约
束”的概念，来分析地方政府为了实施“资源密集型”发展项目（发展型取
向）而向地方企业和个人摊派，以突破预算约束、快速筹集资金（掠夺性特征）
的现象。

为了更为突出地方而非中央层面的分析，笔者在使用这些理想类型分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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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发展模式时，特别突出强调“地方”二字。同时，由于英文ｓｔａｔｅ在中文里可
以翻译为“国家”和“政府”两个词语，出于中文用语习惯的考虑，在地方层
面上使用时，一般采用“地方政府”而非“地方国家”的说法。

二、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

地方发展型政府理论，由研究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型国家理论发展而来。地方发展型政府理论提出，中国的地方政府以地方发展
为政策导向，识别本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并提供相应的辅助性（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政策支持和战略性的基础设施。但是地方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参与生产，地方政
府并不以直接运作地方国有和集体企业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手段，而是允许
非公有部门的企业保持自己的产权独立和决策自主权，并采用辅助性的政策工
具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布莱彻（Ｍａｒｃ Ｂｌｅｃｈｅｒ）和徐慧文（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Ｓｈｕｅ）是最早将发展型国家理
论用于研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学者。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２１世纪初，他们
对河北省束鹿县（１９８６年升格为县级辛集市）进行了长期的个案跟踪研究。他
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束鹿县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以牟利，而是通过
建立政府管理的工业园和商贸城，支持本地的皮革行业的发展，并致力于县域
内各社会群体和各区域的经济利益协调。他们称这种具有显著的地方发展型国
家特征的发展模式为“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型资本主义”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 ｌ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Ｂｌｅｃｈｅｒ ＆ Ｓｈｕｅ，２００１；Ｂｌｅｃｈｅｒ，２００８；Ｂｌｅｃｈｅｒ ＆ Ｓｈｕｅ，
１９９６）。在１９８６年升格为县级市以后，为了吸引投资和加快产业升级，辛集市
政府又进行极具雄心的城市规划以及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以提高城
市环境品质和基础设施水准。

张永宏则在镇级层面上对中国的地方发展型政府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对
于广东乐从镇自发发展起来的家具市场，镇政府最初采取默许的态度，并在执
行国家规定的土地政策时提供了必要的灵活性以协助该产业发展。在发现家具
市场发展势头良好并成为具有区域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后，镇政府采取更为积极
的政策支持，如建设新的家具市场、促进产业升级，并举办家具博览会进行宣

２６１

◆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传和推广，从而有效实现了商贸兴镇。张永宏独特的发现是，基于地方社会网
络和共同利益，乐从的党政干部与私营企业主之间有着深厚的互信关系，这成
为乐从镇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建立的重要社会基础（张永宏，２００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地方政府的发展型取向呈现出新的关注点和操作

方式。分税制的实施，与银行业监管的加强、城市住房体制的改革、土地批租
制度的逐步推广等制度性变化相伴生，从而导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以土
地、房地产开发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建设热潮和“土地财政”现象的出现。地方
政府不再热衷于搞地方保护主义以发展本地工业企业，而是通过营造宜商环境
以吸引国内外投资，其中灵活的土地政策是最主要的政策杠杆之一。地方政府
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建筑与房地产业及第三产业的营业税和土地批租收入（陶然、
杨大力，２００８；陶然等，２００９；周飞舟，２００６；２０１０；曹正汉、史晋川，
２００９）。

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的这一城市转向，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城市发展研
究的高度关注，其中人文地理学界较多的研究了中国的地方政府与城市发展和
城市治理问题。城市地理学家的研究个案主要集中在中国的特大城市，他们的
研究较少关注具体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而是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战略制定和空
间规划中，政企联盟的形式，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市政府
与市辖区政府的关系，以及全球化与地方治理。

何深静和吴缚龙以上海新天地为个案，研究上海城市更新的机制和政治意
义。城市更新是上海市政府下达给区政府的重要工作任务和干部考核要点。为
了实施战略性的城市更新计划，上海的区政府通过政策优惠，例如财政补贴和
灵活的土地出让制度，吸引开发商投资。由于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因此私
营部门的开发商在决策过程中并未占据支配性地位，开发商必须与政府发展良
好的关系，以方便项目的实施（Ｈｅ ＆ Ｗｕ，２００５）。仅从这一个案的发现来看，
上海的区级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这一领域具有显著的发展型取向，并且通过政
策导向引导私营部门的投资方向，然而政府本身并不直接进行投资和经营活动。

徐江和叶嘉安的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以广州的城市发展战略为
个案研究了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他们发现，广州市政府以土地和房地产开发
为主要形式的政府投资，确实提升了广州的城市形象和基础设施质量，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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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外来投资，维持了广州作为华南中心城市的地位，并且也使得广州的主
政官员获得了职位升迁的机会。然而，这些投资都是基于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
束，以及相伴生的“城建开发公司”等政府投资平台，这也造成了政府过度投
资和大型城建工程负债运行等问题（Ｘｕ ＆ Ｙｅｈ，２００５）。这一研究确实反映了大
量参与城市土地与房地产开发等活动的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普遍问题。但是软预
算约束本身并非必然造成结构性的经济问题，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比如经
济下降期，反而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所必须具备的经济条件（塞勒尼，２０１２）。
然而政府投资过度造成结构性的经济扭曲，比如产能过剩，与私营部门的投资
无法协调衔接，则确实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可以发现，中国的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型国家
模式，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和范围上有高度的相似性，只是存在国家－地方
的尺度差异。地方政府发展型导向的主要制度性诱因，一个是地方财政收入最
大化，另一个则是主要基于经济发展指标的地方党政官员政绩考核制度。而且
在新的发展时期，除了产业扶持政策等传统手段之外，土地开发、城市规划与
发展战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三、地方企业家型政府模式

相比于发展型国家理论，国内学术界对“企业家型国家”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理论的关注较少。这一理论最早也是出现在发展研究当中，
它通过引入企业家精神（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的概念，研究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国家规划、监管和干预机制。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是否具有创新能力，
如何创新，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的作用是什么，国家企业家精神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和私营部门的企业家精神之间是何种关系（Ｄｕｖａｌｌ ＆
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８１；１９８３；Ｅｂｎｅｒ，２００９；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 Ｅｖａｎｓ，１９８５；Ｙｕ，１９９７）。
在这一模式中，政府直接介入生产活动，最典型的体现为直接运营国有企业。
企业家型国家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中运营国有企业，必须经受盈利机制的考验，
因而区别于在某些特定行业中国家所运营的专门提供公共产品、以国家补贴弥
补盈利能力不足的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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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国政府都呈现出显著
的企业家型特质，直接组织或参与生产性的、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根据２０１１年
的数据，中国的国有企业及其直接控制的各类经济组织，为中国贡献了非农业
ＧＤＰ中的４０％。而如果再算上国有企业通过持股等方式间接控制的各类企业、
各类集体合作社和集体企业，这一比例会占到大概５０％ （Ｓｚａｍｏｓｓｚｅｇｉ ＆ Ｋｙｌｅ，
２０１１）。集中考察中国的地方政府经营企业的能力，会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
功于毛泽东时代赋予地方政府经营管理地方企业的权限这种制度遗产，而地方
政府经营企业所得的经济收益，在分配走向上有多种可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福利、政府经费、干部个人收入等。

地方企业家型政府理论在中国城市研究中有一定的应用。张云秋最早采用
地方企业家型国家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发展模式。基于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青岛
的个案研究，他提出“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的概
念，以形容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营利取向、对
市场机制的敏感性、担当风险的准备、以及高度的理性和效率”。他还区分了两
种形式的地方国家企业家精神：第一种是直接的国家企业家精神（ｄｉｒｅｃｔ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即政府直接组织或参与企业经营；第二种是间接的国家企业
家精神（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即政府间接协助企业经营。可见，他实
际上是把发展型国家模式，也理解为一种间接的企业家型国家的模式。他认为，
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列宁主义的国家机器，在地方经济管理方面具有丰富
的经验，这成为其在改革时期形成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的制度遗产。然而，他
同时也认为，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只是改革初期的一种过渡性现象，最终会被
私营部门的企业家精神所替代（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６）。

达科特（Ｊａｎｅ Ｄｕｃｋｅｔｔ）的研究得出了与张云秋相似的结论。她以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天津市的商业和房地产业主管部门为个案，研究了地方政府的各个主管职
能部门在市场化环境中从事营利性的、具有一定市场风险的、生产性的商业经
营活动的现象。她也认为这一现象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
这类活动为政府行政管理提供了额外的经费来源，并通过将一些官员调任到国
有企业中，以实现政府部门的机构精简（Ｄｕｃｋｅｔｔ，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郑洁则关注了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她以上海市的创意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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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发为个案，研究了上海市在市、区和街道三个行政层级的地方企业家型政
府。与何深静和吴缚龙的研究发现不同，她发现上海地方政府在其中既推动了
城市的增长，也为自身谋取了物质利益，并且政府更倾向于采取直接介入经营
性活动的方式，而非辅助性的监管方式，作为主要的经济干预手段。她发现街
道办事处基本上是完全听命于区政府的，而各个区政府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存
在激烈的竞争，而区政府和市政府及其所属企业之间，基本上是合作的关系
（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０）。

黄宗智则对中国城市地区的地方企业家型政府模式的社会后果进行了反思
和批判。他认为，政府及其属下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
需要更好地遏制贪污腐败，并引导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责任。他以重
庆为例，研究了政府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提供市场运作所必需的城市基础设施
等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则凭借国有企业的利润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途径，包
括户籍、社会保障和住房等制度的改革。他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改革时期是
“国家资本主义”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在总体上来说，中国政府尚
未在积极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投入足够的精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黄宗
智，２０１２）。

在农村研究方面，县、镇、村级的基层治理机构所管辖的地域范围和人口
都相对较小，并且治理机构和人员都深深根植于本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因此，
相比于城市政府，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地方企业家型政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
是其对地方集体资产和经营性活动更有效的监管，以及对地方公共福利更多的
投入。例如库克（Ｓａｒａｈ Ｃｏｏｋ）研究了中国农村的公共福利、教育、医疗服务和
救助的状况。这些公共服务在改革开放以来基本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提供的。然
而，分税制改革以来，一些基层政府的财政状况吃紧，甚至连基本的行政经费
开支都有困难。因此，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介入经营性活动这种地方企业家型政
府的运作方式，例如经营集体企业，以获取额外的经费用于为本地居民提供公
共服务（Ｃｏｏｋ，２００３）。

乡镇集体企业曾经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自产生之日起它就
处于制度的灰色边缘地带，其产权制度等各个方面也都处于模糊状态，因而其
运行具有极大的自生性和非正式性。对此周雪光（２００５ａ）提出了“关系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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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架构，以分析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产权关系和组织边界模糊和持续变更
的现象。这其实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中的政企共生关系（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渠敬东（２０１３ａ；２０１３ｂ）则提出，乡镇企
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
将土地承包、企业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
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融合起来，反映出改革开放前十年的核心理念。
发轫于中国农村地方社会结构中，地方政企之间表现出深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这是地方企业家型政府在中国农村的独特表现。

还有大量的学者虽然没有直接采用“企业家型政府”的说法，但是他们的
研究都反映了地方政府行为的企业家型特征。比如魏昂德（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ｌｄｅｒ）的
“地方政府即厂商”（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理论，就直接把地方政
府形容为“市场导向的代理人”（ｍａｒｋｅ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ｇｅｎｔｓ）（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而
张静的“政权经营者”理论，是指中国农村的地方政权，以合法的土地和公共
资产管理者的身份，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以牟利，并与其他地方政权进行竞
争以及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的现象（张静，２０００）。赵树凯所关注的“地方政
府公司化”现象，是指地方政府借用企业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则，以
类似公司治理的模式去运行政府的情况（赵树凯，２０１２）。可以发现，这些理论
实际上都是企业家型政府模式的不同呈现方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戴慕珍（Ｊｅａｎ Ｏｉ）提出的“地方政府统合主义”或称
“地方政府法团主义”（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理论。该理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
农村研究中的一个经典理论，并引发了林南（Ｌｉｎ，１９９５）、古德曼（Ｇｏｏｄｍａｎ，
１９９４）、倪志伟和苏思进（Ｎｅｅ ＆ Ｓｕ，１９９６）、路易斯（Ｌｅｗｉｓ，１９９７）等人的一
系列后续研究。然而笔者认为，戴慕珍的这一理论同时也是具有误导性和迷惑
性的，因为其理论实质是地方政企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应该放入地方发展型政
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府的理论视野中进行阐释。其实戴慕珍早在１９９５年就明白
无误的指出，她所提出的“地方政府统合主义”，其实质就是一种“企业家型的
发展型国家”（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Ｑｉ，１９９５：１１３９），以直接介
入市场导向的生产活动为主要特征。更具体的说，这一概念是指“地方政府把
自己行政辖区内的企业看做是一个更大的公司实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ｌｏ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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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爥爥ｔｒｅａ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ｒｖｉｅｗ ａｓ ｏｎ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ｗｈｏｌｅ）（Ｏｉ，１９９５：１１３２）。
由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进行了财政包干改革，地方政府有权处置地方公共

资产和收益。在制度环境高度不确定和私营经济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地方
政府凭借其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行政组织和资源，率先在农村开办和经营企业，
或者通过间接方式支持企业发展。地方政府制定地方发展计划，辨识战略性产
业和企业，并制定支持性政策；同时政府对于企业经营收益的支配权，也远远
超出了单纯的税收提取。因此，整个地方的政企关系，如同一个巨型的集团公
司，地方政府扮演董事会的角色，而“真正”的企业家则更像是负责企业具体
经营的企业经理人（Ｏｉ，１９９２）。总而言之，地方政府统合主义理论，就是用于描
述和解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所具有的公司化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ｋｅ）、发展导向的行为特点。

笔者之所以认为这一理论具有误导性和迷惑性，就是因为戴慕珍误用了
“统合主义”或称“法团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这一概念。诚然，一些学者把统
合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体系，该体系以强大的国家干预、计划以及官僚化管理
为主要特征。但是，经济层面只是统合主义的一个较为次要的层面，经济上的
制度安排在根本上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团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的终极目标
（Ａｌｍｏｄｏｖａｒ ＆ Ｃａｒｄｏｓｏ，２００５）。西欧学术界对于统合主义的更为主流的理解是，
它是一种在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中都能找到的政治安排，各种以产业部门或
者职业为单元的社会利益集团，由此可以与国家进行利益协商，并且特别典型
的表现为劳工—资本—国家三者组成的三方协商机制，从而突破了政党和议会
两种常规的政治参与渠道，提供了维系社会团结、协调国家—社会关系的第三
种途径。而戴慕珍的研究，其实应该使用“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ｍ）的概念，才能更为恰当的反映她的研究所关注的中国农村地方政
府行为中，既具有直接参与企业生产的企业家型的特点，又具有以地方发展为
总体政策导向的发展型国家的特点的制度混合体的题中之义。

可以看出，企业家型国家模式与发展型国家模式一样，国家都具有显著的
发展型导向。不过企业家型国家以直接介入企业经营活动为另一个基本特征，
这是它不同于发展型国家的地方，但这种特征是其实现发展型导向的目标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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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段之一。

四、结论与讨论

在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中，政企关系仍然是一个关键性
的视角，由此可以探知地方政府介入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程度，及其对地方
经济发展的作用，并进而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性质判断。仅从理论上分析，根
据政府是否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确实可以对地方发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
府两种模式进行比较明确的特征界定和区分。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
行为的特征混合性、因时因地而变的变异性，都使得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性质界
定十分困难，放之全国而皆准的模式更是找不到的，一个地方的政府行为模式，
也不能盲目的用来理解或者否定另外一个地方的政府行为模式。但是我们还是
有必要考察，这两种模式在哪些特定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段内解释力更为突出，
以及目前哪种模式的表现更为显著。

探讨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必须放入中国独有的行政和财政分权体制中，
必须考察中央—地方关系的动态演变。关于不同层级政府所适用的模式类型和
行为特点，已经有一些相关研究。比如马树人认为，一般来说，发展型国家的
模式更适用于中央政府，而企业家型国家的模式更适用于地方政府。然而，这
两种模式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经常以各种混合的方式共存于同一政府中（Ｍａ，
２０００）。刘鹏则认为，目前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介于中央集权与联邦制之间，
中央政府越来越具有发展主义和监管型（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的特点。他又对中国的地
方行为进行了历时态分析并认为，在分税制实施之前，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出发
展主义的取向，但是随着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下降，地方政府则
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掠夺型的取向。由于地方政府的掠夺型取向所造成的社会经
济问题，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地方政府开始逐渐加强了对地方政府行为
的监管。然而在他的研究中，他并未根据国家机关是否直接介入生产性活动而
区分发展型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而是把国家机关以发展为导向、积极介入经
济发展事务的模式都纳入发展型国家的范围，并将其与作为反面模式的、以掠
夺和寻租为主要特征的掠夺型国家，以及较少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而是更多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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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宏观调控措施的监管型国家（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进行比较（刘鹏，２００９）。
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是更为复杂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显

著，加之财政与行政分权的体制赋予地方政府的自主操作空间，中国的地方政
府行为呈现出高度的多样性。从政企关系的视角进行考察，这种多样性主要表
现在地方政府行为特征的混合性和因时因地而变的变异性，既有负面的掠夺型
国家模式，也有正面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掠夺”或“发展”的具体手段和程
度多种多样，而且同一个政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呈现由“掠夺”向“发
展”或者反方向的模式转换。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都具有
显著的企业家型政府的特点，表现为地方政府既经营地方国有企业，也通过政
策工具支持和引导非公有部门企业的发展。这种企业家型政府模式有诸多现实
作用，包括对党政系统进行机构和人员精简，为党政系统行政经费和公共物品
供给提供额外的经费来源，以及满足官员自身的物质私利和促进职位升迁。因
此在很多研究个案中，都难以对地方发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府这两种模
式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只能大体判断哪种模式特征是更为主导性的，或者依
据具体的产业和政府工作领域进行进一步细分。

中国的企业家型国家模式的运作方式呈现出地理区域、行业和监管方式的
历时态变迁。基本上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住房和土地制度改
革、以及国有企业大规模市场化改制为分水岭，企业家型国家模式的运作重点，
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从一般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产品向能源、电信
等战略性生产要素行业（中央直属企业）和地产开发和城市建设（地方国有企
业）转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大规模市场化改革之后，乡镇集体企业已经
所剩无几，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造。１９９３年国家公务员制度
试行，同时中央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与其经营或挂靠的经济实体陆续脱钩①。同
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地级市以上的地方党政机关和军队系统的经
费状况普遍好转。因此，原先政府各职能部门乃至军队各自经营企业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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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兴办经济实体和党政机关干部
从事经营活动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机构改革人员分流中几个
问题的通知》、《国家经贸委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和《关于做好军队武
警部队政法机关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登记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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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经济实体”现象逐渐消失。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国务院和省级、地市级政府都
建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中央或地方国有企业。通过严格区
分政府的宏观经济监管者与国有资产出资人两种角色，并且让政府逐渐退出国
有企业的日常微观管理，中国的企业家型政府的运作模式逐步摆脱了此前低层
次遍地开花的局面，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虽然中国现阶段赶超式工业化的压力已经不是很大，但中国政府对绩效合
法性仍然高度依赖（赵鼎新，２０１２）。此外，虽然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社会公
共服务需求的回应，但是政府政绩考核标准中，对公共服务类指标的考核模糊，
经济发展指标仍是主要考核内容（郁建兴、高翔，２０１２）。因此，发展型国家在
较长时间内仍然将是中国国家体制和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而在财政、税收、
土地制度和国有企业体系不做重大改革而基本维持现状的条件下，中央和地方
政府直接介入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家型国家模式，也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政府
行为特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国家发展型导向的一种重要实践方式，发挥
着促进经济增长和协助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双重功能。具体来说，国有企
业对于中央政府的意义，主要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持政权稳定、实施宏观
经济调控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国有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意义，则主要是作为
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和政策杠杆，实施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以保证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和协调地方投资结构。

在当下的中国探讨发展型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模式，除了考察政府促进经
济发展的现实效果，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当前，经
济总量增长的任务已经不是非常紧迫，而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和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已经成为更值得关注的议题。政府无论是通过辅助性政策工具促进经济发展，
还是通过运营国有企业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都需要考虑经济成果的走向。
以重庆为研究个案，黄宗智（２０１２）提出了中国目前是“国家资本主义”多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严肃问题，认为国有企业尚未在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上充分发挥其作用。国有企业在本质上仍然是国家实现其政治、经
济意图的工具，因此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发展的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
必须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一方面确保高质量经营国有企业；另一方面，
要确保国有企业经营的成果能够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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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为此，中国的地方发
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府模式需要进行观念再造和机制再造，以图在地方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上更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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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ｋ，Ｓ． （２００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Ｂｅｎｅｗｉｃｋ，Ｒ． ，Ｂｌｅｃｈｅｒ，Ｍ． ＆ Ｃｏｏｋ． Ｓ． Ｅｄｓ． Ａ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Ｇｏｒｄｏｎ Ｗｈｉ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ＯＲ：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Ｄｕｃｋｅｔｔ，Ｊ． （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ｒａ Ｔｉａｎｊｉｎ ．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Ｄｕｃｋｅｔｔ，Ｊ． （２００１）．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Ｓｔｙｌｅ：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９（１）：２３ － ３７．

Ｄｕｖａｌｌ，Ｒ． Ｄ． ＆ Ｆｒｅｅｍａｎ，Ｊ． Ｒ． （１９８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５（１）：９９ － １０８．

Ｄｕｖａｌｌ，Ｒ． Ｄ． ＆ Ｆｒｅｅｍａｎ，Ｊ． Ｒ．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 －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Ｅ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７７（３）：５６９ － ５８７．

Ｅｂｎｅｒ，Ａ． （２００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Ｍｉｒａｃｌｅ”． Ｉｎ Ｃａｎｔｎｅｒ，Ｕ． ，Ｇａｆｆａｒｄ Ｊ． Ｌ． ＆ Ｎｅｓｔａ，Ｌ．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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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Ｇｏｏｄｍａｎ，Ｄ． Ｓ． Ｇ． （１９９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ｕｒｄｏｃｈ：Ａｓ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Ｍｕｒｄｏ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Ｓ． ＆ Ｗｕ，Ｆ． （２００５）．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ｌｅｄ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ｓｔ －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Ｘｉｎｔｉａｎｄｉ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７（１）：１ － ２３．
Ｋｅｎｇ，Ｓ． （２０１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ｎｓｈａｎ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Ｉｎ Ｌｅｎｇ Ｔ． － Ｋ． ，Ｃｈｕ． Ｙ． － Ｈ． Ｅｄ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ｒａ． ＵＫ：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ｅｗｉｓ，Ｓ． （１９９７）．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ｅｉｍｅｒ． Ｄ． Ｌ． 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ｎ，Ｎ． （１９９５）．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４（３）：３０１ － ３５４．

Ｍａ，Ｓ． （２００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ｏｓ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４７（２）：３ － １２．

Ｎｅｅ，Ｖ，＆ Ｓｕ． Ｓ． （１９９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Ｊ． ＆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Ｂ． Ｅｄｓ．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Ｍｉ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Ｏｉ，Ｊ． Ｃ． （１９９２）．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４５（１）：９９ － １２６．

Ｏｉ，Ｊ． Ｃ．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４４：１１３２ － １１４９．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Ｄ． ＆ Ｅｖａｎｓ，Ｐ． Ｂ． （１９８５）．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ｖａｎｓ，Ｐ． Ｂ．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Ｄ．
＆ Ｓｋｏｃｐｏｌ，Ｔ． Ｅｄｓ．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ｚａｍｏｓｓｚｅｇｉ，Ａ． ＆ Ｋｙｌｅ，Ｃ． （２０１１）．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ａｌｄｅｒ，Ａ． Ｇ． （１９９５）．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０１（２）：２６３ －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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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ｕ，Ｊ． ＆ Ｙｅｈ，Ａ． Ｇ． Ｏ． （２００５）． Ｃｉｔｙ 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９（２）：２８３ － ３０８．

Ｙｕ，Ｔ． Ｆ． （１９９７）．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Ｎｅｗｌ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１）：４７ － ６４．

Ｙｕ，Ｔ． Ｆ． （２００１）．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８（９）：７５２ － ７６６．

Ｚｈａｎｇ，Ｙ．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２（１２）：８９ － １１０．

Ｚｈｅｎｇ，Ｊ．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２（２）：１４３ －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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