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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执行概要 

 核心产品： 

 本计划拟生产的产品是国内首次采用一种新技术和新配方生产开发出来的 

“含醇清洁汽油”，本产品规模开发生产后，将第一次改变我国一直依赖开采天然石

油而获取工业能源的局面。产品技术通过了国家专家技术鉴定，达到了国家新施行

的90＃无铅汽油标准。并能与目前市售汽油任意混合使用。 

 生产原材料供应： 

生产本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是煤焦油和甲醇，可替代煤焦油的材料为油气田开

采过程和石油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弃料（如 C6-C9 轻烃等），这些材料目前在我国来

源丰富，均处于积压滞销状态。 

 市场规模与增长速度： 

2000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了近200亿美元外汇，石油进口依存

度由1995年的6.6％上升为2000年的25％，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为30％。 

到2015年，预计我国汽油、煤油、柴油三种油类每年总体需求量将达到两亿

吨。汽油的绝对需求量将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05年的平均增长幅度为3.37％，

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幅度为2.71％，到2015则又达到3.56％。 

 产品用户与经销商： 

汽油的终端用户主要是各类型交通运输工具。主要零售商是路边加 

油站。目前全国共有九万多家加油站，其中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石油集团的占有率

为43％左右。我们将充分利用这种分布形势做好本公司产品分销。 

 营销方式： 

公司主要采用销售商代理分销的方式进行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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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技能： 

项目运营已经形成了三位有着共同目标的核心经营人员组成的一个富有责任

心和开拓能力的管理队伍，同时，还将聘请2-3位互补性经营开发人才加盟公司，

共同推进公司快速、健康发展。 

 专利与商标： 

国家专利局已授理我们申请的 “含醇清洁汽油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有

待进行实质审查和授权。 

 研究与开发： 

项目研发人员已开发出 93＃汽油的中试生产技术，正进行工业化试产和组织

专家鉴定，同时，利用煤炭资源生产汽油的实验工艺正在研究中，为企业持续高速

发展储畜了较强的后劲。 

 融资要求： 

本次通过股份制改造，设立 “西安瑞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设总股

本 3000 万元，对外融资 18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总股本的 60％，首期达到项目

年产6万吨，达产第二年再通过二期筹资，达到年产10万吨生产规模之后，创造

上市募资的条件，通过技术、管理、商标输出形成连锁生产和销售手段，进一步推

进项目产出规模。 

 投资回报： 

项目在投产后，近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42.02％、73.24％、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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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0.42元、0.65元、1.01元。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 

 投资风险与机遇：  

项目投资主要面临生产安全，产品价格波动、行业竞争、财务、加入WTO以及

政策方面的风险，但通过认真的思想准备、深入细致的管理和加快项目建设发展速

度等是可及时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相对于良好的市场需求，独特的技术创新

特点，对人类环境的保护要求和国内目前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无疑给本项目的投

资赐于了难得机遇。 

第二章 产品与技术 

一、产品概况 

本项目产品是国内首次采用一种新技术和新配方生产开发出来的“含醇清洁

汽油”，主要原材料是煤焦油或油气田开采过程、石油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弃料和甲

醇，从此开辟了我国继石油冶炼汽油之后第二条获取相同用途汽油的途径。 

汽油被喻为“工业的血液”，是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战略性能源材料，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含醇清洁汽油是一种新工艺配方汽油它既能够为汽车提供有效的动力，又能

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减少污染。对环境起到积极作用。美国早在1988年就实现

了车用汽油的无铅化。在我国，1997 年 6 月 1 日，北京城八区实现了车用汽油的

无铅化。2000年1月1日，全国停止生产含铅汽油，7月1日停止使用含铅汽油，

全国实现了车用汽油的无铅化。 

本项目含醇清洁汽油完全达到了国家新施行的90#无铅汽油标准，并能与目前

市售汽油任意混合使用。 

清洁汽油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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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清洁汽油的好处很多。在车辆方面，对汽油发动机，尤其是电喷发动机的

汽车至少具有以下几点好处。 

    ⑴减少污染：使用清洁汽油的汽车，尾气排放中的碳氢化合物（HC）、一氧化

碳（CO）、氮氧化物（NOx）将大大减少，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⑵清洁汽车部件：使用清洁汽油的汽车能够保持发动机燃油系统清洁，如化油

器或喷嘴，进排气阀、火花塞、燃烧室、活塞等，燃油系统不会产生积碳，减少机

械磨损，延长汽车使用寿命。 

   ⑶省油：燃油系统清洁，油品的雾化程度提高，混合气完全燃烧，功率达到最

大化。 

   ⑷改善行驶性能：发动机容易启动，转速平稳，加速性能好。 

   ⑸乘车感舒适。  

本项目采用煤焦油催化裂化后分离的c6-c9馏份作为甲醇助燃剂，以甲醇、轻

烃为原料工艺法生产甲醇清洁汽油，该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完全解决了汽油的无

铅化，产品中不含铅，尾气排放中无有害物质。经长期的实验研究，以及台架、行

车试验检测，使用含醇清洁汽油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比原机增加了2.7KW，发动机燃

料经济性与原机一致，发动机怠速工况CO比原机降低 16.1%，HC排放比原机降低

14.5%，本项目的开发推广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环保政策；其产品替代现用量较大

的石油产品，可节省大量石油资源，符合国家持续发展的战略；本项目产品性能优

良，是环保部门推广的“绿色”燃料；含醇清洁汽油开发利用了来源丰富的轻烃和

煤焦油，生产原料采取就近原则，生产成本低廉，产品价格具有较大的竞争力，同

时以煤焦油转为汽油又开辟了煤的利用新途径；再生产中大量使用甲醇，也为甲醇

的下游产品创出了新路，产业联动性突出。所以本项目创造了目前最为理想的含氧

清洁燃料的生产方式，本项目的产业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同时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均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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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创新点 

    本项目属于新配方汽油，从煤焦油催化裂解得到c6-c9馏分和轻烃分离重直馏组

份烷基化油，与甲醇混配而成。烷基化油是汽油中良好的组分，甲醇具有较高的含

氧量，使汽油性能更好，而且也符合环保要求。本项目技术创新点是甲醇与汽油的

助溶不是选用助溶剂，而是采用新的工艺方法，解决了甲醇汽油与产品汽油混合后

的甲醇分离难题。其中关键技术是煤焦油经溶剂处理干馏产物裂解催化剂的选择；

裂解馏分分离温度范围的确定；甲醇、轻烃、c6-c9馏分比配制90#汽油技术方案的

确定；裂解重质馏分与甲醇配制醇类燃料技术方案的确定。经技术查新，在国内外

属首创。 

主要工艺技术路线为： 

 

 

 

 

 

 

煤焦油 蒸馏液 c6~c9馏份 

前处理 催化剂 

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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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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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 含醇清洁汽油 

 

图一 

三、技术成熟性与产品可靠性 

    本项目的研究历经三年，经过小试、中试并建成3000吨/年生产试验装置，

生产出90#含醇汽油。在开发过程中主要完成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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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煤焦油经溶剂处理干馏产物裂解催化剂的选择； 

b) 裂解馏分分离温度范围的确定； 

c) 甲醇、轻烃、c6--c9馏分比配制90#含醇汽油技术方案的确定； 

d) 裂解重质馏分与甲醇配制醇类燃料技术方案的确定； 

e) 90#含醇汽油的道路行车试验； 

f) 含醇汽油的台架试验； 

g) 3000吨/年含醇汽油的试产。 

本项目于2000年3月通过了陕西省科委的科技成果鉴定，认为本项目含醇清

洁汽油质量达到了SH0041—93标准的各项指标；含醇清洁汽油的研究是含氧清洁

燃料的发展方向之一，含醇清洁汽油完全无铅，其应用中汽车尾气排放和动力性能、

中速性能优于市售成品汽油，是一种环保型的绿色燃料；项目利用煤焦油热裂解后

的c6--c9馏分作为助燃剂，解决了甲醇汽油与市售汽油的互溶分层难题，是国内外首

创，具有技术领先水平。本项目3000吨/年生产实验装置运行良好，生产的90#汽

油等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其行车启动型、加速性、动力性能、耗油量均与90#汽油

相同，经西安市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合格，因此本项目工艺技术成熟，产品

性能可靠。 

四、项目准备情况及发展步骤 

    项目单位已拥有本项目相关专利 2 项，国家专利局已经受理“含醇清洁汽油

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有待进行实质审查和授权。       

作为新能源行业废物综合利用和节能环保技术等都是国家战略性重点扶持领

域，省、市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为该项目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给与了大量的支持。

该项目列入西安市 2000 年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程计划，陕西省环境保护局 2000

年对该产品颁发了“环境保护认可证书”。汽油将是国家重点专控产品，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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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产的汽油达到一定规模后亦将纳入国家专控计划，对此项目单位也在积极保持

与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 

本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十分紧迫，项目承担单位瑞力科技（集团）正加紧项目

建设进度，已在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西安经济开发区泾河工业园区进行了建设立

项，备租用土地100亩，租期50年，以节约项目建设初期的资金占用，项目采取

边建设边生产的方式，目前已能每月生产200---300吨清洁汽油，产品供不应求，

但现有条件无法再扩大生产能力，需要重新建设规模化配套生产设施。 

    本项目研究开发人员正积极开发更高标号的清洁汽油工艺和利用煤炭资源生

产汽油的工业化工艺，为企业持续高速增长储备强劲的后势。 

项目建设将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通过本次项目组建设立规范化的股份公司，筹集一期发展资金，再

通过一部分银行贷款资金，建成年产10万吨清洁汽油和5万吨汽油抗爆剂的生产

和销售能力，同时可产出具有良好利用价值的副产品液化石油气（LPG）1.7万吨，

含醇燃料油1.8万吨。本期通过2—3年的滚动发展，使自有资产规模达到1亿元

以上； 

第二阶段创造条件在二板上市，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资金。再经过2—3年的经

营，通过技术授权生产方式等在全国建立连锁企业生产和销售网络，使自有资产规

模达到3亿元以上； 

第三阶段即谋求在主板或海外资本市场的上市机会，为企业创造畅通的融资

途径，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强化企业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8  



瑞力新能源商业计划书 

第三章 管理团队与管理技能 

一、管理团队 

项目运营已经形成了三位有着共同目标的核心经营人员组成的一个富有责任

心和开拓能力的管理队伍。 

刘尊榆  总经理 

刘尊榆，男，47岁，高级工程师。1993年开始独立创业，在无任何资金的情

况下，代理进口纺织印染设备以及对其消化吸收和国产化技术改造，创办西安瑞力

新技术开发公司，经过了3-4年的发展，成为全国纺织印染行业知名企业，并成为

全国“瑞士平网印花机联络中心”和“进口印染设备调剂中心”。此后，开始发展

电子产品、石油化工产品、计算机系统、高精度电路板等业务；到2000年末，完

成了集团化企业组建，总资产近3000万元，刘尊榆任集团总裁。刘尊榆不仅善于

企业管理经营，同时还通晓相关专业知识、钻研技术创新，通过他本人独立或与他

人合作完成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4项，在本企业内部转化后，实现了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于海涛  总工程师   安全总监 

于海涛，男，35 岁，新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本科毕业。于海涛在石油化工研

究领域具有精深的造诣，先后完成了“碱法造纸黑液生产腐植质酸”、“醇醚汽油抗

爆剂”等12项技术开发项目，其中列入国家重点项目的2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的2项，在企业技术改造革新方面取得突出成果。他熟悉石油化工企业设备、技术

管理和安全作业管理。 

邓爱国  副总经理兼市场总监 

邓爱国，男，43 岁，经济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先后

在多家大型企业担任行政总监、副总经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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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销售经验。 

待招聘职位：①企业运行方面还需要招聘一位熟悉现代企业资本经营方面的专

家，担任企业资本经营、对外投资上市和证券管理方面的工作。②需寻找一位擅长

电子交易技术的人员负责网上的电子商务交易工作。 

二、管理技能 

上述管理人员已经合作工作达两年以上，相互能建立共识、配合默契，将多

个松散型企业整和成集团化公司，在筹建“含醇清洁汽油”产业化工作方面做了大

量的准备工作。 

我们深信企业要发展，人才是根本的硬道理，我们不仅在通过多种方式吸引

更多的人才加盟本企业，同时根据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状况还制订了可行计划，逐步

培养出一批适应企业发展的有用人才。 

同时我们还深知企业要进一步发展，仅仅依靠内部人才资源还远远不够，我

们要逐步建立起借用外脑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机制，聘请有丰富经验的财务顾问、管

理顾问和律师担任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专业顾问，为我们的工作提供借鉴意见，以弥

补我们管理队伍中某些方面经验之不足，共同推进创业企业健康、稳步发展。 

第四章 市场与竞争 

一、市场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汽车在国民经济和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和

地位日益显著。一国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通常被认为是该国社会繁荣和人民生活质

量提高的主要标志。然而汽车的增长，也导致车用燃料供需矛盾以及汽车排放污染

物对生态环境危害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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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石油消费的大国，同时也是产油小国，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产量高

速增长，预计2001年汽车年产量可达300-400万辆，汽车保有量将达2000万辆以

上，车用燃料的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而城市汽车排放污染也会日益严重。这是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和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据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

华日前向新闻界透露：因严重的大气污染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1100亿元

人民币，城市机动车尾排放已成为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中国环境

检测总站测算，全球10个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就占了7个。因此，国

家对治理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城市环境污染非常重视，积极支持"清洁燃料汽车"

及“清洁燃料”的发展，决定围绕降低汽车排放，以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广

为基础，通过试点示范，综合治理，尽快从根本上遏止汽车污染日益加剧的势头，

力争在3-5年内使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有明显的改善，实现"空气净化工程"的总体

目标。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为改善环境，节约能源，都已明令禁止

生产、销售和使用含铅汽油，一律改用无铅汽油，并采用新的排放标准。但国内外

无铅汽油的生产，基本上都是增加了一道生产工艺，同时也增加了无铅汽油的生产

成本。在这种背景下，含氧清洁汽油的研究和开发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得到人们的

重视，已成为车用燃料的主要发展方向。 

 

二、市场及行业分析 

我国是亚洲目前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从 1993 年开始由石油出口国迈入净进口

国行列，当年的净进口量为930 万吨。进入 21 世纪后，国内石油需求量将以 4％

的速度递增，石油净进口逐渐增加的局面仍将维持，今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将达

4200万吨。按照世界石油生产规律，当探明程度达到60％、储量动用系数达到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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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原油产量将达到峰值，而目前我国石油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达203亿吨，探明程

度只有20％，天然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2.2万亿立方米，探明程度只有5％。同时，

由于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5，且勘探开发难度越来越

大，若勘探上没有大的发现和重大技术突破，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原油产量的增

长仍将滞后于需求的增长。 

 从长期看来，我国的石油缺口将保持增长势头，具体特点为： 

   第一、供需矛盾加剧，原油缺口加大。“八五”以来我国石油产量年均增长1．7

％，而消费年均增长4.9％，消费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产量的增长，国内石油生产难

以满足消费需求，必然需要增加进口。 

  第二、国内经济回升，拉动原油需求。由于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鼓励出口、

增加收入，继续扩大内需，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好势头。今年第一季度GDP保持着

良好的增长，与石油相关的石化、化工、电力、冶金、建材以及公路、水路、航空、

铁路运输等行业均显现增长势头，石油需求增加。 

 第三、走私得到遏制。近两年来严厉打击走私措施得力，效果明显。同时由

于国际油价升高，国内外油品差价缩小，走私动机弱化，使隐性的石油走私消费显

现为正常贸易进口。据有关专家估算，这一部分进口量达1000万吨到150O万吨左

右，相当于国内石油缺口的四分之一。 

第四、环保力度加大，弃煤用油的能源结构变化进程加快。由于执行较为严格

的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多数城市倾向“煤改油”，导致能源消费中燃料油的

比重迅速上升。 

汽油作为石油加工的主要产品，其供给状况也必然受到其原料——石油的供应

状况的制约。因此，从长期看来，汽油在国内也仍将维持供不应求的现状。（见表

一） 

表一   2000年末全国成品油销售与库存情况统计（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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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累计销售量
累计自用

及其他 
产销率(%)

期末库存比

年初增长%
期末库存可供

销售(天) 
汽油 万吨 4079.9 54.1 100 24.9 13 
煤油 万吨 843.1 12.2 98 83.4 16 
柴油 万吨 7017.6 36 99.6 59.5 9 

润滑油 万吨 333.2 0.3 100.2 -2.7  

由上表可看出，国内的成品油市场存在着较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状况；尽管中石

油、中石化和中海洋等大型石化企业去年成品油产量都有所增加，但也远远无法满

足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本项目组建并产业化后，其产品的销售应不存

在任何问题。 

三、竞争优势 

1、 技术创新优势 

 本项目“含醇清洁汽油”目前在国内外都尚未形成产业化和规模化，其核心

技术——甲醇汽油与目前市售冶炼汽油实现任意互溶，而且不影响油品质量，解决

了甲醇汽油与市售冶炼汽油混合后的甲醇分离难题；而且由于其主要原材料是煤焦

油或油气田开采过程、石油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弃料和甲醇，开创了我国继石油冶炼

汽油之后第二条获取相同用途汽油的新途径。 

2、 成本与原料优势 

本项目产品“含醇清洁汽油”是利用油田气分离得到的大量轻烃和煤焦油，以

及大量使用甲醇，保证了该清洁汽油在原材料方面的低成本；同时，该项目采取科

学的生产工艺，并可得到液化气和含醇燃料油等副产品，进一步降低了主要产品—

—“含醇清洁汽油”的生产成本。目前市场汽油售价2.6-3.0元/L，一般汽油的生

产成本在2.0元/L，而该清洁汽油的生产成本却仅为1.5-1.7元/L，可见，由此产

生的利润空间是惊人的。 

3、 环保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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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底我国发布了GB17930-1999 车用无铅汽油的国家标准，并于2000年 1

与1日起全国所有生产企业一律停止生产车用含铅汽油，改产无铅汽油；全国所有

汽车一律停止使用含铅汽油，改用无铅汽油，并于2000年底全部实现汽油结构的

调整，升级为90#以上的无铅汽油。但是，使用无铅汽油只能降低排气中的铅含量，

而不能降低排气中的CO、HC及NOX的含量。 

 使用本项目产品“含醇清洁汽油”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该汽油不仅

无铅，而且其燃烧后产生的废气要低于目前无铅汽油的含量（CO≤0.56%，HC≤

294ppm）,并获得陕西省环境保护局颁发的环境保护认可产品证书，使该产品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清洁汽油”，也必将获得国家环保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 

4、 政策优势 

由于该项目属于高新技术，属节能环保型产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适值西

部大开发的大形势下，可争取获得国家和地方的税收等有关的优惠政策。 

5、 行业优势 

该项目所属石油行业目前在国内尚未形成真正的竞争态势，各企业的成品油如

前所述都供不应求；因此，由行业的大环境造成的行业优势是不可忽视的。 

6、 与其他清洁能源的比较优势 

目前全世界运用的清洁能源包括天然气、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等，但可

以肯定的是，还不可能有一种能源能取代石油的地位，特别是汽车用油，目前90%

以上的汽车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改用其他清洁燃料，因此保证了该项目产品

“含醇清洁汽油”在较长时间内仍将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前景。 

 由以上可以看出，“含醇清洁汽油”符合国家的环保政策与产业政策，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内其销量完全取决于其企业的生产规模，而其企业的高利润也取决其

迅速的产业化和规模化，以及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来支撑迅速扩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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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营销与市场规划 

 尽管本项目产品“含醇清洁汽油”的市场销售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

属于卖方市场，如第五章所述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销路的稳定性，但作为一个优

秀的现代企业，建立一整套科学、有效的营销体系是极为必要的。 

一、市场计划 

成品汽油是一种差异化较小的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消费者价格取向明显。

目前市场销售体系已由国有两大石化集团基本建成，控制了成品油绝大部分的零售

份额，在这种形势下，本公司在短期内将不计划建立自有独立的产品分销体系，整

体销售策略将与现行市场销售体系进行融合，具体计划如下： 

1、 主要用户 

公司的主要产品“含醇清洁汽油”的主要使用对象是城市汽车。因此，公司的

主要销售任务是面向城市汽车而进行展开；除此之外，公司还有其他产品和其他用

户，整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销售  

 

 

 
瑞力公司 

燃料用油 

工厂 

液化气 

销售 

销售 
销售 

生产 
生产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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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含醇清洁汽油 
交通运输工具 家庭 

销售 

生产 

2、 销售渠道与伙伴 

分销商与零售商将好似本公司主要渠道伙伴，建立与他们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利

益共享联盟对本公司的产品销售十分重要，两大石化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的成品油连

锁销售体系是我们市场计划中的重要环节，这些销售渠道分布合理，市场控制力强，

人员专业性强，队伍稳定，服务规范，是我们利用的战略性市场资源。我们的产品

销售途径如下图： 

 

 

 

 

（零售商）

加油站 

石化集团配送中  心

（零售商）（分销商） 终
端
用
户 

加油站 

瑞
力
新
能
源
公
司 

图三 

 

3、 销售价格 

本公司成品油之生产成本较冶炼汽油有明显优势，综合成本仅为其 75%左右。

因此，我们零售价格采取跟随者价格策略，按国家统一牌价销售产品，给分销商与

零售商适当让利，让利幅度 5%左右，以增强中间商对本公司产品销售的热情，从

而保障本公司产品的顺利销售 

 

16  



瑞力新能源商业计划书 

4、 营销组织 

质管部

销售一部 销售二部 销售三部

销售部 企划部

营销副总

图四 

  销售一部：面向大中城市的产品油销售 

  销售二部：面向小城市与农村市场的产品销售和公司辅产品的销售 

  销售三部：电子商务销售与国际产品市场销售 

 

5、 网络销售 

网络销售是公司发展的长远战略，利用互连网销售产品是一个新的营销渠道，

通过它可以用最低的成本介入全球市场。因此，公司在适当的时机将投入专门的人

力和物力建立自己的网络营销体系，配合公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将销售触

角伸展到世界各地，实现企业高速增长的目的。 

二、促销计划 

为了达到公司的销售目标，有效的促销手段是取得成功的关键。通过促销，加

强公司与中间商以及公众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依此促进公司产品的顺畅销售。我

们将采取以下促销方式为主要促销手段。 

1、 公共关系促销 

根据本公司产品销售特点，扩大销售将主要以依赖于政府推进新的能源政策以

及在本产品与现行成品油销售体系的融合程度和该体系内的配送机构，各加油站对

本产品的销售热情。因此，必须通过公共关系的手段，建立社会对本产品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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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本产品大范围推广的支持；同时要保持好与现行两大国有石化集团产品销售

体系的良好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充分利用成熟的市场网络，把本公司的产品

销售出去。 

2、 进行ISO9000或ISO14000认证进行促销 

公司建成投产后，要积极推进国际规范的产品生产管理方式，特别是对环保有

重大影响的产品生产，通过ISO9000或ISO14000等相关国际认证，是一种重要的

销售工具，它可以增进公众的认知程度，强化公司品牌形象，增强产品信任度。从

而缩短销售周期，扩大产品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因此，通过国内、国际相关机构

对产品的相关认证将列入公司主要销售促进计划。 

3、 参加贸易展销会方式促销 

这是一种有效的产品促销方式，通过参加全国各种形式的贸易展销会，展示产

品，在会议期间进行大规模的使用演示。邀请相关客户使用产品，是让众多客户了

解产品，认识产品，进而使用产品的较为有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这种方式让众

多消费者迅速认识本公司产品，以达到扩大用户规模的目的。 

第六章 股份公司组建方案 

一、拟建立股份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西安瑞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西安经济开发区泾河工业园区 

法人代表：董事长出任 

股本总额：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含醇清洁汽油系列产品，含醇燃料油，汽油抗爆剂的研究、开发、生产

和销售。其他环保和节能性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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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份公司设立方式和资产重组方式 

股份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主要发起人西安瑞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剥离现有含醇清洁汽油研究和生产经营性资产和技术成果无形资产入股,再联合石

油开采单位、大中型汽油销售单位等战略合作伙伴和相关风险投资公司、部分自然

人共同发起设立新股份公司。 

三、主要发起人概况 

企业名称  ：西安瑞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 西安市太华路沙厂东街126号 

法定代表人：刘尊榆 

注册资金  ：贰仟肆佰捌拾捌万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的改造；电子产品（除专控）、化工产品（除专 

控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开发、产、销售；环保产品开发、 

生产、销售（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机电产品（除汽车） 

针纺织品、汽车配件、通讯器材（除专控）、工艺品（除 

金银饰品）、建筑装饰材料、办公自动化设备的销售。 

 

西安瑞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93 年，是由刘尊榆等5个自然人投

资创办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公司最初的主要业务为进口纺织印染设备的消化吸收和

国产化技术改造，形成了一套完整技术服务和技术改造体系，成为全国 “瑞士平网

印花机联络中心”和 “进口印染设备调剂中心”。是全国纺织印染行业知名企业，连

续多年被西安市工商局评为 “重合同、守信誉”企业。公司在2000年成功实施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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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化改造，下属西安兰波电子科技发展公司，西安瑞力新技术开发公司、西安电镀

厂等10多家独资、控股或参股企业，已给形成了以高科技项目为龙头的集石油化

工、电子产品、计算机系统、高精度电路板、纺织印染、多种电镀、内外贸易、 

房地产开发和装饰装修等一体化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具有雄厚的技术、人才与资金

优势，具有坚实的市场抗风险能力。 

公司坚持 “科技以人为本” 的创业思想，注重科研投入和技术开发，先后完成

了10多项重要科技成果，为公司的技术结构升级和整体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含醇清洁汽油”技术即是多年来潜心研究取得的重大战略性成果，通过了省

级成果鉴定和行业系统测试，技术属国内首创、国际领先水平，将其尽快产业化，

无疑会为公司进一步发展起到 “助推器”的作用。 

公司上年实现销售收入1940万元，税后利润200多万元，现有总资产2900万

元，净资产2750万元。公司现有员工231人，其中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98人，高

级管理人员23人，科研与管理人员平均年龄38岁。公司人才结构比较合理，科研

实力雄厚，创新能力强，被西安市政府授予重点扶持保护企业，被西安市科委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 

四、资产重组方案 

1、 西安瑞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含醇清洁汽油经营性资产和货币资金

共计300万元投资入股，占总股本10%； 

2、 瑞力集团将含醇清洁汽油专有技术(专利授权后即为专利技术)的所有权

经评估后作价整体投入到股份公司，占股份公司总股本的20%； 

3、 其他投资人均货币出资，约2100万元，占总股本的70%。 

4、 评估基准日确定：按会计原则确定。 

20  



瑞力新能源商业计划书 

五、股本设置及股权结构 

    拟设立的股份公司总股本300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折股比例为1：

1，均为记名式普通股，股本总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 

   股本设置及股权结构如下：（表二）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占总股本（%） 

1 西安瑞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无形资产及部分实物 900 30 

2 西安兰波电子有限公司 货币 500 16.67 

3 西安瑞能投资管理公司 货币 400 13.33 

4 西安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200 6.67 

5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100 3.33 

6 西安技术产权交易中心 权益 40 1.33 

7 自然人股 货币 860 28.67 

 合计  3000 100.00 

 

六、股份公司的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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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七、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 

股份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总经理负责制的管理模式 

公司运行：董事会行使决策职能，总经理行使执行职能，监视会行使监督职能。坚

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离的原则，实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发展、

自我约束的良性运行机制。 

第七章 实施计划 

一、项目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现实施分为三期工程，一期融资目标（股权融资3000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2000万元），实现销售收入38673万元；二期对原有股东按每

10股送3股配3股（送配股价为1元），增加资本金投入1800万元，股本金

达到4800万元，利用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1000万元，实现销售收入63327

万元；三期在4800万元股本的基础上每10股送5股（送股价1元），股本金

达到7200万元，利用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1000万元，实现销售收入87733

万元。 

第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融资目标达到并实现产品销售目标的基础上，创造

在创业板或者主板发行上市的基本条件，然后对外发行3000万股，实现融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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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00万元,该部分资金投资后实现销售目标23亿元，实现税后利润2.18亿元。 

二、产量和销售目标 

阶段性融资目标实现后达到的产量和销售目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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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三、生产安排： 

    一期融资目标实现后，将完成下列生产设施的建设：在公司内设置一个生产车

间及辅助车间，生产车间包括含醇清洁汽油、民用燃料油和抗爆剂三条生产线。辅

助车间包括原料及成品罐区、循环水系统、变配电所、锅炉房、化学品库房、分析

化验室、维修（机、电、仪三修）等。其中锅炉房（增加一台4吨/小时燃煤锅炉）。 

 

四、生产班制及劳动定员： 

本项目为连续化生产，生产班制为五班三运转。年操作小时为8000小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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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份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管理人员 15人 20人 30人 

业务人员 65人 100人 160人 

合    计 80人 120人 195人 

五、 人员培训： 

    本项目管理人员及公司职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确保有能力和有经验的人员进

入公司，另外公司会和猎头公司合作去挖掘有素质的高层管理人员，包括生产管理

人员、市场营销人员和资本市场运做人员等。 

第八章 财务规划 

一、财务预测前提 

1、 含醇清洁汽油、抗爆助融剂、液化汽和含醇燃料油的市场售价分别为每吨

3200元、5000元、2800元和3000元。 

2、 主要原材料价格（含税价）：甲醇1650 元/吨，轻烃2400 元/吨，煤焦油

1500元/吨，容剂2400元/吨，助剂A1800元/吨，助剂B7500元/吨，助

剂C8000元/吨。 

3、 燃料与动力价格：新鲜水1.6元/吨，电0.54元/吨，导热油4000元/吨，

燃料煤180元/吨。 

4、 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5.85%。 

5、 生产负荷见图六。 

6、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折旧法，折旧期限为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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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收益预测(见下页表) 

 

 

 

 

       表四 损益表 
序号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 产品销售收入 38673 63327 87733 
2 销售税金及附加（或营业税） 3933 6440 8922 
3 总成本费用 32859 52230 67958 
4 营业外净收支 0 0 0 
5 利润总额 1881 4657 10853 
6 弥补上年亏损 0 0 0 
7 应纳税所得额 1881 4657 10853 
8 所得税 621 1537 3581 
9 出口退税 0 0 0 
10 税后利润 1260 3120 7272 

11 
每股收益（元） 0.42 1.04      

0.65（摊薄） 
1.51 
1.01（摊薄）

12 净资产收益率（%） 42.02 73.24 98.13 

 

三、财务管理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财务管理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

况，诸如在逐步发挥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作用过程中，如何进行投资决策和风险管

理问题；在逐步发展的资本市场中，如何利用各种证券融通资金并如何调整资金结

构问题；在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资金分配特别是实行股份制企业如何制定股利分配政

策问题，等等，都需要企业管理者认真对待，为此在新设立的股份公司中将按照下

列框架制订具体的财务管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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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在加强自身业务良好运做的基础上，争取通过科委的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为公司的后期发展

保证更多的现金流量。 

（二） 在金融市场上，公司在充分分析各种融资渠道的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

慎重选择融资手段和方式，如股权融资、公司债券或者可转化公司债券、国

家设立的各种扶持基金和银行贷款等。 

（三） 在资金的投放决策方面，将投资决策分为下列六种类型，根据不同类型公司

再决定评估方法（非折现法或者折现法），这六种类型分为：与维持公司现

有经营有关的重置型投资决策；与降低成本有关的重置型投资决策；与现有

产品或现有市场有关的扩充型投资决策；与新产品或新市场有关的扩充型投

资决策；与工业安全或环境保护有关的强制性或非收入性投资决策；其他投

资决策。 

（四） 在应收帐款和存货管理方面，公司要制定严格的信用政策和存货管理制度，

信用政策包括：信用标准，即客户为了获得交易信用所须的最低财务力量；

信用期间，即在客户购货后一直到付款所允许经过的时间；现金折扣，即为

促使客户尽早付款而给予客户的价格折扣；收帐政策，即公司具体的收帐程

序和标准。在存货管理制度方面，公司在充分分析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基础

上制订出经济定购量和再定购点。 

（五） 在融资政策制定方面，公司在充分分析内外因素的基础上将选择执行下列三

个方面的政策：中庸型融资政策、积极型融资政策和保守型融资政策。通过

正确的选择合适的融资政策，保证公司能够以尽可能底的成本取得源源不断

的资金供应。另外公司在业务运做过程中将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

股利分配政策，以保证经营过程的股本融资。 

（六） 在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 保证杜绝公司经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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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财务和经营风险。 

 

第九章 风险因素与对策 

 

  主要设立发起人在评价发行人本次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时，已经特别认真地考

虑了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主要风险因素 

    1、经营风险 

  本公司主要从事含醇清洁汽油及其他副产品等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等经营

业务,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1)设备和原料供应风险: 

含醇清洁汽油的主要原料有油气田副产品轻烃和煤焦油等化工产品，若这些

原料被发现有新的、使用量大的用途，它的供应价格就可能有较大上升，将增加本

公司含醇清洁汽油产品的生产成本，给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石化行业是国有企业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之一，本公司主要原材料轻烃等油

气田副产品主要是由几大国有石化集团下属油田生产，当本公司产品生产规模扩大

后，与原材料供应者形成竞争时，对方有可能控制本公司的原料供应，形成本公司

经营上的风险。 

(2)安全生产方面的特殊风险 

    石化行业、特别是成品油行业属于易燃易爆危险作业的行业，在产、供、销等

环节都必须进行严格的危险作业管理，如果作业疏忽酿成事故，则会给企业造成不

可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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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场风险 

(1)价格波动风险： 

近年来，成品油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目前形势看，主要是走强，给公司

带来了许多机遇，但如果成品油市场供过于求，产品价格迅速下降时，将会给公司

盈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 

(2)受相关行业的制约风险 

作为本公司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交通运输业、城市出租车行业的发展对本公

司的产品销售起着较重要的作用，国家对私人汽车消费政策的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本公司的产品销售。 

  (3)同类技术的竞争风险 

 对于本公司清洁汽油技术的主要竞争对象是“油改气”项目，目前，在国内

洁净燃料的来源上主要是油改气项目，与汽油相比，液化石油气价格相对低廉，因

此，各地"油改气"工程快速发展。我国已有20多个城市开始了公共汽车和出租汽

车燃气的改装，将部分燃油汽车改为使用液化石油气（LPG）或液化天然气（LNG）

等清洁燃料，共改装燃气汽车近8万辆，建设加气站百余座。预计随着油价波动的

加剧和燃油税的开征会有越来越多的汽车改装成LNG型汽车。随这项工程规模的扩

大，将会降低大城市对成品汽油的消费，间接影响公司产品的销售。 

   3、行业风险 

  (1) 环保风险 

  本公司主要产品属化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废渣、废气，虽均已

按照要求处理并达标排放，但随着我国环保要求的提高,此类规定可能会在今后有

所提高，而间接导致本公司产品成本增大。 

  (2)成品油行业竞争风险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清洁汽油面临的风险是国内生产能力可能逐步增大，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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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西北地区，随着国内外成品油行业竞争将日趋激烈，在服务及价格等方面的竞

争将可能对本公司产品的销售和收益产生一定的影响。 

4、财务风险 

本公司为尽快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实现股东效益最大化，在企业经营中采取

负债经营的形式。在企业占用资金量较大的流动资金方面，主要靠银行贷款，形成

一定负债。这就要求企业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减少资金使用成本。

如果企业销售推广不力，或遇到市场低潮，导致流通领域资金占用量过大，就会造

成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形成财务风险。 

  5、加入WTO的风险 

中国入世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加入 WTO 后，可能形成国际石油和成品油向我

国市场输入增加，关税降低，进口油的价格也会随之下降。这样，我国油市和价格

和容量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直接影响本公司成品油的销售和获利能力。同时

国外同类技术也会进入国内设厂，与本公司形成竟争局面，从面会削弱本公司目前

的竞争优势，公司盈利能力下降。 

     6、政策风险 

石化行业中我国国有企业占较大比重，仍属高度垄断的行业，本公司企业自

身的生存空间相对较小，无法与国有三大石化集团直接竞争，只能在其夹缝中生存，

因此如何在纳入其整个产销体系的同时趋利避害，仍是一大课题，也必然存在一定

风险。 

其次，石化行业特别是成品油行业由于其具有的特殊战略意义，在今后一段

时期内仍将是国家计划管制的行业，这就有可能给本公司的经营和效益形成一种政

策风险，即国家将其价格、产量控制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使其指导价格在一定

程度上偏离市场价格。这种调控对本公司效益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当经济过热、通货

膨胀率过高时，国家以牺牲石化行业的效益为成本，增加成品油的供应量包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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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成品油的数量并以行政手段压低其价格，使其指导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以平抑物

价。而本公司属民营企业，价格损失难以从国家补贴中得获得补偿，这将直接影响

本公司的经济效益。 

本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享受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

策。此优惠政策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本公司的盈利水平。 

二、主要风险对策 

    1、经营风险之对策 

  (1) 设备和原料供应风险之对策 

在清洁汽油项目业务中，在主要原材料供应方面，本公司计划采取以下两项

措施：一是本公司将利用目前原材料买方市场的优势，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质

量好、交货及时、价格合理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签订长期供货合同，

通过与规模大、信誉好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保证原料供应。并计划在

本企业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吸引上游原材料供应企业参股或与之相互持股，建立利

益共同体，以此保证长期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其次本公司同时可利用煤焦油为主要原材料生产清洁汽油，并以此实现原材

料供应多元化，减少对石化行业的过度依赖，保证公司的长远发展。 

(2)安全生产的风险对策 

    公司将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消防法》以及行业内

的规章制度组织企业的生产、供应、销售。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切实防范风险的

产生。本公司已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监控，并对设备进行定期检修、更新改造，及

时排除事故隐患。同时，本公司已建立健全了生产安全委员会，层层落实专人抓好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具体负责人。此外，通过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或培训，提高

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业务工作能力，以强化现场管理的安全教育，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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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2、市场风险因素之对策 

  (1) 价格波动风险之对策 

  本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进行节能降耗的研究和技改，通过技术改造、

节能降耗、扩大规模等方式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

竞争能力，从而降低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本公司将选择一批相关技术和产品的上、

下游企业,加强联合，形成战略合作关系，以降低本公司的市场风险。 

   (2) 受相关行业制约风险之对策 

本公司将通过加强营销力度，创新营销、促销策略，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增大产品的销售区域，同时加大技术投入，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产品的应用领域等

措施来降低受相关行业制约的风险。 

    (3)同类技术竞争风险之对策 

  针对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通过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进一步探索能够符合用

户要求的技术，加大售后跟踪服务力度，本公司除继续开拓清洁汽油项目的原有优

势外，正在加大环境保护方面的开发，争取在环境保护领域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

同时加快清洁汽油供应中心的建设, 形成获得更大利润的技术商业模式。 

  3、行业风险因素之对策 

  (1)环保风险之对策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对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个污染源采取

相应治理措施,通过技术改造，使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使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环保

标准，降低公司生产经营中的环境保护要求的风险。 

  (2)成品汽油行业竞争风险之对策 

  本公司将依托强大的科研开发能力和积极的技术服务，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

附加值，降低清洁汽油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同时,本公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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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新产品及其衍生产品，对有限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4、财务风险的对策 

    针对财务风险，本公司将产品营销放在企业经营的重要地位，加强营销队伍的

建设和营销手段的提高，减少流通领域的资金占用，并将此作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的重要途径。同时公司将逐渐以部分企业盈余补充流动资金，合理规划企业资金占

用，合理负债，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以此防范企业财务风险。 

  5、加入WTO风险之对策 

本公司针对可能到来的激烈市场竞争,在3—5年的缓冲期内,一方面依托科研

开发实力,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改造等措施拓宽产品系列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

低产品成本;另一方面提高管理水平，加强营销体系的建设。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努

力,提高本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力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6、政策风险之对策 

本公司一方面将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与合作，争取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大力

支持，尽量争取长期享受已拥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同时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与本公司经营发展相关的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变

化，并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与预测，发挥民营企业在经营机制上的优势，合

理调整本公司的产品结构和数量，经营发展方向，强化公司对新政策的适应能力。

从而减小政策变化对本公司发展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32  



瑞力新能源商业计划书 

 

 

 

 

 

 

 

 

 

 

 

 

 

33  



瑞力新能源商业计划书 

 

附 件 目 录 

 

 1 科技成果鉴定证书(2000.3.17) 

 2 检验报告(2000.2.1) 

 3 检验报告(2000.2.8) 

 4 检验报告(2000.1.10) 

 5 陕西省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产品认可证书, (2000)陕环产子 

第003号(2000.5.11) 

 6 科学技术项目查新报告(2000.1.14) 

 7 专利受理通知书(2000.4.11)  

 
 

34  



第 34 卷 第 2 期 财经研究 Vol134 No12
2008 年 2 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Feb12008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

刘小勇 ,李　真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财政分权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证上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

题。文章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测度了 378 对省际间的市场分割度 ,随后 ,利用

1986～2005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经济分权、对外开放、FDI、相对财富、政府

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和地理距离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 ,重点研究财

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发现 ,财政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 ,尤其是收入分权 ,而

经济分权则降低了市场分割度 ,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此外 , FDI、对外开放、政府相对

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 ,而相对财富的提高则有利于

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关键词 :财政分权 ;经济分权 ;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 : F06216 ;F812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9952 (2008) 02Ο0088Ο11

收稿日期 :2007Ο12Ο15

作者简介 :刘小勇 (1980 - ) ,男 ,江西新干人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

李　真 (1981 - ) ,女 ,山东日照人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引 　言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财政分权改革 ,使得各地区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地

方政府的利益与地方经济的发展联系更为紧密 ,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

本地经济的积极性 ,但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保护地方经济的冲动得以加强。

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是 ,地方市场分割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实行“放权让

利”、行政性分权以后出现的 ,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基本上没有出现

过这类现象。关于中国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研究文献中 ,大都把财政分权

作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文献普遍认为财政分权

强化了地方保护本地经济的动因 ,从而将观察到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现象

归因于财政分权 ,现有文献的另一个共性之处就是仅从理论上和逻辑上得出

了这样的推论 ,但是并没有从实证的角度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

割的影响效应。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来检验中国财政分权对地区分割的影响

效应 ,以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是 :第一 ,利用国内商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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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构造出全国 378 对省份间的相对价格方差 ,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各省

份和全国市场分割度 ;第二 ,综合地考虑了财政分权、经济分权、对外开放、利

用外资、相对财富和地理距离等各方面因素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并将重点放在

了对财政分权因素的分析上。

二、文献回顾

　　Naughton (1999) 比较了 1987 年和 1992 年中国省际工业品的贸易流量 ,

发现省际贸易流量有所增长且制造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 ,

这和全国市场一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Naughton 的结论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

地方财政分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间竞争是有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的。

Poncet (2002、2003)基于国内省际间贸易流量比重下降的证据 ,认为各省更

加倾向于自给自足 ,国内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白重恩等 (2004) 发现 ,

1985 - 1997 年间中国的区域专业化程度经历了早期的微弱下降 ,随后有相当

大的提高 ,由此 ,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一体化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许新鹏 (

2002) 则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周期相关度来考察 ,结果表明中国市场一体化正

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程度如何难以刻画。朱恒鹏 (2004) 利用地区与全国

物价指数的差异度测度市场分割度 ,发现 1994 年以来中国市场一体化水平基

本没有提高。黄赜琳、王敬云 (2006)根据边界效应方法 ,发现 1997 年中国地

方保护相当于欧洲统一大市场内部独立国家之间的情况 ,农业保护最为严重 ,

商业运输业其次 , 紧接着是轻工业、采选业、重工业等。陆铭、陈钊等 (2006)

根据两地一价定律 ,采用相对价格方差测度了 1985 - 2001 年全国和各地区市

场分割度 ,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地区的市场分割度都经历了先放大而后缩窄

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国内市场总体上是走向一体化的。从上述文献来

看 ,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测度方法 ,得出的结论也相差较大 ,关于中国市场分

割程度的走势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众多学者聚焦于市场分割程度争论的同时 ,也不断深入探讨中国国内市

场分割形成机制和影响市场分割的因素 ,以期寻求消除市场分割、促进国内市

场一体化的办法。银温泉、才婉如 (2001) 认为行政性分权及其后果是地方市

场分割的发源和基础。Li , J ie , Larry D1 Qiu , Qunyan Sun (2003) 通过构造

两阶段博弈模型 ,发现中国市场分割主要源于地区间贸易保护 ,而地方财政分

权和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则会导致地区间保护程度的提高。何智美、王敬云

(2007)认为政治锦标赛机制有利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不利于合作 ,会带来

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以上文献都仅从理论上说明了市场分割和地方保

护产生的原因 ,而并没有进行实证检验。

　　Poncet (2004) 在实证研究中将财政预算占 GDP 比重及政府消费 (作为

供给方因素)和失业率 (作为需求方因素) 等解释变量纳入了回归方程。估计

结果显示 ,失业率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均加剧了市场分割。平新乔 (2004)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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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揭示了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和对产业实施控制与保护的背后

存在着巨大的物质利益 ,哪里生产要素 (主要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 ,则政府

就有动力对该产业实施控制 ,并认为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经

济基础。陆铭、陈钊等 (2006)发现经济开放对国内市场整合的影响是非线性

的 ,在经济开放水平较低时 ,经济开放会加剧国内市场的分割 ,但进一步的经

济开放能够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同时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就业压力和政府消

费的相对规模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

　　从以上实证研究的文献来看 ,众多学者在论及地方市场分割的同时 ,大都

认可中央向地方的分权为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经济、实行市场分割提供了激励 ,

但是关于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效应和方向还尚未有人研究 ,本文正是

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 ,从实证的角度测度中国市场分割程度 ,并检验财政分权

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三、中国地区市场分割测度和描述性分析

　　(一)地区市场分割度的测量

　　11 测算方法。研究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最核心的

任务便是测度市场分割程度 ,现有文献对市场分割度测量的方法主要有“生产

法”、“贸易法”、“专业指数法”和“价格指数法”,本文遵循 Paresley、Wei (2000、

2001)和陆铭、陈钊等 (2006)的测算方法 ,采用价格指数方法测度地区市场分

割程度。相对价格方差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

　　(1)计算相对价格绝对值|ΔQk
ijt | ,ΔQk

ijt = L n (p k
it / Pk

jt ) - L n (p k
it - 1 / Pk

jt - 1 ) 。

　　(2)采用去均值 (deΟmean) 方法消除与特定商品种类相联系的固定效应

ak (fixed - effect s)带来的系统偏误。具体做法是 :设|ΔQk
ijt | 由 ak 与εk

ijt两项组

成 ,ak 仅与商品种类 k 相关 ,εk
ijt 与 i、j 两地特殊的市场环境相关。要消去 ak

项 ,应对给定年份 t 、给定商品种类 k 的 |ΔQk
t | 在 378 对省际之间求平均值

|ΔQk
t | ,再分别用这 378 个|ΔQk

ijt | 减去该均值。以去均值的方法得到|ΔQk
ijt |

- |ΔQk
t | = (ak - ak ) + (εk

ijt -εk
ijt ) ,令 qk

ijt =εk
ijt -εk

ijt = |ΔQk
ijt | - |ΔQk

t | 。

　　(3)最终用以计算方差的相对价格变动部分是 qk
ijt ,记其方差为 Var (qk

ijt ) 。

在这里 qk
ijt仅与地区间市场分割因素和一些随机因素相关。

　　21 价格指数选择及数据说明。本文地区市场分割度测量所选择的商品

遵循陆铭、陈钊 (2006)的范围 ,选择了各地区 1985 - 2005 年各年商品零售价

格分类指数中的九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具体为 :粮食、鲜菜、饮料烟酒、服装

鞋帽、中西药品、书报杂志、文化体育用品、日用品以及燃料。需要说明的是由

于不同年份商品种类划分的变化 ,为了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数据 ,2003 年之后

文化体育用品价格指数采用文化办公用品价格指数 ,部分年份饮料烟酒价格

指数为烟酒茶价格指数。本部分数据全部来自 1985 - 2006 年各年中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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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重庆、海南、西藏的数据较短或缺失较多 ,并不包括在内 ,1997 年以后

四川数据为不包含重庆数据 ,而之前包括 ,本文认为重庆从四川分立出去 ,并

不会对四川整体价格指数产生较大影响 ,故仍将四川纳入分析范围。

　　(二)中国国内市场整合趋势分析

　　11 全国市场整合趋势分析。按照测算得到的 378 对省际间的相对价格

方差按年进行平均 ,可以得到 1985 - 2005 年各年全国平均相对价格方差综合

指数的数据。我们发现 1985 - 2005 年这段观测时期内 ,全国相对价格的振动

呈现由剧烈波动到小幅波动进而趋于平缓的态势 ,这和陆铭、陈钊 (2006)年的

结论相一致。从图 1 可以看出 ,1995 年以前相对价格波动较为剧烈 ,相对价

格方差总体趋势并不明显 ,在波峰波谷之间上下摇摆 ;而 1995 年之后波幅趋

于平缓 ,虽个别年份呈现小幅上升 ,但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据此 ,我们判

断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地区间商品市场分割并非如 Young (2000) 和 Pon2
cet (2002)所揭示的那样愈演愈烈 ,而是呈现出日渐整合的趋势。

图 1 　全国相对价格方差平均值走势

　　从图 1 还可以看出 ,全国相对价格波动较为剧烈的时间段正好是中国财

政体制改革的不断调整阶段 ,1985 年中国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

干”的财政体制 ,1988 年在此基础上又分别实行了六种不同的包干方法 ,1994

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 ,而相对价格的波动基本和这几次改革的时机暗合 ,

1994 年之前中央和地方关系并不稳定 ,中央在财政压力下不断调整分权方

案 ,使得地方政府行为的短期化较为严重 ;相比较而言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

虽然仍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相对之前的财政体制其稳定性更好 ,地方

政府也具有较好的预期 ,从而其行为方式也从过去的短期行为转为长期规划 ,

从而市场分割程度相对之前有所趋缓。从 1997 年开始中国又进行了一系列

财政制度改革 ,如预算外支出范围的调整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采购

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政府行为 ,对政府行为形成了制

度约束 ,这有助于促进市场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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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省际间市场整合趋势分析。本文经过测算共得到全国 (除海南、重庆

和西藏) 378 对省际之间 21 年的市场分割度数据 ,整理发现 378 对省际相对

方差变动趋势和全国大体一致 ,也是先放大后缩小 ,总体趋势是在缩小 ,说明

各省市间市场正走向一体化。为了验证各省市之间市场分割度的收敛是否具

有规律性 ,本文利用 Eviews510 对 378 对“省市对”相对价格方差进行了单位

根检验 ,发现样本拒绝单位根假设 ,说明各“省际对”相对方差缩小有规律可

循 ,据此可以认为各省际之间市场分割在不断缩小 ,正走向一体化。
表 1 　相对价格方差单位根检验

检验方法 统计量 概率 截面 观测值
原假设 :各截面序列均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
Levin , Lin & Chu t 3 - 5310712 010000 378 7313
Breitung tΟstat - 1612260 010000 378 6935
原假设 :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
Im , Pesaran and Shin WΟstat - 4214678 010000 378 7313
ADFΟFisher ChiΟsquare 3302125 010000 378 7313
PPΟFisher ChiΟsquare 4109111 010000 378 7560

表 2 　历年“省际对”相对价格方差排名

年份/ 名次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 376 位 第 377 位 第 378 位
1985 北京 —河南 河南 —新疆 河南 —云南 天津 —河南 江西 —贵州 江西 —湖北 山西 —宁夏
1986 上海 —贵州 上海 —云南 贵州 —宁夏 吉林 —上海 天津 —黑龙江 安徽 —河南 辽宁 —黑龙江
1987 河南 —广东 辽宁 —广东 浙江 —河南 广东 —青海 江西 —河南 内蒙古 —宁夏 内蒙古 —吉林
1988 天津 —广东 广东 —青海 辽宁 —广东 上海 —广东 浙江 —安徽 内蒙古 —浙江 江西 —云南
1989 内蒙古 —湖北 内蒙古 —浙江内蒙古 —安徽内蒙古 —上海 湖北 —甘肃 广东 —云南 云南 —甘肃
1990 湖南 —宁夏 广东 —宁夏 江西 —宁夏 内蒙古 —宁夏 江西 —云南 山西 —内蒙古 河北 —山西
1991 福建 —河南 福建 —贵州 福建 —宁夏 福建 —广东 辽宁 —湖北 陕西 —青海 黑龙江 —江苏
1992 安徽 —广东 安徽 —福建 湖南 —广东 浙江 —安徽 河北 —云南 江苏 —湖北 河北 —辽宁
1993 广东 —陕西 浙江 —贵州 浙江 —陕西 河北 —浙江 辽宁 —江西 山西 —山东 山东 —陕西
1994 河南 —广东 天津 —宁夏 湖南 —甘肃 湖南 —青海 内蒙古 —上海 山西 —新疆 陕西 —新疆
1995 黑龙江 —云南 吉林 —云南 内蒙古 —湖南 辽宁 —云南 河南 —湖北 江西 —青海 安徽 —山东
1996 河南 —湖南 河南 —广东 江苏 —湖南 河南 —青海 吉林 —湖北 吉林 —四川 四川 —陕西
1997 北京 —湖南 北京 —山东 北京 —广西 北京 —辽宁 浙江 —福建 湖南 —四川 四川 —甘肃
1998 山西 —江西 江西 —陕西 黑龙江 —江西 河北 —江西 黑龙江 —四川 江苏 —安徽 江西 —湖南
1999 北京 —河南 北京 —陕西 北京 —山东 北京 —湖北 内蒙古 —青海 贵州 —甘肃 山西 —江苏
2000 北京 —广西 北京 —云南 北京 —宁夏 北京 —黑龙江 内蒙古 —吉林 吉林 —江苏 广东 —广西
2001 天津 —四川 天津 —湖南 天津 —宁夏 河南 —四川 天津 —安徽 广西 —青海 河北 —内蒙古
2002 安徽 —新疆 浙江 —新疆 江西 —新疆 湖北 —新疆 内蒙古 —陕西 湖南 —青海 河北 —内蒙古
2003 北京 —上海 北京 —福建 北京 —云南 北京 —新疆 河北 —贵州 江西 —宁夏 吉林 —浙江
2004 安徽 —云南 山西 —云南 云南 —陕西 江西 —云南 内蒙古 —河南 陕西 —甘肃 湖北 —陕西
2005 湖南 —云南 湖南 —新疆 湖北 —云南 安徽 —云南 河北 —山东 河北 —黑龙江 辽宁 —河南

　　各省市市场化分割程度总体上都表现缩小的同时 ,其变动幅度则呈现出

较大的差异。表 2 为历年 378 对省际相对价格方差排名前四位和后三位的

“省际对”,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年份排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但总体而言相邻省

份间相对价格方差较小 ,表明相邻省份之间市场分割程度相对较小。但是 ,这

一结论并不绝对 ,以北京为例 ,2000 年以来 ,在北京和全国其他 27 对省市相

对价格方差中 ,北京 —河北 ,北京 —天津大都排名在前面 ,其中 2002 年北京 —

天津排名第一。从表 1 也可以看出许多年份 ,非相邻“省市对”之间相对价格

方差差异较小的省份也大有所在 ,这些表明可能相邻省份之间也存在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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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割 ,而相隔较远的省份之间反倒可能会有更好的合作。
表 3 　各省市场分割指数排序情况

省份 1985 - 2005 年 排序 1985 - 1994 年 排序 1995 - 2005 年 排序 1985 年 排序 2005 年 排序
北京 01 2535 1 01 2810 13 012285 1 01 5750 4 010578 9
广东 01 2350 2 01 4027 1 010827 13 01 4993 7 010333 27
上海 01 2265 3 01 3320 3 011306 3 01 4046 19 010753 4
天津 01 2176 4 01 3079 7 011354 2 01 5911 3 010451 14
福建 01 2119 5 01 3458 2 010901 8 01 4566 9 010331 28
河南 01 2087 6 01 3309 4 010976 7 01 7629 1 010403 17
内蒙古 01 1954 7 01 3202 5 010820 14 01 3773 26 010633 5
湖南 01 1942 8 01 2966 10 011011 5 01 3971 20 011128 2
宁夏 01 1918 9 01 3110 6 010834 12 01 3883 23 010538 10
浙江 01 1830 10 01 2969 9 010796 20 01 4449 11 010481 12
陕西 01 1829 11 01 2994 8 010771 23 01 4296 13 010400 18
云南 01 1827 12 01 2433 25 011275 4 01 5593 5 011455 1
广西 01 1823 13 01 2950 11 010799 19 01 5178 6 010360 26
河北 01 1760 14 01 2873 12 010749 26 01 4250 15 010458 13

安徽 01 1745 15 01 2687 14 010890 9 01 4095 18 010590 8
新疆 01 1724 16 01 2529 19 010993 6 01 4958 8 010849 3
山西 01 1676 17 01 2639 16 010801 17 01 3821 24 010416 15

黑龙江 01 1673 18 01 2678 15 010759 25 01 6310 2 010399 19
四川 01 1643 19 01 2555 17 010814 16 01 4233 16 010363 25
吉林 01 1610 20 01 2525 20 010778 21 01 4544 10 010404 16
贵州 01 1610 21 01 2531 18 010773 22 01 3890 22 010396 20
青海 01 1609 22 01 2501 22 010799 18 01 3800 25 010394 21
江苏 01 1608 23 01 2449 23 010844 11 01 3748 27 010368 24

湖北 01 1576 24 01 2410 26 010818 15 01 3900 21 010625 6
辽宁 01 1564 25 01 2441 24 010767 24 01 4211 17 010391 22
甘肃 01 1553 26 01 2505 21 010689 27 01 4265 14 010507 11

江西 01 1548 27 01 2287 28 010876 10 01 4440 12 010607 7
山东 01 1471 28 01 2360 27 010663 28 01 3664 28 010381 23

　　31 各省市场整合趋势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财政分权和其他因

素如何通过影响各省市地方政府的行为而形成的对市场整合的作用。因此 ,

本文将 378 对省际间的指数按省市合并 ,例如 ,北京的市场分割指数就是北京

和北京以外的其他27个省市之间的市场分割指数的均值 ,其他各省市的市场

分割指数也是这样计算的。更确切而言 ,每一个省 (市) 的市场分割指数表示

的实际上是这个省与所有其他省 (市)的市场整合程度。分别观察各省的市场

分割指数 (图略) ,可以看出 ,各省 (市)的相对价格指数绝对水平或者变化幅度

各异 ,但总体而言 ,大致同全国的变化趋势相同 ,大多数省 (市) 的市场分割指

数随着时间的推进趋于收敛。

　　从表 3 可以看出整个样本期间 ,北京的市场分割指数最大 ,其次为广东 ,

上海排名第三 ,天津排名第四 ,结合从 1985 - 1994 年和 1995 - 2005 年两个分

样本期间的排序来看 ,在这两个阶段各省的排序变动较大 ,上海和天津的排序

则相对较稳定。从 1985 年和 2005 年的排序来看 ,各省 (市)在过去的 21 年时

间内 ,分别调整了自己的战略 ,有的过去市场分割较严重的在短期行为受到惩

罚之后可能加快了市场整合的步伐 ,从而使得其市场分割度在全国排序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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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而有的省份则整合力度较小 ,从而使得相对排名提高。从表 3 还可以更加

直观地看出相对 1985 年 ,各省市的市场分割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各

省市下降幅度呈现出较大差异。

四、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和变量涵义

　　为分析政府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建立如下面板数据回归方程。

　　segmit = ai +β1fdit +β2openit +β3fdiit +β4 govit +β5 extrit +β6 rwit +β7 soeit +μit

　　被解释变量 SEGM 即为本文所测算的各地区价格变动方差 ,反映地区分

割度 ,该指标越大说明地区分割度越高。因此 ,当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时 ,该

变量促进市场一体化 ;而当解释变量系数为正时 ,则其阻碍市场一体化进程。

　　11 FD ,表示财政分权度。乔宝云(2002)选择了人均省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全部

财政支出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 ,计算公式为 FD =
人均省级支出

人均省级支出 +人均中央支出
,

其中人均省级支出为各省人均财政支出 ,人均中央支出为全国人口平均支出。

本文遵循乔宝云的方法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具体分权度衡量指标包括 : (1)

FDE ,预算内财政支出分权度指标 ; (2) FDR ,预算内财政收入分权度指标 ; (3)

FDTE ,预算内外财政支出总和分权度指标 ; (4) FDTR ,预算内外财政收入总和

分权度指标 ; (5) FDSS ,财政自给率 ,以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衡量。

　　21 O PEN ,表示对外开放度 ,采用各省进出口额占 GDP 比重衡量 ,由于进

出口额是以美元计价 ,采用各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进行换算 ,人民币兑美元

中间价数据来自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

　　31 FDI ,各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比重。同对外开放度一

样 ,也采用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进行换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沿海省份的示范作用下 ,各省也将引入外资作为发展本省

经济的重要战略之一 ,为了引入外资各省纷纷推出各种显性的和隐蔽的优惠

政策 ,为了增加本省对外资的吸引力 ,地方政府保护人才和资源外流的动机可

能加大 ,因此预计 FDI 对市场分割的影响为正向。

　　41 GOV ,政府预算内外支出占 GDP 比重 ,反映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

响程度 ,以及地方政府的财力需求 ,该指标比重越大 ,一方面反映了地方政府

参与资源配置的能力越强 ,干预市场的能力也越强 ,从这点来看 ,预计该指标

对市场分割的影响为正 ;另一方面反映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压

力越大 ,越需要提高财政收入 ,在中央转移支付既定的条件下 ,地方政府在财

力压力下会采取各种措施追求收入最大化 ,而这种措施既可能是保护本地市

场而设置地区间壁垒 ,也可能是放开市场 ,引入外部财源 ,从这一方面考虑 ,该

指标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效应不确定。

　　51 EXTR ,衡量财政分配秩序和纪律 ,采用预算外财政支出占预算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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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衡量。该指标越大 ,反映财政分配秩序越混乱 ,财政纪律越松散 ,越容易

给予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经济而分割市场的能力 ,预计该指标影响效应为正。

　　61 RW ,相对财富衡量指标 ,采用各年各地区人均 GDP 占全国人均 GDP

比重衡量。该指标反映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本地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一般而

言 ,一地区经济相对于其他地区越是落后 ,在全国所处经济地位越低 ,越是有

激励采取分割市场的政策 ;反之 ,一地区经济相对于其他地区越是发达 ,在全

国经济地位越高 ,越是有激励采取促进市场整合的政策 ,所以预计该指标对市

场分割度的影响效应为负。

　　71 SO E ,该指标为经济分权指标 ,也称之为市场化指标。采用非国有工业

企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来刻画市场化和经济分权进程 ,该指

标值越大 ,反映经济分权度越高 ,市场化进程快。预计该指标对市场分割度的

影响效应为负。

　　81DISTA ,距离指标 ,反映各地区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距离 ,借鉴骆许

蓓、朱农 (2006)的做法 ,本文采用调整距离进行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

　　(1)计算地区 i 在年份 t 的公路网密度和铁路网密度 ,分别记为 DRit 和

DFit ,定义该省份在年份 t 的交通网络密度 Dit = a1t DRit + a2t DFit ;

　　(2)定义地区 i 和 j 之间运输距离 Dist ij为其公路距离和铁路距离的加权

平均值 (权数为对应年份公路货运量和铁路货运量的相对比重 ,ait 和 a2t ) ,计

算公式为 Disij = a1t Dist Rijt + a2t Dist Fijt ;

　　(3)定义地区 i 和 j 之间调整距离 DistAij = Distijt / Dit 。调整距离同时反映运

输距离和运输途径交通便利程度对运输成本的影响 ,是运输成本的较好衡量标

准。地区间运输成本越高 ,则地区间价格差异性会越大 ,所以预计该指标对市场

分割度的影响为正。本文公路距离和铁路距离数据分别来自《新编实用中国交通

地图册》第 6 至第 7 页和第 10 至第 11 页(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第 2 版) 。

　　(二)数据来源

　　本文如未经特别指出 ,所用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工业

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 1950 - 1991》、《中国财政统计 1950 - 1985》、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中宏数据库统计数据库、2005 年各地

区实际利用 FDI 以及 1998 年、2000 年和 2004 年宁夏实际利用 FDI 数据来自

2006 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本文样本包括中国大陆除海南、重庆、西藏以外

的其他 28 个省、市、自治区。

　　(三)估计结果

　　根据本文采用的财政分权度指标 ,按照基本回归模型本文共构建了五个

回归方程 ,分别检验不同指标衡量的财政分权对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根据

Husman 检验 ,回归方程 (1) 、(2) 、(3) 和 (4) 均在 5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随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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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模型 ,故认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效果更好 ,回归方程 (5)在 5 %显著性水平下

拒绝固定效应模型 ,故认为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更好。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市场分割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固定效应
(2)

固定效应
(3)

固定效应
(4)

固定效应
(5)

随机效应

FDE
010019867

(0194)

FDR
01002999 3 3 3

(4155)

FD TE
- 01 0022201

( - 1147)

FD TR 01 0039734 3 3 3

(41 25)

FDSS
01 0010564 3 3 3

(31 30)

OPEN
010002194

(0159)
- 10000844
( - 01 23)

01 0001524
(01 40)

01 0000683
(01 18)

01 0004722 3

(11 81)

FDI
01007744 33

(2129)
01 0076368 3 3

(2138)
01 0097733 3 3 3

(21 91)
01005989 3

(11 83)
01008789 33 3

(31 17)

GOV
010019323

(1121)
010011736

(0174)
01 0013593

(01 82)
01 0028815 3

(11 82)
01 0017862

(11 58)

EXTR
01 0014067 33

(4147)
01 0007139 3 3

(2108)
01 0013061 3 3 3

(41 09)
010007312 3 3

(21 11)
01 0010747 3 3 3

(31 33)

RW - 010015198 3 3 3

( - 3106)
- 01001792 33 3

( - 31 74)
- 010012218 3 3

( - 2147)
- 01 0019795 3 3 3

( - 41 03)
- 01 0003348 3 3 3

( - 21 76)

SOE 010024798 3 3 3

(3134)
010012586 3

(1165)
01 0021276 3 3 3

(21 82)
010016185 3 3

(21 17)
01001564 33 3

(31 36)

DISTA 71 87e - 09 3 3

(2122)
51 75e - 09 3

(1164)
71 30e - 093 3

(21 04)
51 82e - 09 3

(11 65)
11 59e - 09

(11 14)

C
010015748

(1. 13)
010017395 3 3 3

(2175)
01 0042128 3 3 3

(11 50)
01 0010549

(11 47)
010007663 3 3

(21 14)

观察数 558 558 558 558 558

RΟsq 01 0094 010185 01 0102 010132 011647

　　括号内为 t 值和 z 值 , 33 3 、3 3 、3 分别表示 1 %、5 %和 10 %水平下显著。

　　从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效应来看 ,无论是预算内财政收入分权还是预

算内外财政总收入分权对市场分割度都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 ,而且统计上显

著。这说明地方政府拥有的收入权越大 ,越有动机和能力去推动市场分割 ,从

而保护本地区利益。以财政自给率衡量的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度具有显著正

效应 ,说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高 ,中央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受到的阻碍可能

会越大 ,地方财权越大 ,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越难实施 ,地方也越可能为了本

地利益而牺牲全国利益。预算内财政支出分权对市场分割度的影响效应也为

正 ,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预算内外财政总支出分权对市场分割

度的影响不显著为负。

　　从对外开放和 FDI 对市场分割的效应来看 ,对外开放度指标除了回归方

程 (2)系数为负之外 ,对外开放度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效应为正 ,回归方程 (5)显

著 ,其他则在统计上不显著。对外开放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并不显著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其效应可能被 FDI 的影响有所减缓 ,因为进出口中许多源自于外商

投资企业。FDI 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效应和预期一样 ,显著为正 ,各省为了争夺

FDI 会通过种种利好措施包括地方保护措施展开全面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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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预算内外支出占 GDP 比重对市场分割效应为正 ,回归方程 (4)显著 ,

其他则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明政府规模的扩大 ,在财政压力和公共服务需求

下 ,政府在收入最大化动机下可能会选择保护本地企业 ,限制资源外流和外地

产品流入。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 ,

财力分配秩序越差、财政纪律越糟糕 ,地方保护本地利益的动机和机会越大。

　　相对财富、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和运输成本指标对分割度的影响

和预期一样 ,相对财富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显著为负 ,一省市经济地位的提高有

助于该省市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面临竞争 ,更愿意和其他省份合作。非国有

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显著为负 ,说明经济分权和市场化进

程的加快有利于地区市场一体化发展 ,有助于在全国形成统一的共同市场。

经济分权越深 ,市场化程度越高 ,企业自主权越大 ,企业的发展也更加专业化 ,

企业会通过各种合作的方式绕过地区壁垒 ,例如采取在对方地区设立分部或

合资、股份等形式与实行区域壁垒地区企业合作。采用距离衡量的运输成本

对市场分割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这说明距离对两地价格差异的影响显著 ,随着

我国近年来公路建设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 ,连接地区间实际有效距离

不断缩短 ,这有助于地区间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检验财政分权对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 ,经过实证分析

发现 ,财政分权、尤其是收入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程度 ,阻碍了全国商品市场

一体化进程。为此 ,国家应该调整现有财政分权模式 ,建立更科学合理的财政

体制 ,如将流动性税种收归中央 ,逐步取消税收返还 ,建立更加完善的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 ,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在支出方面 ,应该合理划分各级

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财政分权从客观上会刺激地方本位的形成 ,所以中

央政府应该了解这点 ,从而在制度设计上加以防范 ,合理发挥地区本位的积极

作用 ,而限制其消极作用。经济分权和相对财富的提高则促进了市场整合程

度 ,政府相对规模的扩大则不利于市场整合。所以 ,应该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范

围的调整和转换 ,尤其是要合理界定地方政府职能 ,政府要退出竞争性领域 ,

将更多的微观资源配置交由企业。本文同时发现 ,一省 (市) 相对财富的提高

有益于市场整合 ,因此应加快区域间协调发展 ,不断缩小地区差距。FDI 占

GDP 比重的提高明显加剧了市场分割程度 ,这表明各省市为了争夺 FDI 而可

能采取种种措施 ,如限制本地资源和人才外流 ,限制外地竞争商品和企业的进

入 ,这些措施加剧了市场分割 ,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进程。对外开放度也加剧了

市场分割 ,但是并不显著。财政分配秩序的混乱给地方政府实行地方保护提

供了机会和可能 ,今后还应该继续加快公共财政的建设步伐 ,取消预算外资

金 ,统一纳入预算内资金范围 ,加快财政制度建设 ,从制度上化解地方政府的

负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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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Market Segmentation

L IU XiaoΟyong , L I Zhen
( School of Economics , S handong Universit y , J inan 250100 , China)

　　Abstract :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 ralization on domestic market inte2
gration is still an open issue to empirical st udy1 Firstly , t his paper measures

378 provinceΟtoΟprovince market segmentation degree using regional RPI1
Then , t his paper uses Chinese p rovincial panel data f rom 1986Ο2005 to st udy

t he effect s of fiscal decent ralization , economic decent ralization , opening ,

FDI , relative wealth , government relative scale , and ext raΟbudgetary ex2
penditure p roportion of budgetary expenditure , and geograp hic distance on

market segmentation1 We focus on t 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 ralization1 This

paper finds t hat fiscal decent ralization especially revenue decent ralization

st rengt hens market segmentation , but economic decent ralization enhances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1 Besides this , t his paper also finds t hat FDI , o2
pening , government relative scale , and ext raΟbudgetary expendit ure p ropor2
tion of budgetary expendit ure deteriorate market segmentation , but impro2
ving of relative wealt h can enhance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1
　　Key words :fiscal decent ralization ; economic decent ralization ; market

segmentation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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