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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产业政策的改革方向是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契合我国产业政策改革的目标，

对产业政策措施进行竞争评估，将产业政策措施对竞争的损害降至最低，是产业政策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我
国在确立了公平竞争审查进路的基础上，借助于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这一助推力量，遵循比例原则所要求的分
析框架进行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即分析产业政策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产业政策措施是否可实现产业政策
目的、是否对市场竞争损害最小，产业政策目的与竞争损害之间是否达到利益均衡。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可
以预防和减少行政垄断行为，有效抑制产业政策的负面效应，将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维持在必要的、合
理的、适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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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产业政策是国家规划、诱导产业的形成、发展，促进或限制产业发展所采取的公共经济政策，
其主要作用是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产业发展进行干预和影响，以实现产
业结构的合理化、现代化并推动产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① 产业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习惯于依靠产业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但随着产
业政策弊端的陆续显现，也出现了诸多批评的声音和理论反思。

产业政策源于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的不足与失灵，同时受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
平、经济发展道路、产业国际竞争力等诸多复杂要素的影响，很难依据产业政策 “好”或者 “坏”
的简单评价作出是否应当放弃产业政策的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选择都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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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为 2015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反垄断战略研究” ( 15JZD018) 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产业政策的概念自上世纪中叶被提出来以后，其确切含义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都存在争议，能够达成共识的是，产业政
策体现了政府对市场运行和产业发展的干预和影响，是公共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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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已经为其准备好的理论，而需要在经济运行中不断探索。正如 Aghion等学者所强调，政策制定
者已不应再继续关于发展中的经济体 “需要”或者 “不需要”产业政策的二元化争论，而应当将
工作的重点转向如何科学设计和如何有效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上来。② 产业政策在我国的存在是不
争事实，同时产业政策现有的诸多不足与缺陷也要求其必须尽快进行改革。我国产业政策的改革是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促进和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保障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重要举措。而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则是我国产业政策现
阶段改革的核心任务，进而能够决定我国产业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我国产业政策系统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公平竞争审查

我国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初步建立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计划经济的思维仍然影响着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甚至计划经济理论可能
会被改头换面为“产业政策”。如果政府借助产业政策过度地干预经济，可能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
例如，从 2006 年开始，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扶持光伏产业，但在政策的扶持下，光伏
产业却陷入了“越过剩越投资，越投资越过剩”的怪圈。③ 又如，产业政策对有些特定产业实行保
护，却使这些产业内的企业形成依赖心理，不愿意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再如，产业政
策的制定者可能会与利益集团相互勾结，通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的微调或适当倾斜来谋取利益。④

产业政策存在的各种不足和实践中的种种弊端表明，单纯依靠产业政策制定者的自律无法保证制定
和实施“好”的产业政策，也无法有效预防和阻止 “不好”的产业政策出台，因此亟须引入对产
业政策的评估、审查等约束机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我国的适时构建和实施，可以有效形成对即
将出台或已经实施的产业政策进行竞争评估，致力于将产业政策措施对市场竞争的损害降到最低，
进而成为现阶段我国产业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具体而言，公平竞争审查对产业政策合理
化的功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1. 公平竞争审查的目标契合我国产业政策改革的目标
公平竞争审查是指政府部门在制定有关政策措施时，要考虑其可能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确保政

府相关行为符合公平竞争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在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防止排除和限制竞争，保
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
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⑤ 国务院 《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 ( 国
发 ［2016］ 34 号) 指出: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政府过度和不当干预市场，有利于保障资
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我国产业政策改革正
是要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产业的特点，合理设计产业政策，保证企业间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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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文、孙早、牛泽东: “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资源错配”，《经济学家》2014 年第 9 期，第 23 页。
参见张杰: “基于产业政策视角的中国产能过剩形成与化解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5 年第 2 期，第 13 页。
参见刘慷、王彩霞: “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由日本学者对产业政策的质疑说起”， 《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 年第 11

期，第 12 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 中发 ［2015］ 8 号) 提出“要探索实施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 2015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 ( 国发 ［2015］ 26 号) 提出“建立和规范
产业政策的公平性、竞争性审查机制”。《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 国发 ［2015］ 32 号) 强
调“加快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 中发 ［2015］ 28 号) 明确要求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高的竞争程度，防止企业利用产业政策的扶持寻求行政保护下的利润，⑥ 防止产业政策的功能异化
架空竞争政策，尽可能避免产业政策的负面效应。对我国产业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可以建立竞争
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机制，促使政府产业主管部门在制定有
关产业政策措施的过程中，考虑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可以确保产业政
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贯彻公平竞争的理念和要求，尽可能实现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快推动
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转变，让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能够形成合力。⑦ 公平竞争审查
与产业政策改革目标的一致性使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成为产业政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2016 年 5 月，国务院转发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 2015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
意见》要求 “促进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有效协调，建立和规范产业政策的公平性、竞争性审查
机制”。

2. 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可以保证产业政策尊重市场机制
市场的活力在于竞争，政府产业主管部门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有可能只关注产业可持续发

展、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安全或其他重大利益等特定的产业政策目标，缺乏全面考虑产业政策可
能带来的各种成本，尤其是对市场竞争的不当影响。“拟定政策初始就用心维护竞争空间的这一概
念，政府往往不够重视，因此，在追求政策目标时，却可能以市场竞争之伤害为代价，使该市场的
发展受到限制，对国家社会经济而言，相当可惜。”⑧ 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可以促使产业政策制定
部门重视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在不得不对市场竞争产生影响的情况下，选择尽可能对市场
竞争影响或限制最小的方案。从是否不必要、不适当损害或者限制市场竞争这一视角出发重新思
考、评估甚至修改、废止现行的产业政策，⑨ 将会是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主要工作任务，
以保障产业政策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尊重。

3. 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可以防止产业政策异化并尽可能实现产业政策中性化
现代各国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手段，而更多是在 WTO 规则许可

的条件下，着眼于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欧盟要求产业政策必须在 “开放和竞
争的市场原则上采取行动”，产业政策必须以市场导向为原则，在干预方式上表现为由侧重特定产
业部门扶持的部门干预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横向产业政策过渡。瑏瑠 现阶段我国产业政策的现实是，政
府产业主管部门还无法完全避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强调产业规划与产业政策，无法完全避免制定
和实施指向性很强或偏好性过强的产业规划指导，甚至可能无法完全避免按所有制性质、按规模
大小和按地区等非市场化原则进行调控和影响。例如，各级政府产业主管部门就某一热点产业集
中实施所谓的“加速推进规划和支持政策”，却可能导致出现过剩性新兴产业，以及造船、钢铁、
平板玻璃等严重过剩的传统产业的产能扩张。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和实施的应当是尽可能
中性的产业政策，应当防止不必要或不适当地借助产业政策等手段来影响经济发展，防止严重扭曲
市场资源配置功能，降低市场运行效率，进行寻租等问题的出现。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就是要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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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陆剑: “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选择与协调”，《宏观经济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158 页。
参见赵展慧: “国家发改委解读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为行政权力划定 18 个‘不得’”，载中国政府网 http: / /www. gov. cn /

zhengce /2016-07 /08 /content-5089315. htm，2016 年 7 月 18 日访问。
陈和全等: “公平交易法与其他法规竞合竞争评估标准之研究”，台湾地区“公平交易委员会”《2009 年委托研究报告 7》，

第 188 页。转引自王健: “政府管制的竞争评估”，《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第 11 页。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 ( 国发〔2016〕34 号) 规定: 政策制定机关在政策制定过

程中，要严格对照审查标准进行自我审查。经审查认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可以实施; 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应
当不予出台，或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后出台。没有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不得出台。

参见孙彦红: 《欧盟产业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17 页。



正产业政策目前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力图通过对市场竞争的维护来防止产业政策的异化以及尽可能
实现产业政策的中性化。

4. 各国 ( 地区) 公平竞争审查的相关制度可为我国提供经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内涵广泛，各国 ( 地区) 的竞争评估制度以及竞争咨询制度，都是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的应有之义。其中，竞争评估 ( competition assessment) 是指竞争主管机构或政府产业主
管部门通过分析、评价拟定中的或现行的法律可能 ( 或已经产生) 的竞争影响，提出不妨碍政策目
标实现而对竞争损害最小的替代方案的行为。为了最大程度推广对公共政策的竞争评估的经验，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专门颁布了 《竞争评估工具》 ( 2007) 、 《竞争评估指南》 ( 2010 ) 、
《竞争评估原则》 ( 2010) 、《竞争评估步骤》 ( 2010) 等文件，阐明了竞争评估范围、方法、流程等
制度要素，为各国制度构建和实施提供参考。竞争咨询 ( competition consultation) 是指政府产业主
管部门在制定涉及竞争问题的法律 ( 政策) 时，需要事前咨询或听取竞争主管机构的意见，以最大
限度确保竞争不被扭曲。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有权介入或参与联邦电信委员会、联邦能源委员
会、联邦海事委员会等机构任何涉及反垄断法或竞争政策的程序; 有权向总统、国会和其他政府部
门提出任何对于影响竞争的行为、程序的合理性的观点和建议。瑏瑡 日本产业主管部门在电信、天然
气、电力和交通领域采取影响竞争的措施前都需要咨询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意见。公正交易委员会以
反垄断法为依据展开调查，在必要的情况下提出意见，或者在存在进一步改善空间的情形下提出建
议。日本《政府政策评估法》要求产业主管机关在拟定相关产业法规时，应评估各种管制政策对市
场竞争的利弊，这样既能保障政策目标达成，又能维护市场竞争机能。瑏瑢 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各州
和各地方政府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共同彻底审查了包含限制竞争内容的法律，整理出一份包括上千
部法律的目录清单。在 1995 年之后的六年里，所有法律都经过了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以判断它们
是否会阻碍竞争。如果是，就进一步评估其是否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审查的指导原则是法
律、法规不应当限制竞争，除非它被证实: 该项限制竞争的法律、法规带来的公共利益整体上大于
成本; 同时，法律目标只能通过限制竞争的方式取得。瑏瑣 由此可见，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已有较
为成熟的国际经验可供借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可以成为我国产业政策
改革中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选择。

二、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基础: 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的可实现性

道宾对美国、英国、法国的铁路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 迥然不同的产业政策范
式产生了相似的增长率，在这些国家发展出的总体铁路产业政策范式中，几乎没有交叉采纳的证
据。由于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范式与其政治文化深深地纠缠在一起，道宾认为，它们趋向于保持自
己的独特性，而不是顺应国际模式。瑏瑤 任何一个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均与这个国家的制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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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ICN，Advocacy Provisions，2003，p． 36，http: / /www. 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 org / library. aspx? search = ＆group = 5＆
type = 0＆workshop = 0，visited on May 10，2016．

参见注⑧，王健文，第 13 页。
参见叶高芬: “澳大利亚行政性垄断规制经验及其启示———基于‘国家竞争政策’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报》2015 年第 3 期，第 79 页。
参见 ［美］ 弗兰克·道宾: 《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张网成、张海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4-187 页。



我国产业政策也当然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并会根据国情作出自己的选择。我国的政策选择不会
是完全放弃产业政策，从本质上讲，产业政策不应当作为竞争政策的对立面存在，而应当与竞争政
策融合在一起。尽管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可以通过改革转型为竞争友好
型的产业政策。这里所称的竞争友好，是指产业政策通过塑造或完善市场机制来促进市场竞争，通
过避免以政府的判断和选择代替市场机制来维护市场竞争，通过重视市场竞争进而保证产业政策应
当尽可能小地对竞争造成不必要损害或不合理影响; 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得不对市场竞争产
生消极影响时，应当选择对市场竞争损害或影响最小的方案。欧盟产业政策一直发挥着或大或小的
作用，且基本实现了竞争友好。瑏瑥

1. 我国产业政策可通过培育市场并为市场竞争创造条件来实现竞争友好
哈耶克、阿尔钦、凯瑟尔、威廉姆斯、利比斯坦等经济学家均认为，市场竞争是提高配置效

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可靠机制。瑏瑦 由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低，市场扭曲现象广泛
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导致较为严重的资源错配。瑏瑧 适当的
产业政策，得藉以规避从自由竞争到合理竞争结构的不必要代价，以及弥补自由竞争之不能; 同
时，合理的竞争结构也意味着在可以竞争的领域、环节，应当避免缺乏竞争的状况。瑏瑨 因此，我国
现阶段产业政策的改革可以通过塑造、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来实现产业政策追求的目标，可以通过对
市场竞争的扶持、构建和维护，通过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培育市场以及构建公正公平的市场
环境，尤其是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市场环境，来努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瑏瑩 也因此实现
产业政策的竞争友好。

2. 我国产业政策可通过避免以政府判断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竞争友好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一个筛选机制和发现过程，在机会公平、起点公平的前提下，只有通过

无数次争胜竞争过程才能筛选出暂时的赢家。如果政府试图用行政干预代替市场竞争的自发作用，
不仅欠缺决策所需要的生产成本、消费者喜好、技术发展前途等在竞争过程中才能逐渐显示的知识
和信息，难保决策正确无误，而且挑选赢家的结果必然导致被选择的主体对政府的偏袒产生依赖
性，失去激烈竞争所激发的创新激励。瑐瑠 美国经济学者丹尼·罗德里克认为: 看待产业政策的正确
方法是把它视为一个发现过程，一个企业和政府共同发现潜在的成本和机会并参与战略合作的过
程。产业政策的合理模式不是一个自主性的政府来独自实施庇古税或补贴措施，而是在私人部门和
政府之间采取战略性的合作，去发现哪里才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障碍，以及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
克服这些障碍。瑐瑡

我国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应当避免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忽视，避免用行政干预排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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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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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1992 年欧盟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 130 条对欧洲共同体的产业政策作了专门规定，并授权委员会具体执行其产业
政策。2007 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又将该条改为第 173 条，即: “联盟和各成员国应保证有利于联盟工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得以
存在。为此目的，联盟和各成员国应根据开放和竞争的市场原则采取行动，旨在 ( 1) 加速工业调整以适应结构变化; ( 2 ) 为联盟
内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营造有利的环境; ( 3) 为企业间的合作营造有利的环境; ( 4 ) 更好地挖掘创新、研究与
技术开发政策的工业潜力”。

参见张昕竹、马源、冯永晟: 《中国电信行业规制 ( 上卷) : 电信竞争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 页。
参见注②，王文等文，第 22 页。
参见史际春: “资源性公用事业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15 年第 8 期，第 4 页。
参见刘社建: “中国产业政策的演进、问题及对策”，《学术月刊》2014 年第 2 期，第 83 页。
参见刘桂清: “产业政策失效法律治理的优先路径——— ‘产业政策内容法律化’路径的反思”， 《法商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124 页。
参见 ［美］ 丹尼·罗德里克: 《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张军扩、侯永志等

译，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8-99 页。



代市场竞争的自主选择，避免扭曲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当前，我国产业政策一个
显著特点和缺点恰恰是以政府的判断和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对市场供需状况的判断以及控
制供给来代替市场的协调机制。合理科学的产业政策需要关于生产成本、消费者偏好、开发新产品
及实现技术创新的完全知识，而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市场竞争过程的展开而逐渐显示和暴露出来，在
市场过程产生这些信息之前是无法获取它的。政府代替市场机制来进行选择，反而会压制市场主体
进行知识发现的积极性，阻碍市场自发调整过程，导致市场运行效率低下，我国产业政策应尽量避
免以政府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瑐瑢 进而实现产业政策的竞争友好。

3. 我国产业政策可通过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来实现竞争友好
产业政策实施的手段很多，既有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政府采购等间接诱导手段，

也有鼓励、允许、限制、禁止等直接管制手段，还有行政指导、信息指导、经济展望、约谈等柔性
规制手段，产业政策在选择措施手段时应关注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就我国产业政策而言，最应重
视和反思的措施手段是市场准入控制、政府投资瑐瑣与政策补贴瑐瑤，这三点也决定了我国产业政策与
欧美产业政策的根本不同。我国产业政策在制定与实施中应尽可能避免出现政府与市场的双失灵，
那种试图通过市场准入控制、投资项目审批、选择性培育特定企业来提高市场集中度与做大做强企
业的做法，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严重影响市场竞争效率。例如，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点以
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并非所有的行业都完全适合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但政府有关部门在构
建市场准入制度时，可以通过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来明确地告知哪些行业暂时不允许自由的市场
进入，从而增加市场主体的可预期性，减少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指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
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瑐瑥 2016 年 3 月，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汇总、审查形成的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 ( 试点版) 》以通知
形式印发，并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四个省、直辖市试行。草案列明了在我国境内禁止和限
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共 328 项，包括禁止准入类 96 项，限
制准入类 232 项。市场准入改革的实施步骤是: 按照先行先试、逐步推开的原则，从 2015 年底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累经验、逐步完善，探索形
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及相应的体制机制，从 2018 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瑐瑦 我国限制市场准入的产业政策会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从而大大降低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对竞争的影响最为直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构建和实施，有利于实现竞争友
好型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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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飞涛、李晓萍: “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 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中国工业经济》2010 年第 9 期，
第 34 页。

参见叶卫平: “产业政策法治的现状与展望”，《法学》2013 年第 5 期，第 158-159 页。
参见姚海放: “论政府补贴法治: 产业政策法、财政法和竞争法的协同治理”，《政治与法律》2017 年第 12 期，第 14 页。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

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2014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 国发 ［2014］ 20
号) 要求“改革市场准入制度。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
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2015 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 ( 国发
［2015］ 55 号) 。

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 ( 试点版) 〉答记者问》，载国家发改委网站 http: / / tgs. ndrc．
gov． cn /ggkx /201604 / t20160408-797745. html，2016 年 5 月 6 日访问。



4. 我国产业政策应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竞争的不必要损害或不合理影响
OECD竞争评估工具书指出，为提升公众利益而实施的限制竞争政策，如对市场进入、价格、

产出或生产方式的限制措施往往是代价很大且无效的……同时可能存在成本较低的其他监管方式，
如市场激励或对竞争没有影响的政策等。瑐瑧 市场经济有效竞争的程度是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
大化的根本因素，当前我国产业政策的问题在于，其可能会不当地干预经济主体运行，因此，需要
预判产业政策限制竞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的不合理限制。
例如，补贴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
协定》第 27 条第 1 款规定: 各成员承认，补贴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发挥重要
作用，但具体的补贴政策是否科学、合理则需要根据产业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个案分析。那些可以普
遍获得的，对资源配置扭曲较小的补贴可以采用，但那些只有特定行业，尤其是特定企业才能获得
的、排他的、严重扭曲资源配置、造成不公平竞争的补贴，则需要思考其是否对市场竞争造成了不
必要的损害和不合理的影响，进而关注如何将其对市场竞争的伤害降至最低。

2014 年 7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指出: “围绕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
监管不到位问题，坚持放管并重，实行宽进严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样的政策选择也是我国产业政
策改革的路径。随着我国经济领域政府职能的转变，产业政策应当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引入竞争，应
当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瑐瑨 而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或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造成不当或
过度损害的产业政策必然会是竞争友好型的产业政策。

三、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进路: 审查主体、
审查对象与审查原则的明晰完善

任何政策实施超出边界均会带来不良效果，不当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带来损失。如果产业政策体
现的是行政干预的随意，就会阻碍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这也是我国产业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的
根源之一。因此，对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的产业政策予以法治约束，防范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不当的
限制、排斥或扭曲，瑐瑩 可以有效预防行政垄断行为的产生，也是我国构建和实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的目标追求。随着国务院发布 《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
江苏、北京、湖北、陕西、辽宁、宁夏等省、市、自治区陆续出台相应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意
见，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联
合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 ( 暂行) 》，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的审查主体、审查对象以
及审查原则已经逐步明晰并进一步完善。

1. 审查主体是执法合作框架下的自我审查
2016 年 7 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 〈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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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汉洪、权金亮: “日本、韩国的竞争评估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中国物价》2016 年第 4 期，第 22 页。
参见时建中: “论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兼论反垄断法在管制型产业的适用”，《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 年

第 7 期，第 8 页。
参见注瑐瑠，第 120 页。



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委内工作程序的通知》，规定发改委委内按照 “谁起草、谁审查”的原则，
各司局分别负责本司局拟出台政策措施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在起草过程中严格进行自我审查，形
成书面审查结论。瑑瑠 这种由政策制定机关进行自我审查的机制存在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制定机
关是利益相关方，其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利益牵连较多，有可能使公平竞争审查的实际效果达不到
预期目标; 也由于其本身的职权和角色定位，缺乏进行竞争评估的意识与能力，在公平竞争审查主
体存在多种模式可供选择的前提下，瑑瑡 自我审查的主体选择只是一种阶段性的选择。2016 年 12 月
22 日，为切实加强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协调指导，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效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通过《关于同意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 国办函 ［2016］ 109 号) ，同意
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28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但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主要职责是在国务院领导
下，统筹协调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相关工作; 加强各地区、各部门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方面的信
息沟通和相互协作; 研究拟定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等。瑑瑢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实施说明即使
公平竞争审查主体是政策制定部门自身，但这种自我审查机制也是在执法合作的框架下进行，而不
是纯粹的、绝对的自我审查。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主体应该是执法合作框架下的自我审查机
制，主要理由为: 其一，由于产业政策制定机关对于制定产业政策的背景、目的、措施更为了解，
对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更准确的把握，由产业政策制定机关自行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可以节约审
查成本、提高审查效率，也可以将保护市场竞争与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构建和实现
竞争友好型的产业政策。其二，产业政策制定机关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理应有义务和责任确保相
关产业政策不会对市场竞争造成严重影响或不合理损害，也有义务和责任防止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
准的产业政策措施的出台。而且，产业政策制定机关对其制定的产业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过
程，也是其增强公平竞争意识的过程，还是其将维护公平竞争内化为政府自觉行动的过程。其三，
我国产业政策数量众多，不同产业政策的出台均有其特定和复杂的产业背景，若由竞争执法机构直
接对产业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巨大的工作量是目前我国的竞争执法机构无力完全承担的。其
四，执法合作机制可以弥补产业政策制定机关自我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不足，竞争执法机构在产业
政策制定部门自我审查时可承担竞争咨询、竞争倡导与公平竞争审查监督等职责，协助和引导产业
政策制定部门做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例如，产业政策制定机关可以就公平竞争审查中遇到的具体
问题，向履行相应职责的竞争执法机构提出咨询。竞争执法机构基于政策制定机关提供的材料，提
出咨询意见。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产业政策制定机关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政
策措施的，可以向竞争执法机构举报，竞争执法机构有权进行调查，并向产业政策制定机关或者其
上级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相关情况和处理建议可以向社会公开。另外，联席会议制度也可以协调公
平竞争审查工作并提供宏观和规则上的指导，在推动公平竞争审查的执法合作问题上发挥重要作
用。如果产业政策制定机关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时，对存在较大争议或者部门意见难以协调一致的问
题，可以提请同级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协调。联席会议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根据相关工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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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委内工作程序的通知》，载国家发改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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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竞争审查可以建立多元化的审查机制，如政府机关自行审查、上级部门监督性审查、反垄断执法机构外部审查以及委
托第三人专门审查等。

参见《关于同意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载中国政府网 http: / /www. gov. cn /zhengce /content /2017-
01 /24 /content-5162929. htm，2017 年 2 月 4 日访问。



召开会议进行协调; 无法协调一致的，由政策制度机关提交上级机关决定。其五，为了避免产业政
策制订机关自己审查自己，审查效果可能难以保证等问题的出现，我国已经建立约束自我审查的公
平竞争审查定期评估机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 ( 暂行) 》已经对定期评估制度进行了细
化，包括明确了定期评估的时限要求、机制建立要求，并提出鼓励委托第三方评估等，便于定期评
估的实际操作与运行。其六，执法合作框架下的自我审查机制不会排除社会监督，甚至社会监督是
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的应有之义。目前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社会监督方式有: 公众举报; 听取利
益相关方意见; 影响较大的政策措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必
须组织听证的，应当在听证中增加公平竞争审查内容; 向社会公开产业政策制定机关出具的公平竞
争审查报告等。瑑瑣 执法合作框架下的自我审查机制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可以较为有效地预防自我审查
的种种弊端。

2. 审查对象以“增量政策措施”为主，兼顾对“存量政策措施”
只要产业政策可能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必要、不合理的限制，就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但由于

缺乏经验和审查技术、力量有限、信息掌握不充分，我国现阶段还不可能对所有产业政策进行审
查，所以审查对象的确定会秉持 “全面审查与新旧兼顾”的原则，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就目前来
看，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重点会是新制定的产业政策，同时在必要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逐步对正在实施的产业政策进行竞争评估、审查、清理。

产业政策制定机关在对新增产业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同时，会积极推进对存量产业政策的
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对于市场主体反应比较强烈、问题暴露比较集中、反竞争影响比较明显的产业
政策，政策制定机关应及时启动公平竞争审查; 对于竞争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涉嫌行政垄
断的产业政策，政策制定机关应及时进行竞争评估和审查; 对于以合同协议等形式给予企业优惠政
策的产业政策措施，以及部分立即终止会带来重大影响的产业政策措施，政策制定机关可以设置过
渡期，但实际实施的优惠政策不能溯及既往; 对于已经通过公平竞争审查的产业政策在实施之后，
也要定期评估其实施效果以及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甚至停止实施。如山西
省人民政府 2017 年 1 月颁发的《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规定:
“坚持先增量后存量，在规范增量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同时，逐步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
争的存量政策。做好整体规划，分阶段、分步骤稳妥推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瑑瑤

3. 审查原则是防止限制竞争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非歧视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只有在具备充分的社会公共利益诉求并且有足够的

法律依据等前提下，才可以对不同产业、不同类型的企业作有差别性的制度安排，包括对所谓的主
导产业或者战略产业加以扶持。瑑瑥 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并不是要废止产业政策或否定产业政策的
作用，而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产业政策的不合理之处，实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机融合，
制定和实施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欧盟运行条约》关于国家援助的规定就是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有
机结合的例证，其第 107条第 3款明确规定，以下类型的国家援助与内部市场相协调: ( 1) 为推动生
活水平太低或者就业严重不足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提供的国家援助; ( 2) 为推动具有欧盟整体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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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规划或者为消除成员国经济生活中的严重混乱而提供的国家援助; ( 3) 为推动某些经济部门或
区域发展而提供的国家援助; ( 4) 为推动文化和保护文化遗产而进行的国家援助; ( 5 ) 理事会根
据委员会的提议以特定多数同意的其他国家援助。欧盟委员会批准上述情况的国家援助主要是出于
对市场不完善性、企业经营的不稳定性、中小企业保护、生产要素流动的不充分性等情况的考虑。瑑瑦

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关注产业政策为了实现产业发展等社会公共利益目标，是否会
对市场竞争造成的不必要、不合理、不适当的限制。根据《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的意见》，我国产业政策公平审查主要是依据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标
准、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和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进行判断，并且特别规定: 没有法律、法规依
据，不得制定减损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政策措施; 不得违反《反垄断法》制定含有排
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如果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具有排除、限制性影响，就需要产业政策制定
机关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对可能或已经产生的竞争影响作出评估，进而寻求对竞争影响最小但仍然
可以取得产业政策目标的替代方案，以保证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竞争友好性。

4. 审查可以政府补贴措施为有效的突破口
产业政策可能会采用准入限制、政府补贴、税收减免、资源要素的低价使用以及政府采购中的

区别待遇等措施，鉴于政府补贴是我国产业政策经常采用的措施，且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较为明显直
接，因此在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中可以作为工作推进的突破口之一。政府补贴不仅包括政府给予
特定主体的资金补贴，而且包括现有亏损补偿、税收优惠、贷款支持等类型的间接补贴。目前，我
国政府对于补贴措施的选择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何判断政府补贴措施的合理性以及识别出可
能或已经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后果的补贴措施，是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应当完成的任务。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补贴行为都无法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因为不同方式的补贴措施可以产生不同的政
策效果，以竞争兼容方式施行的补贴措施可通过扩大竞争，抵冲补贴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并获取创新
激励效应。但行业存在一个有效竞争阈值，当竞争程度已经过高时，继续施加补贴会降低企业对行
业竞争压力的敏感性，引致企业“为补贴而生产”和产能过剩风险。所以产业政策存在一个以行业
竞争程度等行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最优实施空间，越偏离最优实施空间，施政效果可能越会背离政策
制定者的初衷。瑑瑧

例如，我国现行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中的补贴措施就面临公平竞争审查的考验。在公平竞争
审查中，首先需要分析制定产业政策的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当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创新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的目的正当性被证成之后，接着需要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选择的补贴措施是
否可以实现该产业政策目标，而我国新能源产业政策在此就受到质疑。有观点认为，我国新能源汽
车补贴政策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决定新
能源产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是充电电池的续航里程、体积、重量和充电时间，但按现有的补贴政
策，即使新能源汽车电池很大，但只要能够增加续航里程，就可以得到财政补贴。当补贴政策忽略
了电池的体积、重量、充电时间等指标时，可能并不符合新能源汽车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 其二，
由于补贴数额高，为了拿到补贴资金，企业会按照补贴所要求的技术标准进行研发，这也可能不符
合产业核心技术发展方向; 其三，高额的补贴机制会导致新能源汽车产业形成过多的市场进入，产
能过剩风险增加; 其四，有些企业领取的补贴甚至高于生产成本，于是新能源汽车市场价格信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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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甚至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瑑瑨 如果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采取的补贴措施不能实现
产业发展目标甚至有违产业发展目标，在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中，就可以要求修改现行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政策中的补贴措施，要求制定和实施具有较强的竞争兼容性、补贴力度适当性，并根据产
业发展动态变化的补贴政策，甚至取消补贴政策。

四、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分析工具: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发端于 19 世纪初的德国警察法，最初的含义包括三项子原则，即手段符合目的的妥
当性原则、手段所造成的损害最小的必要性原则，以及手段对个人的损害与增进的社会利益相平衡
的均衡性原则。瑑瑩 后来比例原则逐渐延伸到宪法、刑事诉讼法等公法领域，瑒瑠 要求国家对基本权利
的限制与由此得以实现的社会利益之间必须有合理的、适度的、成比例的、相称的、平衡的关系，瑒瑡

力图确保基本权利即使在 “必要”的情况下受到限制，也不会受到 “过度”和不当的侵害。比例
原则作为利益衡量的分析工具，可以考察不同方式、手段和行为对不同利益的增进、损害，并进而
权衡利益得失，以寻求最合适的方式，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将抽象标准具体化，增强了执法、司法实
践的可操作性。瑒瑢 欧盟法院在 1971 年 Internationale Handelsgesellschaft 案中指出，比例原则渊源于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EEC 条约) 第 40 条第三项: 共同体……可以采取一切措施来实现第 39
条所要求的目的，但是，只能是对实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措施。该判决使欧盟法上的比例原则从原
先控制行政或者执行层面的裁量逐渐拓展到对政策性措施的普遍适用，瑒瑣 为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
审查运用比例原则作为分析工具提供了域外经验。《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的意见》规定: “属于下列情形的政策措施，如果具有排除和限制竞争的效果，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
可以实施: ( 1)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或者涉及国防建设的; ( 2) 为实现扶贫开发、救灾救助
等社会保障目的的; ( 3) 为实现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的; ( 4) 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政策制定机关应当说明相关政策措施对实现政策目的不可或缺，且不会严重排
除和限制市场竞争，并明确实施期限。”这表明，我国产业政策作为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之一，其制定和实施应当具有目的正当性、措施必要性、合理性与适度性。因此，产业政策公平竞
争审查可运用比例原则作为分析工具，通过在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与限制市场竞争的手段之间进行
衡量，来判断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或者损害是否超过了必要、合理的限度。

尽管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括三阶子原则分析，即为达成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应能达成目的之妥当
性原则分析; 在多个可达目的的手段中，是否选择了对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之最小侵害原则分析;
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对公共利益的增进相比是否成比例之均衡性原则分析，但比例原则应增加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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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 6 期，第 22 页。
参见蒋红珍、王茜: “比例原则审查强度的类型化操作———以欧盟法判决为解读文本”， 《政法论坛》2009 年第 1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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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当性”审查的四阶子原则分析的观点，即完整的比例原则应当包括四个部分: 目的正当性原
则、妥当性原则、最小损害原则和均衡性原则 ( 狭义比例原则) 瑒瑤 与我国产业政策的现实更为契
合。因此，我国运用比例原则进行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分析框架为: ( 1) 分析制定产业政策的
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 ( 2) 分析产业政策选择的措施手段是否可以实现产业政策的目的; ( 3 ) 分
析产业政策所选择的政策措施是否对市场竞争 “损害最小”; ( 4) 分析产业政策要实现的目的与竞
争损害之间是否能够达到利益“均衡”。

1． 产业政策目的之正当性分析
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这一点早已为创立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体系的凯恩斯学派所证明。瑒瑥 在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如竞争失灵、竞争过度、
信息不对称、信息滞后、外部性、公共产品、产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时，在市场机制面对充分就
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安全等作用有限时，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引导就在所难免，产业政策作为政府
调控经济的手段之一，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产业政策即使在典型市场经济国家也一直或强或
弱地发挥作用，对产业政策贬大于褒的评价并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明或暗地通过
实施一定的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无法解决但又事关整体利益的事
宜。即使是在官方文件中很少出现“产业政策”字样并且对产业政策略有抵触的美国，也存在“事
实上的产业政策”，只不过其产业政策相对弱化、隐蔽化和法治化。例如，因主张自由贸易当选美
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在 2002 年 3 月，对进口钢铁征收非常重的保护关税; 之后不久，又签署了一
个对农场增加联邦财政补贴的法案。瑒瑦

产业政策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发展中全局性、基础性、宏观性或战略性的问题，如应对经济危
机、经济整体布局、产业协调发展等等，我国高铁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国南车和北车的合并等
都是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良好例证。进入 21 世纪，我国产业政策更为细化、全面和系统，相继出
台了《当前国家重点鼓励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 ( 2000 年修订)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
化重点领域指南》 《国家产业技术政策》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暂行规定》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等产业政策纲要性文件; 陆续制定了钢铁、水泥、煤炭、铝、电力、纺织等行业的结构调整政
策并颁布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 《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等政策文件，
颁布了我国十大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以及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 160 余项。瑒瑧 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的后发优势逐渐减弱，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日益显现，传统的要素成本优势正在快速消失，劳动
密集型产业加速向其他后发国家转移的经济现实，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稀缺资源和稀
缺资本向决定宏观经济发展格局、对国民经济产生系统性影响的产业集中，从而推动经济向更高水
平的均衡跃迁。瑒瑨 因此，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首先应当分析为什么要制定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要
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该目标是否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 是否具有正当性? 产业政策的目的正当
性判断的实质是分析产业政策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力图避免不必要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
不具有正当目的的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应尽可能阻止其在制定阶段出台; 如果产业政策已经颁
布，则应通过推动产业政策的废止来阻止该项产业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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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政策措施是否能够实现产业政策目的之分析
产业政策具体选择的措施手段是否能够实现其正当性目标是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需要进行的

第二步分析。如果制定产业政策是为了推动产业转型、产业可持续发展、扶持新兴产业以及增强产
业国际竞争力等目标的实现，其目的具有正当性，随之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就应分析产业政策具
体措施的设计和具体手段的选择是否能够实现产业政策力图实现的目标。例如，当政府试图通过产
业政策采取多种措施来集中配置资源，迅速推动产业升级，缩短单纯依赖市场机制进行产业转型
时，产业政策所采取的措施能否实现产业转型的目标就需要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只有那些有助于实
现正当性目标的产业政策措施才可能通过公平竞争审查，而那些与正当性目标的实现不存在逻辑上
因果关系的产业政策措施，则需要进行修改或者废止。

3． 产业政策的措施选择是否对市场竞争损害最小之分析
产业政策是否具有竞争的损害性，具有多大的竞争损害性，需要通过反竞争效果评估来判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7 年印发的 《竞争评估工具书》列举了 “竞争核对清单”，并确立了 “初
步评估———深入评估”的评估程序。我国《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

借鉴了 OECD“竞争核对清单”的做法，从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影响生产经营
成本、影响生产经营行为四个方面设计了 18 项公平竞争审查标准，旨在评估政策制定对市场竞争
的影响，达到消除或减少对竞争潜在危害的效果。如果产业政策没有产生竞争损害甚至可以促进市
场竞争，则不需要进一步的公平竞争审查。但产业政策在实现总体经济规划与调节、扶持特定新兴
或弱势产业、保障重要产业安全或者其他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时，大多数情况下会对市场竞争
产生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限制，那么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就需要分析产业政策目的的实现是否
存在多种措施手段可供选择，需要分析产业政策的措施手段选择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是否可以降至最
低，或者是否存在对市场竞争损害最低的替代方案，需要比较这些不同措施手段选择对竞争损害的
大小并力图促使产业政策选择出一个竞争损害最小的措施手段。当然，这种竞争损害最小，很难是
无条件的绝对最小损害性，而只能是一种相对的最小损害性。

4． 产业政策实现的目的与竞争损害之间的均衡性分析
均衡分析或成本效益分析是政策选择的重要分析方法。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也需要在不同的

利益之间进行衡量，分析产业政策要实现的目的与竞争损害之间是否能够达到利益均衡，力图实现
产业政策不过当、过度地限制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或限制市场竞争。

均衡分析实质是一个价值取向判断，需要对两种或多种利益进行权衡取舍、利益平衡。关于产
业政策的正效益可以进行经济效率分析和附属性分析，其中的经济效率是指对竞争的限制能够带来
经济效率或者能够转化为经济效率; 附属性效率是指社会政策目标，如充分就业、环境保护、文化
多样性、产业国际竞争力、国家安全等目标的实现。如果产业政策的正作用 ( 目的实现) 带来的效
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转移支付”，可以实际弥补产业政策措施副作用 ( 竞争损害) 所带来的损
失，那么该产业政策仍然有可能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当然，这种均衡分析实际上很难做到绝对的量
化和客观化，所以仍不可避免要进行主观判断和自由裁量。另外，由于不同的产业政策涉及的利益
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利益衡量的方法和尺度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同一利益在不同的产
业政策中也会有所差异，所以，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在进行均衡性分析时应当遵循个案分析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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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助推手段: 《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

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与我国《反垄断法》禁止行政垄断实现的目标和发挥的作用并不完全一
致: 公平竞争审查的主要作用是预防涉嫌行政垄断的产业政策的出台，对于已经实施的产业政策进
行公平竞争审查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尽管《反垄断法》的具体规定以及分析方法可以为公平
竞争审查提供分析范式上的支持，但《反垄断法》对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禁止主
要是一种事后规制。我国《反垄断法》可以通过禁止行政垄断行为对产业政策中不当限制竞争的规
定进行规制，但鉴于产业政策更多是以抽象性的政策文件甚至行政规章、行政法规体现出来，而
《反垄断法》在禁止表现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垄断行为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与产业政策公平
竞争审查相比，《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对于我国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的实现，更多是通过事后规
制和个案解决来完成的，也因此成为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重要助推手段。这种助推主要是通过
反垄断立法助推、反垄断执法助推、反垄断司法助推以及竞争倡导助推来实现。当然，这种助推甚
至可能是一种倒逼机制，凡是引发了是否涉嫌行政垄断质疑的产业政策都可能会启动产业政策公平
竞争审查。

1． 反垄断立法助推应制定反垄断配套规章及执法指南
现实中的竞争问题充满复杂性，即使我国已经制定了大量的反垄断配套规章、司法解释，但

《反垄断法》的准确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部门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法律性质的法规、
规章或具有指导性文件性质的指南，为反垄断执法、司法活动和经营者的市场竞争行为提供指引。
目前，反垄断系列执法指南的制定已成为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瑒瑩 反垄断配套法规、
规章、指南的制定可以推动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竞争友好型产业
政策的实现。例如，2001 年，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和作为电信产业主管部门的总务省联合制定的
《电信产业促进竞争指南》规定，对于电信产业的限制竞争行为，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总务省尽最大
可能进行协调，减少法律适用的混乱和可能给企业造成的不必要负担，确立了两者合作共管电信业
限制竞争行为的体制，瑓瑠 推动日本电信产业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的实现。

在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国家工商总局先后颁布了《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
竞争行为程序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等配套规
章。这些《反垄断法》配套规章的颁布和实施，具体指引行政主体遵守 《反垄断法》的规定，会
推动产业政策制定机关反思其制定的产业政策是否具有消除、限制竞争后果，是否违反了 《反垄断
法》的禁止性规定，是否需要修订完善产业政策的具体内容。例如，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2016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 ( 征求意见稿) 》，对汽车业反垄断的基本问题、垄断协
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并根据
我国汽车市场竞争状况，重点关注汽车经销和售后市场中的纵向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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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8 年 1 月底，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已就《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反垄断
案件经营者承诺指南》《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宽大制度适用指南》《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关于垄断协议豁免一般性条件和程
序的指南》在向社会征求意见后已进入会签程序，正在与有关部门作进一步沟通; 《关于认定经营者垄断行为违法所得和确定罚款
的指南》在向社会征求意见后即将会签各成员单位。《行业协会价格行为指南》已经于 2017 年 7 月正式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颁布实施。

参见戴龙: “日本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环球法律评论》2009 年第 3 期，第 122 页。



为。毋庸置疑的是，《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的制定以及广泛讨论会推动汽车产业政策制定部
门对产业政策是否会损害、限制竞争问题的关注，也当然会推动汽车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
进行，促进竞争友好型汽车产业政策的实现。

2． 反垄断执法助推应行使执法建议权
我国《反垄断法》第 37 条禁止具有制度性垄断特征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抽象行

政行为。当然，我国《反垄断法》在设计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制度时，由于争议太多且事关重
大，最终的立法选择是在第 51 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
但该条规定毕竟已经把行政垄断行为纳入反垄断执法框架中来，使得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禁止行政垄
断行为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也推动了我国竞争政策的有效实施。从法的实施角度看，当政府有关
部门制定的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构成不合理的限制时，虽然反垄断执法工作主要是事后监管和个案
查处，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建议会督促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反思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
而起到有效的制衡约束作用。例如，湖南省工商局 2017 年 4 月向长沙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
出“关于对相关存量文件进行公平竞争自我审查的函”，是湖南省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国务院和湖
南省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相关规定，就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制
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文件，启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出具的首份 “行政建议书”。瑓瑡 又如，
2016 年 12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三个行政垄断的案件，即深圳市教育局承诺纠正中小学学生
装管理中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案、上海市交通委承诺纠正黄浦江游览行业管理中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案、北京市住建委纠正混凝土行业管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行为案。反垄断执法机构在上述三个案件的执法建议中均要求行政机关要按照《反垄断法》和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要求，加强自我审查，有序清理存量政策，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从
而对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起到有效的助推作用。

3． 反垄断司法助推应启动反垄断行政诉讼
产业政策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或行业主管机关发布或明或暗的自上而下的在一定区域内或在一

定行业内有约束力的经济命令的方式来实现。根据我国 《反垄断法》第 37 条，如果产业政策含有
不当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构成限制、排除竞争的具体行政垄断行为，通过启动反垄断行政诉讼
可以对其进行较为有效的规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产业政策更有
可能构成的是限制或阻碍竞争的抽象行政垄断行为，根据 《行政诉讼法》第 13 条的规定，法院受
理表现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垄断行为仍存在一定的障碍。如何对这种构成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垄
断行为进行规范还有赖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也因此使我国反垄断司法对产业政策
公平竞争审查的助推受到一定的制约。

4． 竞争倡导助推应注重宣传竞争政策与法律、竞争文化
竞争倡导 ( competition advocacy) 是指反垄断执法机构实施的除执法以外的、所有改善竞争环

境的行为，主要是反垄断执法机构最大程度地参与管制立法和实施，提出有利于竞争的建议，减少
政府对竞争的不合理限制。竞争倡导与反垄断执法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两大
手段。尽管我国尚缺乏关于竞争倡导行为的系统性制度建构，但毋庸置疑，竞争倡导对于产业政策
制定机关反思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会具有重要的指引和影响作用。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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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立法机关、其他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进行竞争倡导来普及市场竞争对于促进创新和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保护消费者福利的重要意义; 通过组织各个产业的市场竞争状况评估并定期发
布竞争状况评估报告等来宣传竞争政策与法律; 通过推动政府机关以及企业进行合规审查等活动来
推动产业政策制定机关出台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 通过组织论坛、研讨会以及其他与消费者、企
业、专家、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间的互动来倡导竞争，增强社会公众的竞争意识，宣传竞争文
化。当然，除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竞争倡导行为，立法机关、政府有关部门、法院、高等院校、研
究机构、行业协会等都有可能从事竞争倡导工作，从而对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产生一定的推动
作用。

结 论

萨缪尔森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提出“当代社会中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
分的混合经济”。瑓瑢 在政府成为一种 “内生因素”嵌入经济与社会改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背景下，纯粹的计划管制与纯粹的自由市场均不符合经济实践的需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就是
一个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并将其调整结果予以体制化、机制化的过程。在我国，从 “让地方和
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瑓瑣 到 “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瑓瑤 再到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迅速扩大……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瑓瑥 从 “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
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瑓瑦 到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
国家宏观调控”，瑓瑧 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瑓瑨 的历程充分
说明: 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政府和市场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
而应当形成互补共生的关系。2016 年 3 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 2016-
2020) 》指出: 中国要发挥产业政策导向和促进竞争功能，构建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的准入条件、监管规则和标准体系。瑓瑩

我国产业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构建和实施竞争友好型的产业政策。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需
要加强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也需要发挥经过改革后的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的作用，这也凸显了
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目标并不是要废止产
业政策，而是要防止产业政策的滥用以及过度适用，促进产业政策的转型与审慎出台，进而预防和
减少行政垄断行为的产生，纠正政府部门可能存在的将扭曲市场竞争视为促进产业发展的不正确做
法。在进行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过程中，要通过比例原则提供的逻辑框架进行具体分析: 如果
产业政策具有目的的正当性，采取的手段是实现正当性目的所必要，且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最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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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产业政策目的实现带来的正效益可以弥补对市场竞争损害带来的负效益，则产业政策可以通过
公平竞争审查; 反之，则需要废止或者修改。通过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可以预见的是，产业政
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会逐步淡化，从而使得产业政策背后的政府主导的权力因素可以与市场
主体的自我选择进行较好的平衡、协调、制约乃至融合，使得产业政策的负面效应能够得到有效抑
制，使得不合理限制市场竞争的产业政策能够及时退出或修改，使得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是
有界限的、适度的、必要的、合理的，使得我国产业政策能够实现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和融合，并藉
此完成产业政策的改革。这其中， 《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是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重要助推
力量。

当然，与其将我国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归为垄断问题，毋宁归为体制问题。我国产业政策的改
革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公平竞争审查是解决产业政策问题的重要举措之
一，但产业政策存在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依托中国经济体制等诸项改革的完成，这样也能从源头上
更加有效地遏制行政垄断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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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laic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into debates. These cases seemingly endorse discriminatory treat-
ments against Muslim women under veils and favour the catholic presentations in governmental locations，
therefore being compatible neither with equality nor with laicity. These controversial judgements，however，
are only comprehensible in the context of French Republicanism—an ideology that underlines the direct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powerful State and its individual citizens who has no other identity than a unified，uni-
versal and secular identity as other fellows. Equality is therefore a principle of denial rather than recognition，
and laicity of exclusion rather than integration. Together they forge a unified and unique national identity that
renounces any pretention of religious，ethnic，or linguistic communities and that imposes a particular ver-
sion of State-Church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which convictional affairs shall be remained in private sphere
and not known in public debates. Also，after years of being disciplined by the State，Christianity in France
acquired the secular languages to express. For this reason，Christian symbols are considered as cultural，not
religious. Symbols of other religions，on the contrary，are firmly described as religious in public discourses.

Key Words Laicity; Equality; French Republicanism; Case Laws on Religious Symbols; Civil
Identity

Zhu Mingzhe，Assistant Professor，College of Comparative Law，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Reflection on the Object and Path of Judicial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dicial Power Reform LI Minshen·106·

The main researches of judicial reform today are judicial system and judicial proceedings，which is al-
most wholly confined to realm of jurisprudence，especially procedural law，and the issues of what and how
to reform have not been yet discussed. Thus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such as the manage-
ment of human， financial，material resources and personnel treatment has been ignored to some extent
throughout the judicial reformation，which brings about lack of incentive structure，deficient ontogenetic im-
petus，weak external support and inadequate local initiative. In fact，not only the judicial functions ( judi-
cial system and judicial proceedings) but also the management power (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s the object of judicial reformation，and they should not be confused as on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ju-
dicial power，the judicial functions and management power are supposed to develop at the same time，which
will keep judicial reformation towards the right path.

Key Words Judicial Reform; Object of Reform; Routes of Reform; Judicial Functions; Manage-
ment Power

Li Minshen，Ph.D． Candidate of The Center for Jurisprudence Research of Jilin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of Industrial Policy MENG Yanbei·118·

The reform trend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is the competition-friendly industrial policy. Fair competi-
tion review，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goal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reform，can make competition evalua-
tion of the policy measures，strive to minimize the damage to competition by the policy measures，an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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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of industrial policy reform. On the basis that China clarified the road
map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of industrial policy，and by means of impetus from the effective imple-
mentation of China's anti-monopoly law，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will follow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namely analyze whether the purpose of industrial
policy is justified，analyze whether policy measures can achieve the industrial policy purpose，analyze
whether the policy measure is the “least harmful” to market competition，analyze whether the industry poli-
cy purpose and competition damage can realize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of indus-
trial policy can prevent and reduce the emergence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behaviors，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and keep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market com-
petition within necessary，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boundary.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y; Competition-Friendly;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Proportionality Prin-
ciple; Anti-Monopoly Law

Meng Yanbei，Ph.D． in Law，Preferso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Legislative Future of the Community Penalties in China ZHAI Zhongdong·135·

With the number of the short-term prisoners increasing，the issues for the short-term prisoners make
prison management sluggish. The issues for the short-term prisoners not only aggravate the prison management
efficiency，but also make recidivism ascending. It's successful explor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for short-
term prisoners through enacting the community penalties. Considering the functional deficiency of the penal-
ties system that are short of capabilities to face challenges from the short-term prisoners，China should enact
the community penalties to improve our punishment system. We could enact the community service，then
make the semi-custodial penaty.

Key Words Short-Term Custodial Penalty; Recidivism; Community Penalties
Zhai Zhongdong，Ph.D． in Law，Professor of the National Police University for Criminal Justice．

The Aggregation of Claim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ame Occurrence YUAN Lin·150·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substantial law，several claims resulting from the same occurrence
constitute several independent suits. The divers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laims determine various forms of
aggregation of subject matter of claims in the procedure. Firstly，the procedural construction of concurrence
of claims should be preliminary aggregation when there is a lawyer or selective aggregation when there is
not. Current regulations ignor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procedural construction and substantial nature
when concurrence happens，which leads to an outcome of rejecting aggregation of claims. Secondly，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the preliminary aggregation has already occurred in practice，and Article 247 of Judi-
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has proved its legitimate basis，we should make effort to en-
courage the application of preliminary aggregation. Thirdly，as to the aggregation of claims which have a
tight factual relation，a simple aggregation might turn to a compulsory one because of choosing “one oc-
currence” test，so we should confine the use of such test only when traditional test cannot tell real rep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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