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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从成立之初，使命就在于
改革探索，实现创新发展。

1979年，中国产业园区的第一块试
验田——蛇口工业区正式成立。其后，
蛇口人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
的担当”，在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史上闯
出了独特的“蛇口模式”。

园区四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年的重要缩影，四十年来，产业园区的改
革探索与创新发展始终走在前列。1987
年，土地批租在上海虹桥开发区率先诞
生；2007年，国内首个综合保税区在苏州
工业园区验收并封关运作；2016年，全国
首个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在上海张江

高科技园区正式上线；2018年，合肥高新
区启动全国首个专利信托交易试点……
可以说，产业园区的改革在中国改革开
放的总进程中始终扮演关键角色。

突破区域间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是
实现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长期以来，长三角一体化难以实现
有效突破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深层次的体
制机制障碍难以有效破除，而这些障碍
的存在，往往会导致产业发展呈现一定
的无序与低效化。

从产业发展层面看，两点值得关
注。第一，区域内产业呈现不合理规划
与布局。以光伏产业为例，我国31个省

市自治区都曾将光伏产业作为优先发展
的新兴产业，并先后建立了 100 多个光
伏产业基地（产业园），使我国光伏产业
产能严重过剩，如今，在机器人、区块链
等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的情势下，各地产
业是否会再现“光伏乱象”，令人担忧。
第二，难以实现区域内产业高质量集聚
发展。高铁和国产大飞机C919的成功
路径，无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写
照。确实，优质产学研资源的高度集聚
往往能够加速产业技术创新的进程，但
目前看，各地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科研
创新，仍处于“孤立式”的发展状态，“自
家的孩子自家抱”已成为隐性共识。

探索产业园区间的利益协调机制，
应率先推动长三角产业园区一体化，从
而加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

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利益协调
机制，园区经验值得借鉴。苏州工业园
区在成立之初，便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其中中新两国政
府成立联合协调理事会，开创了中外经
济互利合作的新模式。除商务部外，其
余如海关总署、外交部、自然资源部等协
调理事会的年度理事单位，往往依照园
区自身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设定，
通过顶层协调，使得苏州工业园区能够
迅速突破一系列不适宜园区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有效推动了园区发展。此外，
长三角地区部分产业园区也正积极探索
跨区域间园区产业合作的税收共享和污
染治理共担的新机制，不少园区已将园
区发展与建设等经验通过“合资”输出，
实现跨区域园区合作双赢。

实际上，产业园区的跨区域合作一直
在路上，但产业园区更应抓住当前长三角
一体化战略实施的有利契机，率先推进长
三角产业园区一体化，在一体化推进中也
应始终秉承“不害怕犯错，小范围试错，行
进中改错”的理念，通过产业园区一体化
有序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整体实施。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产业园区应当排头兵
李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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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系列社会失信事件的发酵和媒体聚焦，今天，对“信用”一词关注的社会群体更

为广泛；因为相互配套的政策出台、企业及个人信用档案的建立和新技术引进，今天，对

“信用”深有感触的群体构成更为多元。回首五年前，信用的概念多半还停留在网购时人

们对商家店铺的评分认证；五年后，信用信息已能初步实现对个人“肖像”的整体描画。

信用，由一个名词，正发展为一个行业，进而带动起一条产业。在刚刚过去的2018

年，江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又有哪些发展中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国家发改委专门向省政府办公厅
发来感谢函，肯定我省社会信用系统建
设取得了积极成效，肯定江苏为全国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作出的积极贡献。”1月
16日召开的2018年度全省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总结交流会上，省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祁彪如是说。

回顾过去一年，江苏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上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

省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
中国（江苏）”网站在全国第二届信用平
台网站观摩培训活动中蝉联第一，苏州
获城市组第一；省级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优化拓展全面推进，省市公共信用信息
系统一体化建设取得良好进展，全省部
署站点189个；社会信用立法列入2019
年立法预备项目；政务诚信专项督察取
得良好成效；开通了个人信用信息查询
服务；“双公示”第三方评估继续位居全
国前三。去年的历次全国重点城市信用
监测报告中，我省状况总体都处于全国
较好水平，苏州市连续23个月位居第
一，10月份，苏州、南京、扬州、泰州、宿
迁等市长期占据前10名。

成绩的取得，与健全信用管理制度、
提升信息系统水平、增强信息服务能力、
提高联合奖惩合力等不无关联。

2018年，我省《关于加强政务诚信
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
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实施意
见》和《江苏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试行）》等重点领域信用管理制度相继
出台；省平台分别与国家、省级部门和各
地市共享信用信息26.9亿条、10亿条和
22亿条，与74家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实
现信息共享，信息流通量进一步增强；转
发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奖惩的44个合作
备忘录，梳理确认35个省级部门218条
联合奖惩措施清单，其中守信激励占到
51条，失信惩戒167条；“红黑名单”公
示力度进一步强化，全省各类“红黑名
单”信息累计达到831587条，对市场主
体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进一步呈现。

过去一年里，42个省级部门信用
体系和 13个设区市信用体系协同作
用，联合奖惩效应进一步放大。13个
设区市中，各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
用门户网站、市场应用与政务应用客户
端在建设及运维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
的提升，更多信用信息在政务和社会各
领域参与流通。

推动信息开放须从便民角度出发

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向好的
形势下，一些问题也值得冷静关注。

例如，虽然信用信息流通量增加，呈
现出井喷式增长，但抛开人口基数对信
用信息归集量的影响不看，信息流通量
增加的背后，公共信用信息开放限度及
其对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的贡献率仍不够
强。“关注这方面，不只是从管理角度出
发探讨归集信息的质量，更是明确，不论
眼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怎样建设，门户
网站和客户端如何打造，最终主要的服
务对象都是社会。如果大众对数据的应

用价值不买账，那么信用建设引入的技
术再多，力也使不到刀刃上。”扬州市信
用中心副主任李强说。

记者采访中发现，偏向社会精细
化管理的公共服务性强，侧重私人日
常生活的应用性弱，是目前我省信用
信息归集在行业内普遍存在的一项短
板，这也印证了2018年度全省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工作总结交流会上得出的
相关结论——信息融合不够、核心数据
时效性不强、个人信用建设薄弱等问
题。而由这些问题可能进一步引发的，
则是大众对信用信息使用价值忽视、部
分已有信息进而闲置的风险。

对此，宿迁市信用办负责人许多认
为，解决问题关键要将更多个性化的信用
信息融合“放”进一个端口：“能否结合城
市发展已有的优惠便民服务，再增加一些
奖励措施，与社会信用主体切身利益形成
更好的联系，实质是突破屏障的关键。”

然而，增加与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
奖惩应用场景并不容易。在宿迁，所有
成年人的个人信用记录均与脱敏处理后
的“西楚分”挂钩，但当正向激励举措反
映在公园门票人工打折出售等方面时，
信用等级与折扣力度相互转化的过程中

“掏出手机”“展示信用分”等做法反而增
加了售票的复杂性。此外，在一些现有
便民优惠上，如何进一步加强激励，激发
公众对信用信息的关注，也是许多在思
考的问题。

“可以讲，信用信息边界有序开放
过程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远不
是一项有了数据库、开展了信息归集，
短期内就能在全社会立竿见影收获成
效的工作。”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即便信用信息流动仍需打
通不少关节，与部分原有社会契约在矛
盾调解的立场上也存分歧，这位负责人
仍对未来省内信用数据深度开放的前
景充满信心：“一是国家层面正加速推
动信用立法，法律将为解决问题提供更
好的依据；二是在江苏，房屋租赁、家
政、餐饮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
对信用的重视也日益提升。保姆资信、
家长信用等更多领域的信息，通过相关
行业参与，表达社会诉求促进有序放开
的前景正在形成。”

市场培育，政府应注重合理引导

2014年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
大会给李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
来，如果政府能把可开放的社会信用数
据脱敏后尽数开放，将比企业手中单一
的交易数据更能准确提供大众的信用肖
像，“不仅数据覆盖面广，数据量多，而且
由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在公信力上也有
足够的保障。”

借力“政府之手”，仅去年9-12月，
扬州全市有统计的信用信息归集总量
就达到近2亿条。以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提供数据的频率和方式看，此前一月
一次的邮件上传，也进而转变为走大数
据后台一日一传。扬州以外，南京、苏
州、无锡、宿迁等市流通的信用信息同
样快速增加。

信用信息数量的迅速攀升带来了信
用行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机遇不只
在向“京东”“阿里”等有用户基础的大企
业招手，也将甘霖洒进小微企业生长的
土壤。然而，朝气满满的环境下亦有受
访者坦言，大至开办信用评级的平台机
构，小到路边第三方信用中介门店，虽然
人人几乎都认同信用信息市场有巨大的
成长空间，但专业门槛低、专业机构资质
评定标准模糊、信息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等问题，也困扰着当前信用服务市场的
发展。

为解决问题，提高信用市场入行门
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合理化
的社会分工机制。

“即使大数据等技术能在效率上提
供帮助，但管理终端终究是人。而且除
了人，还有运维和研发需要的资金。综
合这些方面看，培育信用市场完全依赖
政策倾斜和财政投入的做法是不合适
的。”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负责人指出，
政府应该牢牢握在手中的，是各项可公
开的政务信用信息，例如“双公示”“联合
奖惩”等，以及一些公共基础领域信息。
而外围特色化、个性化、生活服务化的信
用信息，则可以多交由行业协会和市场
中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涉及市场化中
介能做的信用评估、信用担保、信用信息
查询等业务，政府机构应尽可能退出。”
在苏州市信用办主任顾斌眼里，激活信
用市场主体活力，就要让中小机构有钱
可赚，“非公共基础领域的信用服务，应
该更加支持市场定价。”

记者采访时获悉，2016年前后，全
省第三方信用中介机构的数量在20家
左右。而今天，这一数据已经涨到200
余家，其中既有征信公司，又有评级公
司。200余家的总体规模放之全国虽位
居前列，但由于将主营业务定位在现代
信用服务方面的中介偏少，总体市值不
大，与相邻的上海仍有较大差距。

“一旦各地信用市场逐步放开，省
际、甚至国际间的壁垒进一步打破，‘外
来信用巨头’势必对未做好准备的地区
市场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顾斌提醒。
出于这一考虑，三年前苏州便在省内率
先成立了与培育信用市场有关的苏州市
信用大数据产业园和姑苏区征信产业
园，“目的是吸引优质社会力量，而非旨
在圈定一块政府认可的‘信用产业发展
特区’”。未来三到五年，两个园区预计
均将逐年减少对入园企业的扶持力度，

“最终构建的信用产业生态，应是不分区
域，均由市场发声、政府和市场协同监管
的理想状况。”顾斌说。

本报记者 李睿哲 王建朋
实习生 袁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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