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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碳”政策过程中,为甘肃工业结构升级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更
好的利用“双碳”政策,促进甘肃工业的结构升级,本文将在分析“双碳”政策视角下甘肃工业的现状,
理清“双碳”政策对甘肃工业结构升级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针对各项不利影响,从政府和制造企业两
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实现甘肃工业的结构升级,促进甘肃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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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feng Zhao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Zhangye Municipal Committee (Zhangye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ouble-carbon" policy, the upgrading of Gansu's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rought both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new challenges. In order to better use of the "double carbon" policy,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this paper will be in the analysis of "double carbon" policy und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ansu industry, clarify the "double carbon" policy and Gansu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in
view of the adverse effect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so as to real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promote the Gansu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Key words] "dual-carbon" policy; Gansu industry; structure upgrading
引言
“双碳”也就是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简称。中国要力争2030

理、融资困难等现状。因此,在“双碳”政策对工业结构升级现
[1]
状分析下,探讨其对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十分必要 。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双碳”战略倡导绿色、

2 “双碳”对甘肃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快降低碳排放步伐,有利于引导绿色

在甘肃工业可以分为低端工业、中端工业、高端工业三种

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和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中国持续推进产业结

层次。各种层次的工业以及各个工业部门之间联系紧密。三个

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

层次的工业结构升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双碳”政

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努力兼顾经济发展

策作为甘肃工业结构升级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产生了有利影响

和绿色转型同步进行。在“双碳”政策落实的过程中,为甘肃工

和不利影响。分析这些不利影响和有利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当

业结构升级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甘肃如何

前的形势,增进“双碳”政策与工业发展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在

牢牢把握机遇、迎接新的挑战,是作为下一阶段需要突破的重大

世界经济转型的时期,抓住好的机遇,把握时机,明确甘肃工业

课题。

中先进工业与落后工业、国内工业与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的工

1 “双碳”视角下甘肃工业结构升级的现状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逐渐掀起打造工业强国的热
潮,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颁布了振兴国内工业的相关文件,这

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之间的差距,并想办法加以解决。
2.1有利影响
2.1.1降低低端工业生产成本

给我国工业“双碳”政策环境带来不利冲击,对甘肃工业进行“双

低端工业是工业化初期的产物。低端工业大多是靠廉价的

碳”政策带来了一定压力。加之各国的工业、国内工业行业间

劳动力以及消耗大量资源来进行生产和盈利,资源匮乏和人口

的竞争逐渐加剧,甘肃工业的生存发展环境相对严峻。甘肃工业

数量减少成为阻碍低端工业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通过“双碳”

对外投资规模呈现出跨国并购为主,投资区域和行业分布不合

政策,尤其是对资源和人口丰富的国家投资,一方面通过获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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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资源,整合当地资源,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发挥资源的

3 “双碳”视角下推进甘肃工业结构升级对策

重大功效,将资源转变为经济实力,改善甘肃资源匮乏的局面。

发展“双碳”政策不仅对甘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另一方面,通过与当地政府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雇佣当地廉价

义,也将对甘肃制造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针对

的劳动力,获取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降低生产成本。

“双碳”政策对甘肃工业结构升级造成的不利影响,解决目前存

2.1.2优化中端工业资产结构

在的明显问题,提出相应的有效对策,共同促进甘肃工业的结构

为了提高甘肃中端工业在对外投资地区乃至全球的竞争实

[3]
升级 。

力以及市场占有率,中端工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与投资地区的

3.1引进培养高新技术人才

密切合作,产生良好的效益。一方面,甘肃中端工业作为投资方,

为了优化甘肃工业的产业结构,在“双碳”政策中获得更多

在与投资地区协商合作的时,把握话语主动权,打破当地垄断的

的优势,工业就应该集中放在高新技术创新上来,加强科研研发

状态,获取核心的资产效益。另一方面,在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合

能力和创新能力。第一,企业应该与相符合的高校、科研院校以

作的时候,利用相关的优惠政策和制度,比如资金利息率的减免

及人才培养机构密切合作,建立丰厚的人才管理制度吸引高新

和国际汇率的优惠,减少贸易摩擦,减少风险承担,避免经济波

技术人才入驻企业,大力培养高层次创新性人才,不断增强企业

动带来的经济风险和损失,从而不断增强自身企业的资产实力,

的科研创新能力,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塑造企业在技术上上了优

[2]

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水平 。

势,推动行业的技术升级,成为工业的领头品牌。第二,利用政府

2.2不利影响

在促进甘肃工业提供的财政政策和制度优惠,建立完善的法律

2.2.1削弱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法规制度,利用高新技术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素养,制定正确

“双碳”政策过程中,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对外投资的甘肃工

的产品和投资方针,以科学的眼光有效扩大对外投资的规模,而

业,其母公司可以从“双碳”政策中获得的创新能力提升更强。

且指出正确的投资方向,建立一支为企业能够把关的高新人才

更进一步地,从在不同创新环境东道国的不同投资模式的影响

技术队伍。第三,甘肃制造企业加大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来看,无论在何种创新环境下,跨境并购方式对母公司创新能力

和制度,鼓励高新技术人才研发和创新,更大的力度提供研发基

的影响均强于绿地投资,并且,在创新能力较低的东道国进行绿

金和补贴,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且将本企业的技术产权加

地投资后,长期来看可能不利于母公司创新能力的增长。而与在

以保护和提升价值,带动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

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东道国进行绿地投资相比,在知识产权

3.2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保护程度较低的东道国进行绿地投资在投资初期更有益于母公

目前,融资渠道单一、问题多样成为制约甘肃工业“双碳”

司创新能力的增长。

政策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果想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需要建立

2.2.2挤占了企业的生存空间

多元的融资渠道,成为重中之重。首先,可以在银行不断完善融

由于在激励甘肃工业对外投资过程中,政府可能会采取低

资体系的同时,银行融资业务改革和更新,服务和售后不断进步,

利率等优惠政策,来促进甘肃工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但

贷款程序和流程不断简化,工业贷款更加方便和容易,促进工业

是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现在的货币政策并非对其形成有利

资金周转和流动,将资金直接投入生产和销售。其次,甘肃工业

的支持。小企业为了融资,只能通过银行贷款这种高成本的方式

要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固有的特色,选择债券、基金等

进行融资,但是小企业往往风险比较大,要想解决这种困境,解

融资渠道为自己筹集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得到更多的融资方

决的途径应该是开辟更多的股权融资与风险投资,以及直接金

式。最后,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为自己拓宽融资范围,

融,让资本市场更活跃起来,才能够达到让创新行业生存,并

制定一些优惠福利吸引资金的投入,调动其他相关企业的积极

从资本上给予支持的目的。低利率的政策为有些企业提供融

[4]
性,并且还能降低经营不善带来的严重后果和风险 。

资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通过融资,这些企业占据有效的金融

3.3建立完善的投资保障体系

资金以及资源,利用资金扩大生产产量,进而将销售价格压低,

甘肃工业在“双碳”政策过程中,面对存在较大差异的国际

让小的创新的行业或者企业没有办法成长,挤占了中小企业的

国内环境,以及更加严峻的形势下,建立更加完善的“双碳”政

生存空间。

策保障体系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现在的首要任务。大力支持“双

由此可以看出,“双碳”政策对甘肃工业结构升级分别产生

碳”政策企业,甘肃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通过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或

了有利影响和不利的影响。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有利于降低低端

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以及保障,从而保证企业在国外能够顺

工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优化中端工业的资产结构,促进高端工业

利进行“双碳”政策相关活动。并且不单单要靠相关部门的保

实现自我提升。但“双碳”政策可能会削弱部分企业的自主创

障服务,企业自身要建立完善的投资保障体系。甘肃制造企业应

新能力和挤占了甘肃工业企业其它发展空间等不利影响。为了

该以前沿的眼光看待国际国外投资环境和发展形势,不能只顾

更有效发挥“双碳”政策对甘肃工业结构升级的有效影响,避免

眼前,而且还要建立的专门的投资部门,着重研究未来投资发展

和解决“双碳”政策对甘肃工业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应该必须

的规模和趋势,预测投资后的影响和结果,必须用科学的数据和

加以重视并且采取多元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

图标进行说明解释,不能盲目判断当前的局势和环境,增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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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力,为制造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更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

服务平台,鼓励国内外平台协同创新、合力发展,促进信息共享、

保障。

资源共享,加速产学研协同发展与成果转化等。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甘肃工业逐步坚持“走出去”的

面对“双碳”政策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下,甘肃工业的发展遇

战略和方针,积极的参与到国际竞争中,那就必须与国外相关产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发展机会,政府和制造企业应该通力合

业加强合作,比如产品合作、技术合作和资源合作等合作。对于

作,各自发挥自己的职能和优势,保障企业在国外“双碳”政策

不同情况的国家的企业,合作的侧重点也要有所不同。对于发达

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合法权益的保护,促使制造企业积极参与

国家地区,在合作的时候侧重于与高端技术和先进经验的合作；

跨国经营与竞争,强化国内研发和自主创新的同时也要吸收消

对于发展甘肃家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合作的时候侧重于

化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促进甘肃工业由

廉价劳动力的合作；对于资源丰厚和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在合

下游锁定向中上游挺进,实现甘肃工业的结构升级以及高质量

作的时候侧重于资源输出和便于运输的合作。甘肃工业在对外

的发展。

投资过程中,投资目标国家越来越分散化和多样,所以要不同企
[5]
业不同方案,促进国内母公司的结构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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