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进口替代的性质、 内容与政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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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进口替代作为重要的工业化发展战略ꎬ 有其内在的逻辑基础

和重要的实践价值ꎮ 俄罗斯的进口替代从自发进程到政策实践ꎬ 是经济危机和内

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从性质和内容看ꎬ 俄罗斯当前的进口替代是国家安全战

略和结构发展战略的综合ꎬ 其根本目的是在反危机过程中逐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

深层次结构性矛盾ꎮ 在 ＷＴＯ 框架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ꎬ 贸易保护和复汇率制等

传统进口替代政策工具已经失效ꎬ 但一定时期的卢布汇率贬值和制造业劳动生产

率的逐渐提升依然能够满足进口替代的必要条件ꎮ 本文认为ꎬ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

略的政策逻辑具有合理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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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市场化经济转型 ２０ 多年以来ꎬ 俄罗斯经济增长一直未能摆脱能源依赖

和结构畸形的制约ꎮ 受西方制裁、 油价下跌和卢布贬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ꎬ 俄罗

斯经济增长在 ２０１４ 年基本停滞ꎬ ２０１５ 年则陷入了危机①ꎮ 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

俄罗斯政府作出政策反应ꎬ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签署并发布反危机计划ꎮ 在这份

反危机计划中ꎬ 尽管被动反应式的金融和财政举措占据相当大的比重ꎬ 但与 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反危机计划不同ꎬ 进口替代等长期举措开始占据重要地位ꎬ 并成

为当前财政金融政策的重要内容②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的反危机计划 ２ ０ 版则进一

１

①

②

俄罗斯经济在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中恢复增长之后ꎬ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增速大幅度放缓ꎬ ２０１４ 年陷
入停滞ꎬ ＧＤＰ 仅增长了 ０ ６％ ꎬ ２０１５ 年 ＧＤＰ 增长率为 － ３ ７％ ꎬ 标志着经济陷入衰退和危机ꎮ

План первоочеред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２０１５ году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ｄｏｃｓ / １６６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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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强化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进口替代再工业化的内容①ꎮ
实际上ꎬ 无论从进口替代的自然过程看ꎬ 还是从经济政策中强调再工业化要

重视进口替代的相关内容看ꎬ 目前的进口替代并不是俄罗斯经济中的新现象ꎮ 俄

罗斯经济转型后ꎬ 曾经在 １９９８ 年因为卢布的大幅度贬值出现过一次比较明显的

自发的进口替代过程ꎬ 加工工业获得较快增长ꎬ 但这一进程很快被 ２０００ 年之后

的高油价和能源部门的繁荣所中断ꎮ 之后的十多年间ꎬ 包括俄罗斯政府、 学者和

其他社会有识之士曾经强调过俄罗斯工业制成品和高端机械设备依赖进口的危险

性ꎬ 但石油繁荣背景下俄罗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石油美元财富幻觉很快打消

了这种不安②ꎮ 直至 ２０１４ 年油价大幅下跌和乌克兰危机引发的金融制裁诱发了严

重的经济困难ꎬ 俄罗斯从政府到学界才普遍开始重新审视工业品进口替代问题ꎮ
进口替代的相关政策内容包含了一系列的具体目标和举措ꎬ 但到目前为止ꎬ 反危

机计划中强调的进口替代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效果③ꎮ
那么ꎬ 俄罗斯政府为什么在 ２０１４ 年开始从国家战略的角度重视和强调实施

进口替代政策? 它是一项临时性举措ꎬ 还是一项长期战略? 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什

么? 俄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逻辑是什么? 进口替代在当前国际环境和俄

罗斯的制度条件下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本文尝试对此加以剖析ꎮ

一　 进口替代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经验

(一) 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践基础与理论逻辑

所谓进口替代ꎬ 就是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ꎮ 作为一项经济政策ꎬ 进口替代

通常是指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进口来保护和发展本国制造业ꎬ 以达到促进本国工

业化之目的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ꎬ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 (Ｒａｕ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２

①

②

③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лана действ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ꎬ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 － 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２０１６ годуꎬ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ａｌｌ / ２２０１７

俄罗斯的产出结构在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ꎬ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ꎬ 特别是加工
业的萎缩和石油美元形成的巨大需求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ꎮ ２００６ 年以不变价格计算的 ＧＤＰ 构成中
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 ５５％ ꎬ ２００９ 年占比超过 ６０％ ꎮ 在能源依赖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大量吸纳劳动力的
背景下ꎬ 这种变化曾经被从 “原材料化” 和 “后工业化” 两个方面解读ꎬ 但显然某种政治宣传需要让后
一种解读占了上风ꎮ (相关数据见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网站)

俄联邦杜马预算审查委员会主席塔吉扬娜戈利科娃 (Татьяна Голикова)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撰文指出ꎬ 反危机计划的大部分举措已经贯彻ꎬ 但未达到预期效果ꎬ 特别是进口替代还没有可以看得见的
成效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ｚｅｔａ ｒｕ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４ / ｎ８０５４０２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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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国经济学家辛格 (Ｈａｎｓ Ｓｉｎｇｅｒ) 根据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和发展中国家当

时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发展条件ꎬ 把进口替代从历史经验发展成为一种理论ꎬ 用来

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ꎬ 人们称之为进口替代战略ꎮ
从历史经验看ꎬ 由于工业化之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ꎬ 在工业化的早

期阶段ꎬ 通过贸易保护、 限制工业制成品进口和鼓励出口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ꎬ
是英、 美、 德、 日成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经验ꎮ 无论是纺织业革命时期的英国ꎬ
还是 １９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ꎬ 抑或是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德国①ꎬ 以及１８８６ ~
１９２０ 年和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８ 年间的日本ꎬ 贸易保护都对它们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挥了

决定性的影响②ꎮ
二战后ꎬ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ꎬ 殖民体系瓦解ꎬ 一大批殖民地获得政治

独立ꎬ 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ꎮ 但在国际市场上ꎬ 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农产品和矿产

资源等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ꎬ 而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等消费品价格不

断上涨ꎬ 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关系日益突出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

独立并没有带来经济上的独立ꎬ 殖民地时期的经济依附关系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得

到改变ꎮ 普雷维什和辛格认为ꎬ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ꎬ 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

商品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ꎬ 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供给相对于工业品

是缺乏价格弹性的③ꎮ 这种 “长期贸易条件恶化论”ꎬ 或称 “普雷维什—辛格假

说”④ 的政策推论就是ꎬ 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这种局面ꎬ 实现经济独立ꎬ 就必须

借鉴发达国家的早期经验ꎬ 实行贸易保护ꎬ 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ꎮ 这一理论

被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理论⑤ꎮ

(二) 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政策选择和限制性条件

根据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理论逻辑ꎬ 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ꎬ 首先需要实行贸易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梅俊杰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证明ꎬ 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化在早期都得益于贸易保护ꎬ 只是在获得
国际竞争优势之后才开始主张自由贸易ꎮ 从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到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工业化ꎬ 这
些国家都经历了竞争优势、 贸易地位和贸易政策的转换过程ꎮ 李斯特的幼稚产业理论则正是德国工业化政
策的理论基础ꎮ 参见梅俊杰: «自由贸易的神话: 英美富强之道考辨»ꎬ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版ꎮ

袁欣: «日本 “进口替代” 型经济增长分析 (１８８６ ~ １９２０)»ꎬ 载 «南开经济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ꎮ

Ｒａú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ｔｃａ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６２ꎬ ｐ １

Ｔｏｙｅꎬ Ｊｏｈｎꎻ Ｔｏｙｅ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 Ｓｉｎｇｅｒ ｔｈｅｓｉｓ”
(ＰＤ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３５ (３): ４３７ － ４６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２１５ / ００１８２７０２ － ３５ － ３ － ４３７

Ｒａú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ꎬ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ＸＬＩＸꎬ Ｍａｙ １９５９ꎬ ｐ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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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政策ꎬ 政策手段主要是设置关税壁垒和实行进口配额限制ꎮ 对消费品进口征

收高关税或实行进口配额ꎬ 限制最终产品主要是消费品的进口ꎻ 对用来生产消费

品的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和中间产品 (以及稀缺资源) 的进口ꎬ 实行低关税或者

免税ꎮ 其目的主要是保护制造业企业免受国际竞争的压力ꎬ 促进制造业的发展ꎮ
同时ꎬ 为了发展制造业ꎬ 还必须进口国内无法生产的资本品ꎬ 因此ꎬ 对资本品和

中间产品实行进口优惠政策ꎮ 除此之外ꎬ 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口还需要汇率政策

的配合ꎮ
由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创汇能力弱ꎬ 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口又需要大

量外汇ꎬ 因此ꎬ 在普雷维什和辛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中ꎬ 汇率政策也是必要

条件之一ꎮ 具体做法包括: (１) 外汇管制ꎮ 外汇收入集中管理ꎬ 用汇审批ꎮ
(２) 实行复汇率制ꎮ 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口用汇执行优惠汇率ꎬ 对消费品和

奢侈品进口实行惩罚性汇率ꎮ 高估本国货币价值ꎬ 降低进口替代产业的资本品、
中间产品和稀缺资源的进口成本ꎮ

除了贸易保护和汇率高估之外ꎬ 执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往往还在财政政策

和产业政策上对优先发展的产业进行扶持ꎬ 包括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ꎮ
上述政策手段要达到进口替代目的ꎬ 还需要一些限制性条件ꎬ 包括: 第一ꎬ

国内市场规模足够大ꎬ 能够实现规模经济ꎬ 而且国内产品市场竞争充分ꎬ 分工和

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有效ꎮ 由于受到贸易保护ꎬ 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缺少外部竞

争压力ꎬ 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改进就需要规模经济效应和国内市场

竞争效应ꎮ 第二ꎬ 国内市场体系完善ꎬ 市场制度有效ꎬ 要素流动不存在障碍ꎬ 资

本和劳动能够对报酬率的变化作出及时反应ꎬ 从而使保护政策所提供的获利机会

能被国内进口替代产业充分吸收ꎮ 第三ꎬ 国内潜在的比较优势和未被充分利用的

劳动、 资本或技术资源ꎬ 有效的保护政策加上积极的产业政策能够通过市场机制

整合这些资源ꎬ 逐渐把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ꎮ 从实践的角度看ꎬ １８ ~
１９ 世纪西方大国进口替代工业化恰恰具备这些限制性条件ꎮ

即使如此ꎬ 上述政策措施和限制性条件也还只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成功的

必要条件ꎬ 而不是充分条件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拉美国家曾经通过进口替代实

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ꎬ 这一时期被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 “黄金时

期”ꎬ 但之后这些国家逐渐陷入债务危机ꎬ 难以自拔①ꎮ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

４

① 江时学: «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演变»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ꎮ



专稿　

多方面的ꎬ 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非一项永久性的经济

发展战略ꎬ 而是需要适时调整的ꎬ 特别是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ꎬ 通过进

口替代培育起来的一些产业必须接受国际竞争的洗礼ꎬ 并实现出口转向ꎮ

(三)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拉美国家出现的问题并不否定其逻

辑基础和实践价值

普雷维什和辛格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ꎬ 其理论逻辑是

“普雷维什—辛格假说”ꎬ 其经验基础是发达国家早期通过贸易保护实现进口替

代工业化的政策实践ꎮ 进口替代战略是一种工业化发展战略ꎬ 贸易保护是工具ꎬ
政策手段主要是关税和配额ꎮ 尽管当时发达国家在美国的主导下已经通过建立关

贸总协定来推动自由贸易ꎬ 但当时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贸易政策仍是贸易

保护①ꎮ 最惠国待遇和双边关税协定仍是国际贸易关系的主要调节手段ꎮ 在当时

的国际环境下ꎬ 贸易保护是被普遍接受的ꎮ 只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与

投资环境的变化ꎬ 具有封闭特征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才逐渐暴露出其局限

性②ꎮ 最终ꎬ 由于无法克服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外债危机ꎬ 这些国家逐

渐放弃了汇率高估和贸易保护政策ꎬ 转而学习亚洲国家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ꎮ
进口替代战略之所以在拉美国家造成诸多问题并最终被这些国家放弃ꎬ 并非

是由于其政策目的和政策逻辑存在问题ꎬ 而是由于实践条件发生变化之后ꎬ 这些

国家没有及时作出调整造成的ꎮ 其中主要外部条件变化包括ꎬ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

溃后ꎬ 拉美国家的汇率政策和资本项目管制政策已经无法在外债规模高企的情况

下继续维持ꎮ 同时ꎬ 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的国际博弈和政策竞争也出现了越

５

①

②

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争论迄今没有结论ꎮ 理论上ꎬ 自由贸易对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社
会的整体福利是有益的ꎮ 但在实践中ꎬ 自由贸易带来的总体福利增进的分配是不平等的ꎮ 通过一定的政策
干预使贸易利益分配更加有利于本国ꎬ 是贸易保护的基本动机ꎮ 而且从长期经济发展看ꎬ 国际经济中存在
着强烈的马太效应ꎬ 后发国家如果采用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ꎬ 无论是短期贸易利益ꎬ 还是长期经济发展ꎬ
都很难获益ꎮ 这正是重商主义至今仍然备受各国政府青睐的原因ꎮ

对拉美国家进口替代的反思曾经是国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ꎮ 周怀峰、 张岳恒在 «进口替代评
判评述» ( «生产力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中评述了传统自由贸易主义、 普雷维什、 新自由主义和激进学
派的进口替代批判ꎬ 江时学在 «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演变» 中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拉美国家放
弃进口替代的原因ꎮ 综合来看ꎬ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ꎬ 半封闭且受保护的市场
环境抑制了企业的进取精神ꎬ 经济发展中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弊端日益成为经济成长的障碍ꎮ 第二ꎬ 相关国
家国内市场相对狭小ꎬ 进口替代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ꎬ 半封闭条件下ꎬ 这些受保护的低效率产业难以获
得国际竞争力ꎬ 更加无法利用外部市场实现规模经济ꎮ 第三ꎬ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导致国际收支状
况日益恶化ꎮ 贸易保护条件下ꎬ 资本品代替消费品成为进口的主要部分ꎮ 资本品进口替代缓慢ꎬ 进口所需
的外汇靠国际借贷解决ꎬ 外债规模日益扩大ꎮ 第四ꎬ 贸易保护和对进口替代产业的倾斜性政策造成市场信
号失真ꎬ 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产业结构失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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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不利于拉美国家的趋势ꎮ
进口替代的本质在于ꎬ 它是一种工业化战略ꎮ 正因为如此ꎬ 进口替代问题的

要害就在于ꎬ 对于落后国家来讲ꎬ 没有工业化ꎬ 就必然是边缘国家ꎬ 是永远的落

后国家ꎮ 承认这一点ꎬ 那么ꎬ 工业化就是必需的ꎬ 一定时期的进口替代也就是必

要的ꎮ 这样ꎬ 进口替代的核心和要害就是ꎬ 通过某种途径和机制ꎬ 发展本国制造

业ꎮ 相应的政策手段可以是贸易保护ꎬ 可以是汇率竞争ꎬ 也可以是其他手段ꎮ 至

于如何选择ꎬ 要根据具体的国际环境和本国的实践条件来决定ꎮ 俄罗斯的进口替

代战略可以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得到解释ꎮ

二　 当前俄罗斯进口替代的性质与内容

总体上看ꎬ １９９８ 年开始在俄罗斯出现的自发进口替代过程ꎬ 经过 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ꎬ 到 ２０１４ 年上升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政策ꎬ 是经济危机和内外压力共同作

用的结果ꎮ 俄联邦政府 ２００８ 年在政府文件中正式肯定和鼓励进口替代ꎬ ２０１４ 年

在西方制裁和经济危机背景下ꎬ 把进口替代从局部的产业政策上升为系统的再工

业化战略ꎬ 进口替代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ꎮ 当前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

及政策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政府文件中ꎮ 从战略重点和政策手段看ꎬ 可以划分成两

个阶段: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至今ꎮ 前后两个阶段的性质、 内容和战略重点

有很大不同ꎮ

(一)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安全战略属性、 内容和政策手段

如前所述ꎬ 最早触发俄罗斯政府把进口替代由自发过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是

２００８ 年俄乌关系恶化ꎮ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背景下ꎬ 乌克兰在外交方向上选择发展

与北约和欧盟的关系ꎬ 并疏远俄罗斯ꎮ 而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飞机、 造船和航天

工业一直高度依赖乌克兰提供关键配件ꎬ 俄乌关系恶化暴露出俄罗斯国防工业体

系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①ꎮ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制定颁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８ 日进一

步修订执行的 «俄联邦 ２０２０ 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构想» 中ꎬ ３ 处 ６ 次提到

进口替代ꎮ 其中ꎬ 作为战略需要ꎬ 俄罗斯首先要实现食品生产的自我保障ꎬ 因

６

① 俄罗斯联邦政府已将战略规划和安全规划的制定全部纳入到一个基本制度框架中ꎬ 其法律依据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第 ３９０ 号法令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的第 １７２ 年法令 (２８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０ г Ｎ ３９０ － ФЗ “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２８ июня ２０１４ г Ｎ １７２ － ФЗ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ланирован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ꎮ
ｈｔｔｐ: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 － ｓｉｔｅ ｈｔｍｌ



专稿　

此ꎬ 食品生产是该文件中规定的进口替代的最优先任务ꎮ 其次ꎬ 进口替代应该保

证在中期前景上提升俄罗斯经济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ꎬ 在这里ꎬ 保证俄罗斯在航

空、 船舶制造和航天工业等军工和战略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是进口替代的主要内

容ꎮ 第三ꎬ 基于俄罗斯的技术潜力、 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力度ꎬ 最先发生密集型

进口替代的领域将是食品工业、 家用电器和汽车制造①ꎮ
俄罗斯从战略层面强调在食品生产领域加强进口替代的另一个文件是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制定颁布的 «俄联邦 ２０２０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ꎮ 在这份文件中ꎬ 第

５０ 款关于食品安全的条文规定ꎬ “国家食品安全要通过发展基本食品生产方面的

生物技术和进口替代来保障”②ꎮ 在这里ꎬ 进口替代被作为食品安全战略得到

强调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ꎬ 俄罗斯在食品和军工领域的进口替代取得了一定的进展ꎬ

但并没有使俄罗斯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感到满意ꎮ 亚努科维奇接替尤先科出任乌克

兰总统后ꎬ 俄乌关系得到改善ꎮ 但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的颜色革命再次使俄罗斯决策

层感到不安ꎬ 推动俄罗斯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产品生产完全独立的紧迫性再次凸

显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俄联邦政府发布 «关于禁止和限制在国防

和国家安全订货中采购外国产品和服务的规定»③ 的第 １２２４ 号令ꎬ 以禁止和限

制进口的方式ꎬ 要求俄罗斯国防产品的生产完全自给自足ꎮ 这是一份最能体现进

口替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性质的文件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引发俄罗斯与西方矛盾的升级ꎬ 这不仅使 ２００８ 年后梅德

韦杰夫倡导的俄美关系重启无疾而终ꎬ 而且使梅德韦杰夫的俄罗斯与西方结成现

代化联盟的希望破灭ꎬ 同时ꎬ 俄罗斯还需要面对来自西方的严厉制裁ꎮ 不仅军事

技术、 国际金融资源无法从西方获得ꎬ 而且稍微敏感些的民用技术和俄罗斯战略

领域企业在国际市场也受到围堵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俄罗斯领导人进一步强化了进

口替代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属性和地位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推出的 «俄

７

①

②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 /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РФ”ꎬ ２４ １１ ２００８ꎬ Ｎ ４７ꎬ С ５４８９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 / ｈｔｔｐ: / /
ｆｅｄｅｒａｌｂｏｏｋ ｒｕ / ｆｉｌｅｓ / ＯＰＫ / Ｓｏｄｅｒｊａｎｉｅ / ＯＰＫ － ８ / ＶＩ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ｙａ％２０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ｎｏｙ％２０ｂｅｚｏｐａｓｎｏｓｔｉ ｐｄｆ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т ２４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３ г Ｎ １２２４ “ Об установлении запрета и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на допуск товаровꎬ происходящих из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ꎬ работ ( услуг )ꎬ
выполняемых (оказываемых)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лицамиꎬ для целей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закупок товаровꎬ работ
(услуг ) для нужд обороны стран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４１ｄ４ａｅｂｅｄ７５０ｆｂ０５ａ５ｄｅ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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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国家安全战略» 中ꎬ 要求 “实行积极的进口替代战略ꎬ 降低对国外技术和

工业品的依赖ꎬ 加快农业综合体和医药产业的发展”ꎻ “加快高技术领域的发展ꎬ
巩固航空和原子能领域的既有地位ꎬ 恢复传统工业领域 (重型机械、 航空和成套

设备) 的领先地位”ꎻ “把国防工业作为俄罗斯工业现代化的发动机ꎬ 加快国防

工业的发展ꎬ 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组国防工业综合体的产业基础” ①ꎮ
关于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安全战略属性ꎬ 普京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ꎮ 他指

出ꎬ “深思熟虑的进口替代是俄罗斯的长期优先方向” ②ꎬ “那些不加思考的进口

替代是毫无意义的”③ꎮ 他保证ꎬ “进口替代不是俄罗斯的一种嗜好”④ꎬ 相反ꎬ
“进口替代战略是对西方制裁的一种回应”ꎬ 俄罗斯可以制造所有需要的产品ꎬ
但西方伙伴制裁俄罗斯ꎬ 为了国家安全ꎬ 俄罗斯不得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ꎮ 俄罗

斯的进口替代不是封闭市场ꎬ 保护落后ꎬ 是为了寻求安全和独立⑤ꎮ
在国家安全层面上ꎬ 俄罗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的主要手段包括进口限制、 市

场保护、 财政扶持和金融资源支持ꎮ 在这些手段中ꎬ 贸易保护和政府采购是直接

和决定性的ꎬ 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ꎮ

(二) 俄罗斯当前进口替代战略的反危机性质与产业政策属性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形势急转直下ꎬ 西方制裁、 油价下跌引发卢布危

机和经济衰退ꎮ 经济危机的外部原因是西方制裁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ꎬ 内部

原因则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ꎮ 俄罗斯经济增长、 财政收入和

卢布币值稳定对能源部门的高度依赖ꎬ 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基础ꎮ 基于这种认识ꎬ
俄罗斯政府一方面出台各种措施ꎬ 防止银行和金融系统风险的蔓延ꎬ 另一方面也

着手从结构角度解决俄罗斯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问题ꎮ
从政策手段的指向来看ꎬ 俄罗斯政府首先是以产业政策为基本导向来规划进

口替代战略的ꎮ 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份开始ꎬ 俄罗斯政府先是在 ５ 月 １４ 日以政府文件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 ｈｔｔｐ: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 － ｓｉｔｅ ｈｔｍｌ

Путин: Разумное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е － наш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приоритет ｈｔｔｐ: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４ /
ｉｍｐｏｒｔｏｚａｍｅｓｈｃｈｅｎｉｅ － ａｎｏｎｓ ｈｔｍｌ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бездумное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е бессмысленным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ｐ ｒｕ / ａ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６ /
Ｐｕｔｉｎｎａｚｖ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ｏｚａｍｅｓｈｈ /

Путин заверилꎬ что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и “каким － то фетишем”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ｒｕ ｃｏｍ / ｒｕｓｓｉａ / １８ｓｅｐ２０１５ / ｎｏｆｅｔｉｓｈ ｈｔｍｌ

Путин об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и: Мы абсолютно все можем сделать сами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ｋｎｏｔ ｒｕ / ｒｏｓｓｉｙａ /
ｐｕｔｉｎ － ｏｂ － ｉｍｐｏｒｔｏｚａｍｅｓｈｈｅｎｉｉ － ｍｙ － ａｂｓｏｌｙｕｔｎｏ － ｖｓｅ － ｍｏｚｈｅｍ － ｓｄｅｌａｔ － ｓａｍｉ － １００２２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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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明确进口替代政策是 ２０１８ 年前解决经济结构问题的优先政策方向ꎬ 之后ꎬ
为了落实这种具有结构调整意义的政策连续出台各种配套措施ꎬ 包括在 １２ 月份

先后组建 “俄罗斯工业发展基金” 和 “俄罗斯技术发展基金”①ꎮ 到 ２０１４ 年制订

颁布 «俄罗斯产业政策法»ꎬ 包含进口替代战略的产业政策调整战略最终以法律

文件的方式确立下来ꎮ
２０１４ 年年底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快速上升ꎬ 催生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俄罗斯政府的 １ ０ 版反危机计划——— «关于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和

社会稳定的优先措施»ꎬ 共分四大类 ６０ 项措施ꎮ 在这项政府反危机总体部署中ꎬ
开篇明确指出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政策举措的基本方向是促进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

调整”ꎬ “近期财政资源的主要使用方向包括: 支持进口替代和非原料部门包括

高技术产品的出口ꎻ 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条件ꎬ 降低融资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ꎻ
吸引资本投入实体经济领域ꎬ 特别是国防工业领域” “要创造有效的产业政策工

具ꎬ 促进进口替代和非原料部门的出口ꎬ 吸引外资投资于俄罗斯的实体经济

领域ꎮ”②

２０１５ 年反危机计划的 ６０ 项具体措施中ꎬ 第一大类 ３３ 项ꎮ 其中ꎬ 第 １ ~ １５ 项

属于经济稳定措施ꎬ 主要是针对金融和财政风险ꎬ 通过加强监管、 拨付风险基

金、 吊销违规和高风险业务的金融企业营业许可等方式ꎬ 防止风险扩散以及经济

风险集中爆发ꎮ 第 １６ ~ ２０ 项举措专门支持进口替代和非原料部门产品的出口ꎬ
第 ２１ ~ ２２ 项举措为企业减负和改善营商环境ꎬ 第 ２３ ~ ３３ 项举措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ꎮ 第二大类 １８ 项 (第 ３４ ~ ５１ 项) 举措规划了重点扶持的部门和领域ꎬ 运用财

政补贴、 信贷支持和关税保护等手段ꎬ 对相关领域和部门的生产投资提供支持和

激励ꎮ 第三大类 ８ 项 (第 ５２ ~ ５９ 项) 举措ꎬ 旨在 “保障社会稳定ꎬ 改善就业结

构”ꎬ 集中于民生项目和引导就业ꎮ 第四大类 １ 项举措是加强经济与社会形势监

测ꎬ 为政策实施提供信息反馈ꎮ
从时间安排和政策内容看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反危机计划中的政策措施是基

于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作出的针对性安排ꎮ 毫无疑问ꎬ 其中的进

口替代政策安排首先是反危机性质的ꎮ 但同时ꎬ 从政策内容和基本导向看ꎬ 它们

９

①

②

Титов Сергейꎬ Ольга Чуракова В России появится фонд поддержки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я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 / Ведомости １７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４

План первоочеред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２０１５ годуꎬ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ｄｏｃｓ / １６６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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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属于结构性的产业政策范畴ꎬ 是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俄联邦产业法令» 的

贯彻落实ꎮ 从第 １６ 项到第 ５９ 项举措ꎬ 都指向了经济结构调整ꎬ 特别是ꎬ 第二大

类 “关键经济领域支持计划” 的 １８ 项举措ꎬ 全部集中于投资激励ꎬ 重点是对农

业与农产品加工、 加工工业、 住房供水燃气基础设施、 机械制造、 运输设备制

造、 创新工业园区、 高技术产品出口等项目的财政和金融支持ꎮ
为了落实上述反危机措施ꎬ 俄联邦政府责成财政部和相关部门制定财政预算

和筹集财政资源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俄罗斯国家杜马表决通过 «２０１５ 年联邦预

算和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预算规划»ꎬ 标志着反危机 １ ０ 版的资金、 实施主体和政策对

象全部确定ꎬ 正式进入实施阶段ꎮ 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预算监督委员会主席戈利

科娃的评估ꎬ ２０１５ 年反危机计划中ꎬ 仅工业与贸易部出台的进口替代项目文件

就超过 ２０ 个ꎬ 涉及 ２ ３００ 个具体任务ꎮ 这些进口替代项目涉及的总资金达到 ２ ５
万亿卢布ꎬ 其中 １ ９ 万亿为企业自筹资金和商业贷款ꎬ ６ ０００ 亿为财政资金ꎮ 加

上信息通讯部、 能源部和交通运输部的进口替代项目ꎬ 投入的资金总规模更大ꎮ
到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上述进口替代项目中的大约三分之一落实到位ꎬ 其余的项目仍

在执行之中ꎮ 这些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ꎬ 特别是其中的进口替代政策阻止了俄

罗斯经济技术水平的进一步下滑①ꎮ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ꎬ 俄罗斯经济下滑的势头趋于缓和ꎬ 通胀水平逐渐降低ꎬ 卢

布汇率在两次越过 １ 美元兑换 ８０ 卢布的高点后ꎬ 已在 ６５ ~ ７５ 卢布一线趋于稳

定ꎬ 外汇储备下降和资本外流得到遏制ꎮ 基于 ２０１５ 年反危机政策的效果及经验ꎬ
考虑到基本经济形势的变化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俄罗斯政府推出了反危机计划 ２ ０
版——— «俄联邦政府 ２０１６ 年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计划»ꎮ 在这份战略文件中ꎬ
应急性金融财政措施的比重显著下降ꎬ 以进口替代战略为核心的结构性政策力度

进一步加强ꎮ
２０１６ 年反危机计划包含两大类 １２０ 项具体措施ꎮ 其中ꎬ 第一大类 “保障社

会经济稳定发展的紧急措施” 共 ４８ 项ꎬ 分别是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１１ 项ꎬ “支
持关键经济领域发展” ２５ 项ꎬ “支持非原料部门出口” ８ 项ꎬ “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 ４ 项ꎻ 第二大类 “保障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结构性措施” 共 ７２ 项ꎬ 分

别是 “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为投资创造条件” ２４ 项ꎬ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３２ 项ꎬ

０１

① Стать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четной палаты Т А Голиковой в Газете ру ｈｔｔｐ: / / ａｕｄｉｔ ｇｏｖ ｒｕ / ｐｒｅｓｓ ＿
ｃｅｎｔｅｒ / ｎｅｗｓ / ２５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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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１６ 项ꎮ 所有上述举措ꎬ 其实质和基本指向都具有结构

调整的性质ꎬ 即使是关于 “就业和社会保障” 和 “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的

全部 ２７ 项举措ꎬ 也都包含了进口替代战略所要解决的经济结构调整意图ꎮ 特别

是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政策中ꎬ 对老工业基地如新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传统

制造业ꎬ ２０１６ 年的反危机计划明确了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再工业化的战略构想①ꎮ

(三)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中的其他战略意图和政策性质

如果仔细分析俄罗斯联邦政府 ２０１４ 年以来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战略部署ꎬ
我们可以发现ꎬ 进口替代战略与俄罗斯的其他经济发展战略是相互配合的ꎮ 俄罗

斯的进口替代战略不仅仅是国家安全战略、 反危机策略、 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调

整战略ꎬ 还具有其他的政策属性ꎮ
(１) 俄罗斯当前进口替代的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属性

从政策目标和政策重点看ꎬ ２０１４ 年以来的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与俄罗斯

２００８ 年以来强调和实行的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战略是相互补充的ꎬ 而且是当

前阶段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ꎮ
为了有效推进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和创新发展ꎬ 俄罗斯在总统工作机制和政

府工作机制中分别组建了 “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委员会” (Совет по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России) 和 “俄联邦经

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委员会主席团” (Президиум Совета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России)ꎮ 自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进口替代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ꎬ 俄联邦经

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委员会主席团在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中已经把进口替代

作为推动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的重要机制纳入其中ꎮ 比如ꎬ 梅德韦杰夫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签署的俄联邦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政府委员会主席团决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７) 中ꎬ 协调财政部、 经济发展部、 中央银行和对外经济银行为

机床、 成套设备、 能源开采设备、 石油天然气开采设备等的进口替代制定规划ꎬ
落实支持政策ꎬ 推动俄罗斯的这些战略领域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ꎬ 并提高这些

领域的劳动生产率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签发的 «关于落实 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创

１１

①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лана действ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ꎬ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２０１６ году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Ｘ６ＮｒＲＶｕＯｊｊｊ１ＡＬＧ５ＺｏＣｂＶｍ５Ｇ３ＩＱ０ｌＣｋｈ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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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战略的工作部署»① 中ꎬ 进口替代被置于 «俄罗斯 ２０２０ 年前创新发展战

略» 的框架下ꎬ 作为创新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加以贯彻落实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俄联邦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委员会主席团就创新发展的人

力资本政策、 信息产业创新、 机床与成套设备创新等问题多次举行专门的工作会

议ꎬ 推进这些领域内进口替代技术的发展和人力资本培育ꎮ 俄罗斯通过进口替代

促进经济现代化和创新发展的意图和部署明确而且清晰②ꎮ
(２)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的再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性质

如前所述ꎬ 进口替代在本质上属具备 “后发优势” 国家的工业化政策与战

略ꎮ 但俄罗斯的进口替代与一般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有所不同ꎮ 一方面ꎬ 俄罗

斯在 ２０ 世纪经历过工业化的高度发展阶段ꎬ 另一方面ꎬ 相对于对传统的资本密

集型工业的改造ꎬ 俄罗斯更加重视新型的知识密集型工业化的发展ꎮ 在俄罗斯的

进口替代政策设计中ꎬ 一般经济意义上的进口替代举措主要指向具有战略安全意

义的食品工业、 国防工业、 医药产业ꎬ 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信息产业、 航空航

天、 生物技术、 原子能产业ꎮ 这些产业的进口替代被定义为新工业化ꎮ
至于俄罗斯的传统优势产业ꎬ 包括重型机械、 机床与成套设备以及船舶制

造ꎬ 俄罗斯要求这些产业的进口替代必须建立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ꎮ 所以ꎬ 俄

罗斯的进口替代战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战略ꎮ 但对于传统优势

产业和传统工业基础集中的地区ꎬ 俄罗斯政府在制定进口替代支持政策时ꎬ 则遵

循了再工业化的原则ꎮ 在进口替代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ꎬ 俄罗斯先后制定和实施

了新西伯利亚州再工业化项目③、 沃罗涅日老工业基地再工业化项目等ꎮ 俄罗斯

政府期待ꎬ 在进口替代政策的扶持和推动下ꎬ 这些地区的传统优势工业能够在新

的技术条件下重新获得竞争优势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俄罗斯的进口替代可以被视为

再工业化战略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盖达尔论坛的发言中ꎬ 梅德韦杰夫明确指出ꎬ 俄罗斯 “当前

实施再工业化的条件已经改善ꎬ 俄罗斯不再受荷兰病的困扰ꎬ 卢布高估威胁俄罗

２１

①

②

③

О ходе реализации Стратегии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ｏｒｄｅｒｓ / １６３８１ /

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委员会主席团 ２０１４ 年以来的活动参见俄罗斯政府网ꎮ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 ２７５ / ｅｖｅｎｔｓ /

Программа ре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ｖｓｉｂｉｒ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１６２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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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民族工业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①ꎮ 梅德韦杰夫的上述讲话意味着ꎬ
他一直回避的俄罗斯传统工业再工业化不再是政策空白ꎬ 基于卢布贬值的俄罗斯

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回升ꎬ 进而演变为再工业化进程ꎬ 是俄罗斯政府喜闻乐

见的ꎮ
(３) 俄罗斯的进口替代战略是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混合战略

俄罗斯的进口替代战略是建立在新的政策逻辑基础上的一项政策举措ꎮ 俄罗

斯的进口替代政策工具ꎬ 基本不涉及配额、 关税保护和复汇率制这些传统的进口

替代战略的贸易保护手段ꎮ 就进口替代的政策逻辑而言ꎬ 俄罗斯政府尽管对重点

进口替代产业实行了金融和财政扶持ꎬ 但还都是基于市场逻辑的政策扶持ꎮ 这种

政策逻辑基本避免激励扭曲ꎬ 坚持保护与竞争并重的原则ꎬ 同时也利用卢布贬值

带来的竞争力回升机制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进口替代是被鼓励和政策扶植的ꎬ 同时

也是卢布贬值条件下的自然过程ꎮ 卢布贬值一方面消除了进口品的竞争力ꎬ 同时

也提升了俄罗斯民族工业产品的竞争力ꎮ 因此在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文件

中ꎬ 进口替代政策都指向关键设备的进口替代和非原料产品的出口导向两个

方面ꎮ
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政府颁布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文件ꎬ 鼓励进

口替代和鼓励非原料性产品的出口都是并行的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颁布的

«俄罗斯产业政策法» 中ꎬ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ꎬ 是产业政策法的

重要目标ꎮ 通过为创新和技术进步创造条件ꎬ 培育良好的营商环境ꎬ 吸引资本进

入实体经济ꎬ 以金融和财政手段促进战略领域的产业发展ꎬ 是这部产业政策法令

的主要内容ꎮ
在 ２０１５ 年的反危机计划中ꎬ 前言和宗旨部分明确规定ꎬ 致力于推动俄罗斯

经济结构调整ꎬ 支持进口替代ꎬ 同时支持俄罗斯非原料部门的产品出口ꎬ 包括支

持俄罗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ꎬ 是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政府反危机工作的基本出发点ꎮ
２０１６ 年反危机计划中的进口替代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进一步扩展了出口支持计划

的范围和内涵ꎮ
以上分析表明ꎬ 俄罗斯的进口替代战略并非是一项单纯的进口替代战略ꎬ 而

是新条件下基于新的政策逻辑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混合战略ꎮ

３１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форума ＶＩＩ Гайдаровского
форума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１４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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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俄罗斯 ２０１４ 年以来进口替代政策的重点领域及其实施效果

根据俄罗斯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与 “工业发展与竞争力提升规划”①、 “产业政策

法”、 “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规划”、 “反危机计划” 等相关的进口替代战略实

施文件ꎬ 俄联邦政府工业与贸易部、 信息通讯部、 能源部以及交通运输部等制定

了 １９ 个部门性进口替代实施规划ꎬ 涉及医药工业 (工业与贸易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第 ６５６ 号令)、 重型机械制造 (工业与贸易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第 ６５４ 号令)、
信息软件 (信息与通讯产业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第 ９６ 号令)、 飞机制造 (工业与

贸易发展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第 ６６３ 号令)、 船舶制造 (工业与贸易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第 ６６１ 号令) 等领域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份开始ꎬ 这 １９ 个领域的进口替代

规划方案分解成 ２ ５００ 个具体项目ꎬ 由具体的企业、 地方经济主体予以贯彻

落实ꎮ
落实进口替代具体项目所需资金主要通过俄罗斯工业发展基金配套ꎮ 进口替

代具体项目可以向俄罗斯工业发展基金申请期限 ５ ~ ８ 年、 年利率为 ５％的优惠信

贷支持ꎮ 该基金规模在 ２０１５ 年为 ２ ０００ 亿卢布ꎮ 在实际执行中ꎬ 按照俄罗斯预算

监督委员会的评估ꎬ 仅工业与贸易部的进口替代规划就超过 ２０ 个ꎬ 涉及２ ３００个
具体项目ꎬ ２０１５ 年实际使用资金 ２ ５ 万亿卢布ꎬ 其中 １ ９ 万亿属于商业资金ꎬ ６
千亿卢布属于财政资助②ꎮ 从总规模上看ꎬ 这已经动员了俄罗斯经济中的大量财

政和金融资源ꎮ 但相对于俄罗斯的进口替代需求而言ꎬ 这一资金规模也仅仅是启

动了俄罗斯庞大的民族工业振兴计划ꎮ 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ꎬ 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俄罗斯国内市场上ꎬ 民用飞机的 ８０％ ꎬ 重型机械的 ７０％ ꎬ 石油天然气开

采设备的 ６０％ ꎬ 能源加工运输设备的 ５０％ ꎬ 农业机械的 ５０％及其 ９０％的配件依

赖进口③ꎮ 如果上述进口替代项目能够得到有效落实ꎬ 其影响将是巨大的ꎮ
为了进口替代项目的实施ꎬ 俄联邦政府除了通过工业发展基金和技术发展基

金提供资金扶持之外ꎬ 还通过政府采购政策进行重点扶持ꎮ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发

布的 “禁止和限制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采购外国商品和服务的政府令”ꎬ 俄联

邦政府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第 ６５６ 号令)、 ８ 月 １１ 日 (第 ７９１ 号令)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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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 (第 １０２ 号令) 制定颁布具体实施办法ꎬ 规定了用于国防和军

事目的的医疗器械、 机械设备和轻工业产品的采购程序和名录ꎮ 按照俄罗斯进口

替代委员会副主席德沃尔科维奇的设想ꎬ 随着这些进口替代项目的实施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国内市场上关键领域的外国产品市场占有率应当下降一半ꎬ 比如工业机床的外

国商品市场占有率应当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８０％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０％ ①ꎮ
从结果来看ꎬ 俄罗斯 ２０１５ 年的反危机计划中的进口替代取得了一定的效果ꎮ

这些效果目前还主要体现在企业经营效益上ꎬ 结构性效应目前还不明显ꎮ
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发布的 “俄罗斯企业 １ ~ １１ 月份经

济效益” 中的数据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１１ 月俄罗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净利润达到

８３ ３６７亿卢布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同期的 ５６ １１６ 亿卢布增长了 ４８ ６％ ꎮ 而 ２０１４ 年同期的

企业盈利水平则比 ２０１３ 年同期减少了 １４ １％ ꎮ 这一增一减表明ꎬ 俄罗斯微观层

面的经济活力正在恢复ꎮ ２０１４ 年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对应的是投资水平下降和

产出水平下降ꎬ 表现在宏观层面ꎬ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 ＧＤＰ 增长 ０ ６％ ꎬ 滞后影响是

２０１５ 年经济负增长达到 － ３ ９％ ꎮ 那么ꎬ ２０１５ 年企业盈利能力的上升ꎬ 其滞后影

响是什么ꎬ 应该是清楚的ꎮ 从结构上看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１０ 月ꎬ 在俄罗斯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排名中ꎬ 加工业净利润激增 ７３ ２％ (上年同期 － １２ ８％ )ꎬ 批发零售和生

活服务业净利润激增 ６２ ９％ (上年同期 ５ ９％ )ꎬ 交通运输业净利润增长 ５３％
(上年同期 － ４２ ３％ )ꎬ 农业企业净利润增长 ４５ ８％ (上年同期 ６ ４％ )ꎮ 表现相

对滞后的有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采掘业 (９ ３％ ꎬ 上年同期 － ６ ６％ )、 水电煤

气生产与输送 (１７ ３％ ꎬ 上年同期 ８ ６％ )、 建筑业 (４ ７％ ꎬ 上年同期 ０ ９％ )、
房地产租赁 (３ １％ ꎬ 上年同期 ４３ ２％ )、 渔业 (３ １％ ꎬ 上年同期 － ３７ ３％ )ꎮ
从亏损企业占比来看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１１ 月的情况与 ２０１４ 年同期相比ꎬ 变化不大ꎮ
总体亏损企业占比从 ３０ １％ 下降为 ３０％ ꎬ 其中ꎬ 农业、 加工业领域亏损企业数

量下降比较明显ꎬ 其他领域没有明显变化②ꎮ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进口替代

统计指标也反映了相关政策的积极效果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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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俄罗斯进口替代的政策逻辑及其前景

(一) 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进口替代政策逻辑的创新

正如第一部分所阐述的ꎬ 进口替代作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战略ꎬ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的世界经济环境中ꎬ 其政策逻辑是关税保护、 配额保护、 复汇率制

度和金融管制等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逻辑ꎮ 这种市场分割逻辑不仅造就了当时的

拉美进口替代战略ꎬ 实际上也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的东亚地区日本、 韩国等国

出口导向战略的逻辑基础ꎮ
历史发展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冷战结束和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转型ꎬ 开

启了经济全球化时代ꎮ 协调国际贸易秩序的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 升级演化为世

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ꎬ 世界主要经济体已经基本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ꎮ 在新的世

界经济治理框架中ꎬ 关税、 配额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基本被排除在民族产业竞争

力保护的政策工具之外ꎬ 更重要的是ꎬ 全球贸易、 资本和技术流动的趋势已经决

定了ꎬ 市场分割和市场保护已经很难保证本国经济和产业获得长久而持续的国际

竞争力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ꎬ 俄罗斯领导人从 ２０１４ 年把进口替代上升为战略政策之

始ꎬ 就一直强调ꎬ 进口替代绝不是俄罗斯的某种 “嗜好”ꎬ 进口替代更不是要保

护那些只能生产质次价高产品的落后产能ꎮ 进口替代的目的是要扶持和促使那些

具有技术潜力和创新前景的产业尽快成长ꎬ 并获得国际竞争能力ꎬ 战略领域的进

口替代和非原料性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导向是并重的ꎮ 综合分析俄罗斯进口替代战

略的重点方向和政策手段ꎬ 可以发现ꎬ 其政策逻辑与传统的进口替代有诸多不同

之处:
第一ꎬ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工具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拉美国家的政

策手段大不相同ꎮ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ꎬ 俄罗斯有义务遵守 ＷＴＯ 的相关规

定ꎮ 根据世贸组织规则ꎬ 成员国之间禁止运用关税、 进口配额等手段进行贸易限

制ꎮ 当然ꎬ 一些新的非关税贸易保护手段仍允许使用ꎬ 比如安全标准、 环境标

准、 技术标准和劳工标准等ꎬ 但这些手段已经达不到市场分割的效果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尽管俄罗斯加大了对进口替代产业的支持力度ꎬ 但仍遵守了

其转型以来一直奉行的自由贸易原则ꎮ 其对进口替代产业的政策支持基本上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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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政策范畴ꎮ 这些政策手段包括设立俄罗斯产业发展基金、 俄罗斯创新发

展基金等ꎬ 这些基金和对外经济银行等开发性金融资金的支持ꎬ 以及财政补贴和

政府采购等财政手段ꎬ 是俄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主要政策工具ꎮ
第二ꎬ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遵循市场逻辑ꎬ 不存在明显的激励扭曲ꎮ 就目前

的运行情况看ꎬ 俄罗斯进口替代政策基本遵循了市场原则ꎮ 从俄罗斯产业发展基

金的运行情况看ꎬ ２０１５ 年基金总额为 ２ ０００ 亿卢布①ꎬ ２０１６ 年申请追加 ２ ０００ 亿

卢布②ꎮ 进口替代项目使用俄罗斯产业发展基金的原则和程序是ꎬ 使用者提出申

请ꎬ 基金管理机构按照进口替代要求进行技术潜力和需求强度审查ꎬ 使用者自筹

项目主要资金ꎬ 基金提供低息优惠贷款进行资助ꎮ
俄罗斯产业发展基金的运行方式基本上遵循了市场逻辑ꎬ 也不存在明显的激

励扭曲ꎮ 在人力资本、 土地、 金融资本使用和税收方面的政策扶持ꎬ 以市场机制

为基础ꎬ 以投资回报率和技术潜力、 竞争潜力为衡量标准ꎮ
俄罗斯学术界有一种强烈的干预主张ꎬ 要求俄罗斯在进口替代战略中放弃新

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ꎬ 建立动员型经济模式ꎬ 来实现俄罗斯经济的再工业化③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顶住了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压力ꎮ 尽管普京经常

运用经济民族主义手段达到外交政策目的ꎬ 但在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上仍然坚持了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市场原则ꎮ
第三ꎬ 在汇率与货币政策方面ꎬ 俄罗斯执行单一浮动汇率和稳定通胀为目标

的货币政策ꎮ 俄罗斯进口替代政策没有通过汇率或货币政策为所扶持项目提供

保护ꎮ
从政策内容看ꎬ 俄罗斯汇率货币方面的政策主要有: (１) 实行完全自由浮

动的汇率制度ꎬ 卢布汇率由市场决定ꎬ 俄央行不再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ꎻ
(２) 货币政策盯住通货膨胀目标区间ꎬ 以物价稳定和经济结构转型为主线执行

和落实货币政策ꎬ 反对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ꎮ 俄罗斯关键利率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开始一直保持 １１％的水平ꎬ 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为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ꎻ
(３) 本币贬值导致进口下降ꎬ 因此形成的供给缺口ꎬ 通过刺激和扩大国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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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满足ꎻ (４) 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造业企业提供的投资支持ꎬ 坚持开放平等和

严格审查的原则ꎮ
第四ꎬ 俄罗斯进口替代的政策逻辑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市场逻辑的统一ꎮ

就目前的效果看ꎬ 俄罗斯国内进口替代产业的复苏和增长有政策激励和资金扶持

的因素ꎬ 但其中更主要的因素应当归因于卢布汇率的下跌ꎮ
俄罗斯在布局进口替代战略的政府文件中一再强调ꎬ 对战略领域和关键设备

的进口替代与鼓励非原料部门产品的出口同等重要ꎮ 俄罗斯目前很多制造业产业

国际竞争力的获得ꎬ 绝不是因为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已经

快速上升ꎮ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ꎬ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发展都是一个

缓慢的过程ꎬ 而且无论从技术效率、 组织效率还是从制度效率看ꎬ 技术进步和制

度转型的效果都有一个适应性成长过程ꎮ 因此ꎬ 目前俄罗斯经济国际竞争力提升

的主要原因是卢布汇率因素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的拉美国家和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７０ 年代的日本ꎬ 从进口替

代到出口导向是两个前后连续的过程ꎮ 在第一阶段ꎬ 市场保护、 汇率高估帮助企

业获得生产规模和技术优势ꎻ 在第二阶段ꎬ 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得竞争优势ꎬ 是当

时的通行做法ꎮ
在俄罗斯的这次经济危机中ꎬ 进口替代即是卢布汇率贬值的自然过程ꎬ 也是

政策推动的人为过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相对于政策扶持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

效应ꎬ 汇率贬值的竞争效应更加明显ꎮ 因此ꎬ 俄罗斯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是被

统一在同一个市场逻辑和市场过程中了ꎮ
(二)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前景主要取决于卢布汇率与制

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对关系的变化

这里涉及两个基本的经济学逻辑ꎮ 一个是出口品定价方式与本币汇率对出口

品竞争力和厂商利润的影响ꎮ 一个是汇率长期决定理论与贸易部门竞争力的关

系ꎮ 这两个问题都与早期进口替代理论的假设有关ꎮ
首先ꎬ 我们来看出口品定价方式与本币汇率对出口品竞争力和厂商利润的影

响ꎮ 早期进口替代战略的理论基础是 “普雷维什—辛格假说”ꎮ 该假说的核心逻

辑是ꎬ 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供给相对于工业品缺乏价格弹性ꎬ 因此ꎬ 发展中国

家面临着商品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ꎮ 该理论的假设条件是ꎬ 出口产品用生产国货

币定价 (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ｐｒｉｃｉｎｇꎬ ＰＣＰ)ꎬ 一价定理 (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ｏｎｅ ｐｒｉｃｅꎬ
ＬＯＯＰ) 成立ꎬ 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 成立ꎮ 这样ꎬ 名义汇率变动会完全传递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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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上ꎬ 即汇率传递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ｐａｓｓ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 / ｅ ＝ １①ꎮ
实际上ꎬ 一方面ꎬ 在存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 市场分割的条件下ꎬ 汇率

传递率不仅可能小于 １ꎬ 甚至小于 ０ ５ꎻ 另一方面ꎬ 如果出口商采用当地通货定

价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ｐｒｉｃｉｎｇꎬ ＬＣＰꎬ 而且这是当前国际贸易的主要定价方式)ꎬ 则名

义汇率变动就不会影响出口商品在销售地的本币价格ꎮ 这样ꎬ 不仅一价定理不成

立ꎬ 而且贸易条件②将会发生反向变动ꎮ 例如ꎬ 当卢布贬值时ꎬ 以美元标价的出

口商品价格不变ꎬ 俄罗斯的贸易条件反而会好转ꎮ 这和传统结论完全相反ꎬ 汇率

下降的支出转换效应不复存在ꎬ 但汇率贬值的进口替代效应仍在发挥作用ꎮ
对照俄罗斯的情况ꎬ 石油天然气出口通常是以美元而不是以卢布来定价的ꎮ

石油天然气的出口成本由开采成本、 资源租金 (资源税) 和运输成本决定ꎮ 同

样ꎬ 俄罗斯进出口工业品的定价方式也主要是以进口国货币定价ꎮ 至于进出口产

品能否实行三级价格歧视定价ꎬ 则取决于其市场势力③的大小ꎮ 这样ꎬ 卢布名义

汇率的变动影响的是以国内货币衡量的出口品利润率的高低以及进口品的价格水

平的高低ꎮ
由于过去十多年来俄罗斯能源部门在出口占比中的绝对支配地位ꎬ 资源租金

流入推高了非贸易部门的要素成本ꎬ 降低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ꎮ 解决这一问题

的途径有三条: (１) 提高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ꎬ 这是进口替代

战略的最终目的ꎻ (２) 卢布汇率贬值ꎬ 这是当前进口替代进程自然发生的原因ꎻ
(３) 同时降低国内要素价格ꎮ 在工资刚性的条件下ꎬ 可以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

实现ꎮ 目前俄罗斯国内比其他国家更高的通胀率ꎬ 是其厂商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一

个优势ꎮ
其次ꎬ 一国货币汇率水平与贸易部门竞争力的关系ꎮ 如果仅从国际贸易的角度

看ꎬ 汇率是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ꎮ 随着国际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发展ꎬ 在短

期中ꎬ 货币汇率由该国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状况决定ꎮ 在长期中ꎬ 货币汇率则由该

国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水平决定ꎬ 其中最核心的影响因素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ꎮ
贸易部门中ꎬ 资源出口占比过大ꎬ 意味着资源租金流向非贸易部门ꎬ 并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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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汇率传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ｐａｓｓ － ｔｈｒｏｕｇｈ) 是指汇率变动对一国进出口产品价格和国内价格的影响ꎬ
该传递反映了进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引起的价格变动的吸收和转嫁ꎬ 进而对国内物价传导的过程ꎮ

贸易条件为出口商品价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ꎮ ＬＣＰ 定价规则下ꎬ 本币贬值ꎬ 贸易条件
改善ꎮ

市场势力由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来衡量ꎬ 更高的市场占有率意味着拥有更大的定价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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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经济的要素价格水平ꎮ 这是资源丰裕国家容易爆发 “荷兰病” 的重要原因ꎮ
俄罗斯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石油天然气出口超额收入高达 ２ １ 万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美元

价格)①ꎬ 这些石油美元的流入拉高了国内资本品的价格ꎬ 大幅减少了国内投资

机会ꎮ 这导致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４ 年资本流出和对外投资非常活跃ꎬ 总流出额高达

１ 万亿美元ꎮ 俄罗斯每年大约 ７％的 ＧＤＰ 流出国外②ꎮ 当然ꎬ 治疗 “荷兰病”ꎬ 可

以通过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改善激励扭曲来实现ꎬ 但治疗 “荷兰病” 的更好药

方则是国际市场上资源价格的下跌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梅德韦杰夫在 ２０１６ 年

的盖达尔论坛上谈到ꎬ 俄罗斯再工业化的条件已经改善ꎬ “荷兰病” 对经济的困

扰已经消失ꎮ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是缓慢的、 渐进的ꎮ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的长期目

标是提高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ꎮ 但短期内制造业部门获得竞争力

的最直接手段恰恰是卢布贬值和汇率低估ꎬ 俄罗斯学者米罗诺夫对此进行了专门

的分析③ꎮ 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国家中ꎬ 除了拥有金融霸权和技术领先优势ꎬ 并

且服务贸易出口占优的美国之外ꎬ 汇率高估无一例外是开放型经济的灾难ꎬ 除非

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包括技术效率、 组织效率和制度效率) 是区域分工

中的佼佼者 (如欧盟中的德国)ꎮ
一段时期内ꎬ 更低的卢布汇率水平和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缓慢提升ꎬ 是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最主要决定因素ꎮ

结论

进口替代战略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战略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ꎬ 正确

的政策逻辑可以保证该战略实现其基本目标和战略意图ꎮ 但进口替代本身并不是

目的ꎮ 根据国内外变化了的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ꎬ 适时地对进口替代战略进行调

整ꎬ 实现战略转向ꎬ 是规避进口替代战略局限性的必要条件ꎮ 拉美国家当年陷入

进口替代性债务危机ꎬ 并不否定该战略的逻辑基础和实践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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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удрин А ꎬ Гурвич Е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ꎬ №１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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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替代在俄罗斯由自发进程上升为战略政策ꎬ 是外部压力和国内结构性矛

盾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的拉美国家以及后来东亚的一些国家

相比ꎬ 已经走过高度工业化阶段的俄罗斯在进口替代战略的目标定位上有着根本

的差异ꎮ
在性质上ꎬ 以下几点需要重视: 第一ꎬ 俄罗斯的进口替代战略首先是国家安

全战略ꎬ 其次是反危机战略ꎬ 然后是结构调整战略ꎮ 其中ꎬ 反危机战略和产业政

策战略是当前进口替代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定位ꎮ 第二ꎬ 需要注意的是ꎬ 俄罗

斯当前阶段的进口替代战略并非是独立于其他俄罗斯国家战略的特殊政策与战略

安排ꎬ 它是俄罗斯长期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ꎮ 正因为如此ꎬ 俄罗斯国家

安全战略中ꎬ 借助进口替代来巩固食品安全和军事安全ꎮ 同时ꎬ 进口替代战略又

是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创新发展战略在现阶段的表现形式和政策重点ꎮ 第三ꎬ 因

为进口替代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工业化战略ꎬ 因此ꎬ 可能会有人把进口替代战略

看作俄罗斯的再工业化战略ꎬ 这将是一种误读ꎮ 俄罗斯在老工业基地和传统工业

领域的改造升级中ꎬ 的确在借助进口替代战略来达到局部的再工业化目的ꎬ 但在

俄罗斯产业政策规划中ꎬ 新工业化和培育工业领域基于前沿技术的新增长点是重

心ꎬ 进口替代战略同时指向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个方向ꎮ 第四ꎬ 俄罗斯并不打

算把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ꎮ 在卢布弱势和国内制造业逐渐复

苏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政府强调ꎬ 进口替代和非原料部门 (包括高技术产品) 的

出口是同等重要的ꎮ
俄罗斯基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条件ꎬ 对进口替代的政策逻辑进行了创新ꎬ 放

弃了关税和配额等贸易保护手段ꎬ 也放弃了复汇率制和金融管制等 “激励扭曲”
的做法ꎮ 政策定位主要基于市场逻辑ꎬ 运用国内产业政策来达到进口替代的目

的ꎬ 金融和财政支持是主要政策工具ꎬ 只是在国防工业领域运用了进口限制和政

府采购ꎮ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前景主要取决于卢布实际汇率与制造业劳动生产

率的相互关系ꎮ 弱势卢布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缓慢提升是关键决定因素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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