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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industrial barriers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force enterprises to make entry and
exit behaviors. In the academic world, economies of scale and product differences are generally
adopted as the basic forms of entry and exit barriers analysis, but the research on specific industrial barriers is relatively lacking. In particular, the coal industry overcapacity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problem of barrie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entry and exit barriers of the co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re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oci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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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壁垒的存在是迫使企业做出进入退出行为的重要手段。在学术界，一般采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
作为进入退出壁垒分析的基本形式，但针对具体产业壁垒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尤其是煤炭产业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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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壁垒问题。本文尝试从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对煤炭产业的进入退出壁垒从政府、资源、
环境和社会因素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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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给侧改革[1]背景下的煤炭产业
我国富煤、少气、贫油，以煤资源为主的资源赋存特点决定了煤炭在我国能源供应中的重要地位。
煤炭一直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占有较大比重，在我国现代化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同寻常的作
用，在《煤炭十三五规划》中指出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料。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将
长期处于主体能源的地位。

1.1.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供给侧改革，就是利用增量改革来促进存量的调整，投资的时候寻求利益最大化，关键在于提高经
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同时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1.2. 煤炭产业的重要性
在《煤炭十三五规划》中指出煤炭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煤炭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突出；清洁水平能力有待提高；安全生产形势依
然严峻；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和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等方面。煤炭产业被国家列入去产能的重点行业，煤炭
产业的供给侧改革主要在于严格调控产能过剩问题[2]。
供给侧改革下煤炭企业的转型，对于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长期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煤炭产业的进入退出壁垒分析
2.1. 进入退出壁垒分析框架
产业组织理论中指出进入壁垒是决定产业内企业数量和企业规模分布以及产业长期利润水平的重要
因素；退出壁垒是企业在退出某个行业时遇到的障碍，其高低会影响到企业进入市场的决策。
产业组织理论对市场进入退出壁垒一般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成本优势等作为进入退出壁垒的分
析框架，该框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1)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一部分，研究对象侧重于企业。进入退出壁垒也偏向于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是竞争效率性影响。
2) 国外市场环境与我国市场环境有所不同，所面对的进入和退出壁垒的问题也不相同，还需结合我
国的具体经济环境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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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结合煤炭产业实际情况将进入退出壁垒政策、资源、环境、社会和市场引起的壁垒进行
理论分析。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frame of entry and exit barriers
图 1. 进入退出壁垒分析框架

2.2. 国家或地方政策引起的壁垒
2.2.1. 政策规制壁垒
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导致了政策规制的产生。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国家政府干预来
对其进行调整控制。不仅是在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规制是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政府通过不同规制来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公共利益。
政策是影响企业进入退出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政策壁垒的手段。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
比较落后，能源又是基础性产业，政策壁垒是比较低的。但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在建
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必须考虑环境、安全、资源节约的方面的规制。因此政府应
该继续加强煤炭产业政策壁垒的设置[3]。
2.2.2. 地方政府政策规制的进入退出壁垒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矿产资源进行分级管理，地方政府规制就是我国行政性规制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规制过程中具有代理中央政府执行管理权限和完成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双重角色。进入退出方面表现
不同。
进入方面：煤炭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地方政府对投资少、见效快的小煤炭有较强
的投资动机。虽然地方政府具有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但经济管理的职能更加突出。
退出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现突出的经济管理职能，政府不仅要考虑地方财政 GDP，更要考虑地方就
业，维护地方安定等等。地方政府往往会阻碍企业退出行为。
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对当地的煤炭企业进行有效管理，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很好的管理
好煤炭产业的发展，处理好地方政府和当地煤炭企业之间的关系。

2.3. 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引起的壁垒
2.3.1. 资源壁垒
煤炭行业壁垒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煤炭资源本身的稀缺性，另一方面也取决与获取资源的技术条
件。资源的稀缺性是天然所决定的，人类几乎是无法改变的。但是，资源获取的技术条件却还有很大的
改进空间，应加强对采煤技术的改进，提高技术手段便可以获取更多资源，因此资源壁垒在技术条件上
需要进一步突破。
2.3.2. 环境壁垒
煤炭开采强度的增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加剧与人们对环境质量意识提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家
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指出环境保护部将全力推动约 900 项环保标准制修订工作，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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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绿色低碳发展[4]已经成为全球趋势，因此，环境对进入退出的影响将上升到
新的高度，必将成为今后煤炭产业进入退出的重要壁垒。煤炭产业必须重视对环境的保护，探寻绿色开
采的道路，才能长期立足。
2.3.3. 社会壁垒
煤炭产业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其主要表现在社会就业和人员安全保障两个方面。许多煤矿
所在区域产业单一，社会吸纳剩余劳动力能力较弱，煤矿对于职工的安置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安全方面
政府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型煤矿安全形势好于小型煤矿，小型煤矿是安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因此，
社会壁垒主要体现在职工安置困难和安全问题所造成的退出壁垒较高。这就要求煤炭产业应重视员工，
为之提供相关方面的保障，并处理好开采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

3. 结语
总之，我国煤炭产业管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5]，资源开发涉及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资源利
用利率、环境、安全等诸多问题。在明确我国煤炭产业进入退出壁垒的情况下，才能有针对性采取相应
措施，确保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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