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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末至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2020年2月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本文沿用此简称）暴发打乱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

活秩序，人们感觉几乎时空错乱，工作失序，处于迷

茫之中，似乎失去了正常行为的判断准则，一些行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很大冲击。尽管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导致了“非常”状态，各种关系和行为都

“失常”了，甚至部分“休克”了，但深入观察，其中却

有深刻的内在规律，只不过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

期以极端的、尖锐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形式凸显出

来。深入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种种重要现象，可

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激发理论思考。

一、经济观察的视域境界

现实经济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复杂复合体，其中

有无数的因素，发生着各种相互交织的关系。人们

要认识现实经济的整个体系，只能从无数因素中抽

取出有限的几个，将其概念化，并置于一定的范式

框架中，进行逻辑关系的构建，发现其中的因果关

系或相关关系。这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逻辑“抽

象”过程。离开概念定义和抽象能力，客观经济就

是一个无法捉摸的混沌现象，人类也就无法认识、

描述和解释客观经济。但是，依靠抽象能力所认识

和描述的世界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在人的主观

意识中“再造”出来的图像。因此，人们对现实经济

论区域经济的视域与关切
——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

金 碚

摘 要：人们对现实经济的认识，实际上是被一定的范式承诺所“框定”的。范式承诺决定了观察和感受经济的视

域境界，视域境界决定了人们所看到的经济世界图景。人们观察和判断经济现象并非只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视域，

视域实际上是多样的，而且是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出显示了视域境界和社会关切的改变，如何产

生巨大的社会性影响，决定着对社会经济的态势判断的思维倾向。在其影响下，区域经济态势几乎断然改变，进入

了“另一个世界”。信息传播使得域际关切更为突出，各地区都希望增强信息透明度，作为进行政策安排和民心安

定的重要条件。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更深切地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普遍性意义。让整个系统的各个方面

都更具内在活力、反应效能和责任担当，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才能实现现代化。经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整个

国家及各地区经济，将进入一个浴火重生般的新视域世界，关切取向必将有新的选择，值得区域经济学者们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区域经济；新冠肺炎疫情；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2-0001-07 收稿日期：2020-02-18
作者简介：金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经营报社

社长（北京 100836）。

1



区域经济评论 2020年第2期
的认识，实际上是被一定的范式承诺所“框定”的，

范式承诺决定了观察和感受经济的视域境界，视域

境界决定了人们所看到和认识的经济世界图景，所

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你所看到的是你心中的

世界”①。

在一定的范式承诺框架中对浑然一体的客观

经济现象进行抽象，实际上就是选取出需要特别

“重视”的一些因素、现象和关系，而“忽视”另一些

因素、现象和关系，通过这样的选择（通常要形成可

以定义的概念）就形成了观察客观现象的一定“视

域”，即所观察的域态或域境，这就好像是人的肉眼

在可见光的范围之内所看见的事物，而在可见光之

外，肉眼是无法直接观察和感受的。可见，人们对

经济现象的观察所形成的认识，从来就不是完全客

观的，而是受制于其一定的“视域”框架，它决定了

对什么“看得明白”，对什么“视而不见”。

在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中，隐含一个假定，

即经济学活动在一个“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绝对

空间中进行，因此，经济学观察经济现象和经济行

为的“视域”境界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假定人们是

在同一个视域中进行观察、判断和作出决策的。但

是，这样的范式承诺是武断的，在现实世界中，人们

观察和判断经济现象并非只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视

域，视域境界实际上是多样的，而且是可能会发生

变化的。也就是说，一定的视域决定了，什么属于

被关注的因素，什么属于不必关注的“其他条件”。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例子。

2020年 1月 20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习近平总

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其重要意义在于，以此为分界，地方政

府观察和判断事物实际上处于两个不同的分明视

域境界中。在此之前，地方政府关于诸多工作目标

或关注内容的重视或关切程度有一个常态的优先

顺序框架，可以称之为“视域A”。也就是说，在1月
20日之前，地方政府处于视域A框架中的相对平衡

（顺序）状态，并以此进行判断和决策。那时，就新

冠肺炎疫情而言，湖北省武汉市面临的决策情形大

致可以抽象化为表1中的情形。

假设地方政府对疫情有两种政策选择：（a）采

取封闭隔离措施；（b）不采取封闭隔离措施。前者

将导致全盘工作的优先顺序发生重大改变，须为此

付出很大成本；后者不影响全盘工作，原定的重要

工作目标顺序不变。再假设，后来的疫情发展可能

有两种情况：疫情发展很严重（x）和疫情发展不严

重（y）。地方政府如果选择对策（a），而后来的疫情

为（x），则地方政府可能被批评为“全盘工作和社会

为此付出了很大成本，但对策措施却无效”，即情形

（1）。而如果后来的疫情为（y），则地方政府可能被

批评为“反应过度，劳民伤财，干扰工作大局”，即情

形（2）。相反，如果地方政府选择对策（b），而后来

的疫情为（x），则地方政府可能被批评为“决策延

误，导致损失惨重”，即情形（3）；而如果后来的疫

情为（y），则地方政府处于常态而无过，即情形（4）。
在视域 A 下，地方政府的对策抉择，倾向于

（b），并期望后果为情形（4），即“无过不错”。当然，

可能发生的情形（3）是一个很大风险，但权衡得失

利弊的结果很可能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当然是在视

域A境界之中），因为，发生严重而难以控制的疫情

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而可以忽视。而如果选

择（a），则几乎没有胜算。

这次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1月20—25
日是一个视域分水岭。在 1月 23日晚的 2020年春

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总基调仍然是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时间属于奋进者！历

史属于奋进者！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但此后，

政策注意力明确转向特别关切抗疫的紧急性和可

能的损害性。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

开会议，决定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所有

政策目标的政策选择顺序中，“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组织上落到实处。这意

对策抉择

采取封闭隔离措施（a）
不采取封闭隔离措施（b）

疫情发展严重（x）
可能被指“措施无效且空耗成本”（1）

可能被指“决策延误，导致损失惨重”（3）

疫情发展不严重（y）
可能被指“反应过度，劳民伤财”（2）

无过不错（4）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1 视域A境界中政府应对疫情的对策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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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抗疫是首要任务，为此可以不惜代价，即关于

抗疫产生的“成本”，不必计较其支出、承担或消耗

责任。也就是说，以此为分界，视域A境界明显地

转变为另一种视域境界，可以称之为“视域B”。自

此，人们将在视域B框架中进行行为决策，并以此对

视域A境界中的抉择进行判断和评价。

二、时域流变中的事态关切和形势判断

视域境界的改变，跟时域的流变密切相关，即

不同时域中有不同关切重点。所谓“时域”，是指在

一定时期中所形成的经济行为状态。在新冠肺炎

疫情时期（2020年1月20日—25日之后），视域B成

为观察和判断形势，做出政策安排的思维“框定”前

提。“此一时彼一时”是现实生活中的必然现象。

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成为最受重视的视域现象和该时域中须

特别关切的“首位”问题，也就是政府政策选择中压

倒其他因素的首要关切，换句话说，此时整个社会

的目标关切和态势判断原则发生重大改变，抗疫成

为全民行动。中国的体制具有非常强大的社会动

员能力，可以采取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方式来抗击

新冠病毒的感染，抑制疫情。在这样的视域境界之

下，在与“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关的各种现象

中，即使是小概率事件，也会极大地影响一定时域

中的政策安排和利弊权衡，即成为万众瞩目的高度

关切事件。

新冠病毒威胁人的生命和健康，对经济的影响

直接反映在对劳动力人口健康状况的损害上。我

们可以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用工所面

临的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②，它突出体现了中国

经济态势在 2020年 1月下旬之后的视域境界变化

和全国关切。疫情冲击下的劳动力健康状况如图1
所示。

图1中，全社会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口L0，

在新冠病毒传播下，分为未接触病毒者A0和接触病

毒者A1，即 L0=A0+A1，社会性的各种封堵隔离措施

主要是为了减少上式中的A1；接触病毒者A1，区分

为有抵抗力（而未病）者A2和缺乏抵抗力（而得病）

者B0，即A1=A2+B0，其中，在统计上尽管有抵抗力而

未得病者A2远大于缺乏抵抗力而得病者B0，但在社

会性封堵隔离措施中，实际上假定所有的A2都可能

是B0，而那些必须坚持工作的岗位劳动者除外，假

定他们大都会是A2，只需做好防护即可；缺乏抵抗

力而得病者B0，区分为轻症者B1和重症（含危重症）

者B2，即B0=B1+B2，其中大多为轻症者B1，据有关报

告，重症者B2不超过 20%；轻症者B1绝大多数可以

自愈而成为A3；重症者B2的治疗结果是：或治愈成

为治愈者A4或医治无效成为死亡者 S，即B2=A4+S。
其中S的比重可能较高，但占全部得病者B0的比重

大约为 2%。换句话说，因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

估计为 2%左右（有报告说可能更低），相对于全部

劳动力人口更是一个比重很小的数字。

受新冠病毒感染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结

构发生了时域性的显著变化，首先，L0变为

L0=A0+A1

其中的A1变为A2+B0；因而

L0=A0+A2+B0

B0中一些抵抗力弱者得病，其中部分成为重病

者，即

B0=B1+B2

这样，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结构变为

L0=A0+A2+B1+B2

假设轻症者B1大多数可以自愈，重症者经治疗

部分人痊愈，也有一些因医治无效而死亡，因而劳

动人口的健康结构最终将变为

注：L0全社会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口；A0未接触病

毒者；A1接触病毒者；A2有抵抗力者；B0缺乏抵抗力者；B1轻

症者；B2重症（含危重症）者；A3轻症自愈者；A4重症治愈者；S
死亡者。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1 疫情冲击下的劳动力人口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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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A0+A2+A3+A4+S

从以上公式中可以看到，在疫情冲击下，同数

十亿劳动总人口相比，得病者B0，特别是难以治疗

的重症者B2，数量是相对很小的人口数；而劳动人

口中的各类A人员均为健康劳动人口，在数量上所

受的影响不很大。疫情中各地区因病死亡者S估计

最多以千人数计。据有关部门统计和估算，如果感

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最终为被确诊感染而致病者

的 2%—3%，则仅高于流行性感冒，而远低于非典

（9%—11%）。新冠肺炎的死亡主要集中于湖北省

武汉市，据 2020年 2月中旬的报告，武汉新冠肺炎

死亡率为 3%－5%，除武汉以外地区的新冠肺炎死

亡率为0.2%－0.3%，而除湖北省以外地区的新冠肺

炎死亡率低于 0.2%③。患新冠肺炎的人数,尤其是

重症危重症人数也不很高（据报告一直低于20%）④，

可见重症和死亡人数相对于全部劳动力总数都是

比重很小的数字（报告的死亡人数中还有相当一部

分是非劳动人口，相当比例为老年患者），远远少于

全国每年十多万人的汽车车祸死亡人数、艾滋病死

亡人数和心血管病致死人数。可见，新冠肺炎还不

算是一种死亡威胁非常高的病症，其威胁主要表现

为传染性强和行踪莫测。但是，新冠病毒所造成的

劳动力健康状况改变，极大地影响了经济观察和判

断的视域境界，甚至导致社会性焦虑恐慌现象。小

概率事件被舆论聚焦放大（媒体关注必然具有信息

放大作用，大众传播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力），不仅

成为视域境界改变的“事实”基础，而且受到社会的

极大关切，构成人们心中的疫情图景。而且，在疫

情时期，卫生防疫部门的话语权显著增强，权威专

家的专业意见受到特别重视，传播效果强，促使大

众从“忽视”转向高度“重视”和极为敏感，也对人们

心中的疫情图景产生重要作用，从而强烈影响社会

对疫情的事态关切和形势判断。当然，在这样的视

域境界下，劳动力供给结构所发生的改变，绝非简

单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似乎对劳动力人口总

量的影响微不足道。相反，在一定的视域境界中，新

冠肺炎疫情（尤其是在对新病毒的了解不够，没有特

效疗法的情形下）是非常严重的，社会关切度极高，

由此导致人们心态和行为的极大改变，对经济的冲

击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企业用工行为突然进入

了一个具有极大域观特征（特定视域下）的劳动力人

口域境中，其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改变。在此情形

下，企业经营的社会条件急剧变化，困难骤增。

新冠肺炎疫情突出显示了视域境界和社会关

切的改变，如何产生巨大的社会性影响，决定着对

社会经济的态势判断的思维倾向。在其影响下，区

域经济态势几乎断然改变，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三、地区表现和政府行为的域际关切

在经济观察特别是利益关切中，对于一定的区

域，尤其是较大区域，例如省、特大城市等来说，本

地经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体，所以，本地

区的经济政策安排主要以自己区域内的利弊权衡

为关切范围，区域之外的影响如同是“外部性”而另

作考虑。不过，作为统一国家中的不同地方政府，

在处理区域经济问题时，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

关心的，各地区不应采取以邻为壑的、损害其他地

区利益的政策措施和不负责行为。不仅如此，各地

区的政策安排还可能产生更大范围的甚至是全国

性的影响，所以，地区政策决策和制度安排，如果涉

及不同地区间的域际利益关系，必须有所权衡，特

别是对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区政策安排，必须

充分考虑更广泛的域际关切。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域际关切问题非常突出

地表现出来。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

疫情，武汉市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会直接影响不同

地区及全国的利益。如果不采取强硬的封城隔离

措施，武汉经济的损失可能较小些，但却可能严重

影响其他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利益。而如果采取

严格的封城隔离措施，则可以控制病毒感染的扩

散，但必然会对武汉乃至湖北省的经济产生严重冲

击而导致巨大损失。很显然，当武汉市决定是否实

行封城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域际关切性。2020
年 1月 23日武汉开始实行全市封城措施，此时，如

前所述，正值关于经济大势的视域境界发生全国性

变化的时期。武汉成为全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中壮士断腕般的“自我牺牲”者，以一市之封城，

求缓解全国病毒感染之风险。

这样，整个中国经济的空间状况实际上分为两

大地域：武汉（及湖北）和武汉（湖北）之外的其他地

区。其他地区也必须关切武汉和湖北省的抗疫形

势，而且，只有将武汉和湖北省的疫情控制住，才能

从根本上消除其他地区的感染风险和疫情扩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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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汉市及湖北省作出具有全国关切性的封城抉

择，其他地区也应作出关切武汉及湖北省的应对措

施，例如，从医疗力量、物质供应等方面提供援助。

在区域经济学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研

究中，其视域框架中对于域际关系的关切，主要集

中于一些经济增长极（通常是城市）对周边或相关

地区的要素集聚和扩散而产生的各种分布现象

上。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特征、行政区划和历

史文化等。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区的治

理能力以及所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也表现出对域

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全国各地区特别关切武汉市

及湖北省的疫情以及抗御疫情的有效性，特别关切

本地区同武汉之间的人员往来密切度，并以此作为

本地区抗疫措施的重要考虑因素。武汉市不仅是

疫情中心，也是全国的域际关切焦点，是全国抗疫

的决战之地。总之，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各地区的政

策安排，将域际关切在区域经济中的意义凸显出

来。特别是，信息传播使得域际关切更为突出，各

地区都希望增强信息公开透明度，作为进行政策安

排和民心安定的重要条件。

从国内推至世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成

为全球关切的焦点，中国采取了有史以来信息最为

公开透明的政策安排和同世界卫生组织最为真诚

的合作方式，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中国充分理解

世界各国相互间的高度域际关切，把本国抗疫作为

对世界负责的行动。这是区域经济研究中一个非

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经济规模

巨大和国际联系非常广泛密切的国家，中国的地区

经济现象对世界各国都有很大影响，因而将越来越

成为更多国家的域际关切对象。

在高度信息化和各种传播方式空前发达的当

今世界，域际关切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区域经济现

象。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区域间的域际关

切问题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而这实际上是区域经

济关系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要关切因素，只不过是

过去的区域经济学范式承诺及观察和研究视域中，

没有考虑这一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新冠肺炎疫情

时期所发生的现象和问题突出地提示我们：任何区

域都不可能脱离或者隔绝于其他区域而发展，各地

区之间的域际关切性，乃至世界范围的域际关切

性，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需要长期深入研究的

重要问题。域际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信息传

播和舆论影响问题，在以往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中，

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时

期所发生的许多现象和问题，都指向一个区域经济

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大众信息传播对区域经济关系

特别是民众关切及社会行为的影响。

四、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的供给侧关切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
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工业化加速时期。在这一

时期，社会价值倾向上处于‘亢奋的物质主义’时

代。2013年开始，进入工业化的深化时期，这一时

期大约将延续到 21世纪中叶。这是力求通过全面

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这一

时代笔者称之为“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实现“富

强”仍然是其主要目标，但“为了物质财富目标而不

惜牺牲生态环境和民生福利的血拼式竞争已成为

历史。社会心理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

久耐心”⑤。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和尖锐的方式体现

了中国在“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所面临的现实和

政策抉择的时代特征。2020年是中国实现物质主

义目标的关键一年：要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全面脱贫。但新冠肺炎疫情却来了一次意外冲

击，整个国家不得不全力应对，承受代价，甚至需要

调整某些预定目标。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他的著名著作《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一段关于资本主义与个

人关系的精彩论述：“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

庞大的宇宙。任何人都要诞生于这个宇宙，至少对

个人来说，这个宇宙本身表现为他必须生存于其中

的、不可变更的事物秩序。个人只要介入市场关系

体系，那个秩序就会迫使他服从资本主义的行为规

则。一个行动长期不遵守这些规范的制造商，终将

被排除到经济舞台之外，就如同那些不能或不愿意

适应这些规范的工人将被扔上街头、成为失业者一

样。”⑥尽管马克斯·韦伯说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实际

上适用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形态。世界各国

的国情各异，所以有各种形态的市场经济，形成不

同的经济“宇宙”。个人生存于其中，必然要适应其

所在的经济环境的域观状态，成为其中“不由自主”

的行为分子。而且，处于这样的“宇宙”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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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目标及行为方式也会受到深刻

影响。也就是说，大多数个人的行为是受所处时代

的“那个秩序”的行为规则所决定的。所以，研究和

关切所处时代的各方面行为规则是区域经济研究

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当前处于权衡的物质主义时

代，在这个时代，物质成就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经济

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社会心理更倾向于长期理

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因而突出表现为更加关

切经济关系的供给侧。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那个秩

序”的行为规则。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之前召开

的最近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而新冠肺炎疫情时期，

进一步凸显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并需要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区域经济的供给侧关切。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期，党和政府的政策

措施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凸显中国经济“强政

府”的域观特征，显示出其动员体系对于应对疫情

强大的制度能量，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一个供给侧结构特色和秩序特征。不过，同时也

必须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各地区的种种表现实

际上也反映出，在现行体制机制（包括公共卫生和

疾病防疫的应急响应体制机制）上，各地区在供给

侧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甚至是严重缺

陷。所以，对以下判断大概没有人会有异议：武汉

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突出地反映了公

共卫生体系的供给侧结构缺陷、政府和社会的治理

体系薄弱和能力不足、应急体系的响应行动迟缓、

效率不高等问题。更反映出许多领域中社会运行

方式的畅通性不足，因而在疫情难以控制时，不得

不以牺牲社会运转（封城和普遍性社会隔离）的高

昂代价，来扭转疫情危险。

从一般的经济理论上说，对经济体系和经济运

行实施对策干预，可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着

力。在经济政策话语中，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宏观

调控政策通常被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

预”（称为凯恩斯主义），即主要只作用于货币和财

政的总量环节，而不直接介入或干预经济体系的实

体性活动（微观）层面。而以西方“供给学派”为代

表的供给侧对策作为，实际上同需求侧政策干预的

理论逻辑并没有本质性差别，只不过是更强调宏观

需求政策不能越位，即不能以需求管理为名而干预

到供给侧。因此，“供给学派”这个名称并不是强调

政府应更多干预和参与供给侧活动，而恰恰相反，

一般被理解为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供给侧的干预

和管制，包括减少税收，而尽最大可能地让市场更

顺畅地发挥调节功能。中国的经济对策明确表述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强调主要通过深化改

革而非政府管控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尽管中国

的国情与美英不同，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等

同于美英当年的“供给学派”主张，但在力图通过体

制机制改革，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技术创新能力，

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

作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是，如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缺乏正确认

识，却反倒可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主张和强调对经

济供给侧活动给予更多、更细密的行政性干预和政

府参与，而且可以比需求管理更具渗透性，即直接

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日常经营决策空间。如果

这样，就会损害经济运行的通畅性和经济主体的主

动性活力，表现为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管制

条框和文山会海（叠床架屋的“规定”“细则”和“审

批”程序），束缚着供给侧的自主性作为，使经济主

体感觉流动壁垒重重，违规风险很高，动辄得咎，税

收和罚款名目繁多，即使没有大错也难免会有小

错，因而宁可消极应付，不越雷池，避免担当，以“无

过不错”为行为目标。这就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意向，偏离初心，无助于经济通畅和活力的增强。

在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可以突出

地看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政府部门行为和体

制机制的不畅通、信息传递的严重阻塞和不当限制

管理，如何损害了对病毒疫情的警觉性和响应效

力，严重贻误了抗疫时机，使防御病毒感染和扩散

失去了最宝贵的应对时间。这表明，中国目前不仅

公共卫生体系存在严重的供给侧结构性缺陷，而且

各方面都存在体制机制问题。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可以体会到，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含义，不仅是使商业性组织即企业更有

活力，市场机制更为畅通，而且需要整个社会各个

领域的运行机制都更为通畅，扫除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障碍，避免层级重叠、程序复杂的政府行政体

系延误专业信息的通畅传递，从而损失了决策的科

学性和及时性。总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

们，各地区、各领域包括公共部门，都需要进行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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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整个系统的各个方

面都更具内在活力、反应效能和责任担当，国家治

理体系和能力才能实现现代化。

与经济体系需求侧的管理政策不同，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及其落实执行，具有地方、部门以及各领

域的广泛渗透性。也就是说，供给侧关切，不是总

量性和笼统性的，而是结构性和域观性的，需要有

实实在在的实体性措施和制度化建设。其意义如

同飞机发动机的制造，不仅具有整体的系统性，而

且具有高度的精密性，需要环节相扣，润滑畅通，运

转有序。

五、结语

区域经济研究的视域境界，以及在其影响下的

现实关切，包括事实关切和域际关切的取向，是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提示给我们的重要研究方向。经

济现象和行为，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具有感受性，

没有感受的“客观事实”是没有意义的。一定的客

观事实，在不同的视域之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感受，

引起不同的关切。总之，经济活动是人的行为，人

的行为取决于主观（感受）与客观（事实）间的关系，

并受到时代的“行为规则”的限定，而这又会体现区

域价值文化和制度特质的深刻影响。因此，区域经

济学研究理应从主要关注客观性、物质性要素（即

传统的生产函数范式），进一步深入到对主观性、精

神性因素的研究。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视域境界和关切取向

已多次演变，每一次的感受都是“沧桑变迁”“换了

人间”。经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整个国家及

各地区经济，将进入一个“浴火重生”般的新视域境

界，关切取向必将有新的选择，值得区域经济学者

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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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ision and Concern of Regional Economy
——Enlightenment from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Jin Bei
Abstrac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economy is actually framed by a certain paradigm commitment, which determines
the Horizon realm of observing and feeling economy, and the horizon realm determines the economic world picture. People’s
observation and judgment of economic phenomena is not only one permanent vision, but also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which may
change.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highlights the changes of horizon and social concerns, and how to produce
huge social influence determines the tendency of thinking about social economic situation. Under its influence, the reg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has almost changed and entered“another world”.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akes the inter regional
concerns more prominent. All regions hope to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a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policy
arrangement and people’s stability.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makes us understand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Only by making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system more dynamic, responsive and accountable ca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be modernized. After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he whole country and regions
will enter a new world of“rebirth”. There will be new choices for the direction of concern. It is worth further studying by the
regional economic scholars.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ic;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Situation;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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