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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土地产出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张如男
201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综合分
析，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把小昆山镇城镇建设与经
济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城镇竞争力，是我们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的重
要课题。
进入新世纪后，小昆山镇经历了几次行政区划的调整，2002 年 6 月，合并
大昆工业园区管委会（原大港镇）和小昆山镇，成立了“松江科技园区管委会”，
负责对松江西部地区的工业开发建设。2003 年 4 月，原大昆工业园区 5.74 平方
公里工业区被市政府规划为市级试点工业园。2007 年 7 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
批准，在原“松江科技园区管委会”的基础上重新设立小昆山镇。2008 年 3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二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名单的通知》(发
改办规划〔2007〕3049 号)全国共 160 家，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被列为全国第
二批发展改革试点镇，这为小昆山镇新一轮城镇化发展迎来新机遇。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经济的产出效应，小昆山镇依托 5.74 平
方公里小城镇建设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小城镇建设区
内，大批中外客商纷纷看好这块热土。截止 2014 年底，已落户小昆山镇 5.74
平方公里试点园区内的规模以上内外资企业 57 户，其中规模以上外资企业 16
户，规模以上内资企业 41 户，累计出让工业用地面积 1723 亩。目前，整个工业
园区内落户企业的运营质量和土地产出效率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这不仅关系
到我镇的地方财政收入，更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一、小城镇建设的现状
小昆山镇 5.74 平方公里规划面积内包括：可开发工业仓储用地 6354 亩，
占 73.8%；集镇居住用地 838 亩，占 9.7%；市政绿化用地 374 亩，占 4.3%；道
路交通用地 798 亩，占 9.3%；河道用地 246 亩，占 2.9%。在可开发工业仓储用
地中，其中已开发面积 4921 亩，占可开发工业仓储用地面积 22.6%。2014 年，
小昆山镇内外资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664167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664948
万元，实现地方税收总额 250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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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小昆山镇 5.74 平方公里销售产出率和地方税收产出率呈逐年稳
步上升趋势，2014 年度销售产出率为 167.04 万元/亩，比 2013 年增加 12.55
万元/亩，增加了 8.12%，比 2012 年增加 25.39 万元/亩，增加了 17.92%。2014
年度地方税收产出率为 6.3 万元/亩，比 2013 年增加 0.8 万元/亩，增加了 14.54%，
比 2012 年增加 1.48 万元/亩，增加了 30.7%，2014 年在世界经济虽缓慢复苏局
部较为强劲、地区经济总体向好趋势基本巩固等内外部因素影响下，小昆山镇党
委政府采用相应的应对措施，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和财政税收扶持等政策，在二
个私营经济区和投资开发公司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小昆山镇的招商引资取得
了新的成效，2014 年签约落户的内资企业 53 户，注册资金 26701 万元 ，落户
的外资企业 6 家，注册资本 439 万元，全年实现出口拨交值为 90026.9 万元。
但是从横向比较，我镇的销售产出率和税收产出率都远远低于松江东部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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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其主要因素有多种多样，如：行业结构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企业规模对
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固定资产密度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对土地产
出率的影响，其最主要的影响是城乡分布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小昆山镇位于松
江中心城区西北部，东面与松江工业园区相邻，这势必影响小昆山镇经济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1、小昆山镇自 2008 年，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被列为全国第二批发展改革
试点镇，这为小昆山镇新一轮城镇化发展迎来新机遇，在这 8 年时间里，一部分
落户企业确实也为小昆山的经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北玻玻璃、威迩
徕德电力、福尔欣电缆、飞雕电器等中外企业，为小昆山镇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然而，也有一部分落户企业虽然在小昆山镇内有土地、厂房，但
其产出率却不容乐观，造成了我镇土地产出率偏低的主要因素，只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在成立小昆山镇改革试点前，小昆山镇是以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发展，
为了加快工业区的进程，早日形成工业园区格局，大力引进了大批温州企业落户
工业园区，这部分企业不但产出率低，而且还存在圈地、囤地的现象。据统计，
当时工业园区内已批租未开发建设用地有 352 亩，这部分闲置土地影响了土地的
利用率。也有部分企业受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政策和力度不一致，虽然在工业
园区内投资建立厂房，但没有在工业区内实现完全销售，而是把产品销售放置在
扶持政策更加优惠的地区销售。
（二）由于受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原镇集体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尚有部
分厂房闲置未用，且占用了部分土地，经 2014 年专项调查发现，闲置厂房面积
为 13968.52 平方米；还有部分落户企业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在不违反有关
工业用地建设标准的前提下，按土地容积率标准设计建造工业用房，但受自身生
产规模及资金压力，部分工业用房闲置未用。
（三）经过 8 年的小城镇试点建设，5.74 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的道路基础设施
建设基本完成，工业区中落户企业的基本情况已成定局，小昆山镇落户企业中存
在不符合目前产业导向、技术能级低、能耗大、占地面积大的项目企业，未能加
以有效的清理，这些企业的存在将无法从源头上解决土地资源紧张和利用率不高
的问题。还有，至今尚有部分未发展的土地，这部分未发展土地由于受国家宏观
调控等因素影响，至今未能取得工业建设用地标准，阻碍了小昆山镇小城镇发展
的建设。

三、对策和建议
合理利用好每一寸土地，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为此，结合本次调研情况，提出以下几条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土地集约利用，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几种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是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求得在较小面积上的高额产量和收入。坚持土地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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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就要进一步明确区位发展功能定位，按照“三个集中”
的规划和建设原则，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的整体协调
发展。要组织有关力量，对在 5.74 平方公里工业园区已批未用、多批少用的闲
置土地进行清理，积极盘活存量资源。一方面要积极鼓励落户企业做大做强，或
利用多方投资、集体参股等形式，在闲置土地上投资建造标准厂房，盘活存量土
地。另一方面根据土地出让有关规定，对受让单位无法开发利用的闲置土地，通
过回收、收购、拍卖、储备等方式实现政府对土地资源的重新整合。

（二）坚持盘活存量资产，提高厂房利用效率
对原镇集体企业改制遗留的厂房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采用厂房、
土地整体转让或厂房、土地租赁等形式，盘活存量资产。另外，要进一步同拥有
闲置厂房的企业联系沟通，企业自身有发展潜力的，积极鼓励企业扩大规模，利
用好现有厂房。如企业确实无法自用的，有出租闲置厂房意向的企业，我们利用
小城镇试点发展招商平台，介绍优质客户租赁闲置厂房，一方面给这部分企业增
加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也给小昆山镇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坚持招商力度，提高土地产出效率
要充分利用好小昆山镇小城镇试点发展的区位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根据工业产业导向，提高落实企业标准，在尚存的未发展工业用地内，吸引销售、
税收产出率高的优质客商落户本工业园区，同时，坚持走“腾笼换鸟”和存量资
产内部挖潜的路子，以污染企业清拆整治工作为抓手，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
政等多种手段，完善劣势企业调整机制，做实、做细、做深“腾空间”工作。加
强对企业的分类指导，按照优势企业助发展、均势企业帮做强、劣势企业逐步淘
汰的思路，发挥政策扶持合力，引导符合产业导向、发展潜力大、技术含量高的
企业快速成长，支持重点骨干企业做大做强。以机器人制造业相关企业、科技型
企业、企业总部等为招商重点，千方百计吸引成长潜力大的企业落户，提升实体
经济税收比重。

（四）慎选项目，适时出让建新区土地。
按照“项目落地后土地能否可持续产出、生态环境能否得到保护、社会管理
成本能否做到合理增加、城镇功能配套能否帮助改善”的理念，加强招商选资。
围绕风貌设计、形态塑造和功能提升，完善建新区商业功能及配套服务，打造特
色城镇。结合小昆山历史文化底蕴，科学谋划山体周围地块的产业发展方向，力
争打造行业亮点和人文特色景观，将城市旅游和高端养老产业、商业、服务业发
展紧密结合，打造功能型城镇。接收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园区的人口辐射作
用，完善社会服务功能，适度发展房地产。

松江区小昆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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