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工商管理                                                                              2022 年第 2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Moder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ttps://jmba.oajrc.org 

- 44 - 

浅析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姜琳琳 

姜山镇人民政府  山东青岛 

【摘要】随着中国“十三五”计划的开展，中国经济不仅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而且进入了“重质”关

键时期，工商行政管理作为监督、管理、指导、推动市场经济主体良性运行，维护市场各方主体合理利益、

维护市场发展秩序，提高市场发展质量的管理部门，起到了起承转合的关键作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设

置不仅可以减少市场风险的产生，更有利于公正化、公平化市场氛围的实现，本文以青岛莱西市姜山镇为

例，浅析新时期下，工商行政管理对于经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及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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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China's economy has not only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but also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of "heavy quality". Industry and commerce 
administration, as a supervision, management, guid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market 
economic entities, maintains The management department that maintains the order of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market developmen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success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 the market.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market risks, but also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a fair and equitable market atmosphere. 
This article takes Jiangshan Town, Laixi City, Qingdao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dministration on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era. important impact and some effects o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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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十三五”计划始，改革开放进程的

加快，渗透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经济全球化的不断

发展，经济增长速率加快，市场经济也逐渐进入转

型升级期，这其中不仅面临发展机遇，而且也会面

临诸多经济风险。如果政府不积极管理，中国经济

恐面临重大损失。新时期背景下，政府如何有效实

现其市场管理职能，工商行政管理模式即为一种较

好的管控形式。 
1 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现状及职能分析 
新的阶段，市场经济也将呈现与以往不同的变

化。市场经济自由度不断提高，要求工商行政管理

方式随之转变。而这一时期，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产业转型升级，这需要政府服务型职能的提升，

更要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为市场经济注入新的活

力；市场经济面临的风险也不断提升，需要政府制

定相关的法律政策维护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

法治化要求提升[1]。 
工商行政管理是一个监督机构。它通过法律和

行政手段维护经济秩序，是政府参与市场管理的一

种方式。而新时期下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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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前提背景下，更重要的是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

完成其职能升级与管理方式的转变。这其中最重要

的方法就是要紧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趋势，掌握

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前瞻性实现相关政策制

定。不仅着眼于市场经济的促进，更着眼于国民经

济的稳步发展。具体落实在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还呈现出更多职能特征，例如对区域经济活动调

节、提供市场准入保障、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引导和提高市场主体经营能力与效率等方面，实现

了从监督管理向全面性管理、指导与服务并重的职

能转化。 
2 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 
2.1 依法行政 
以依法治国为基本行动方略，确保管理模式有

法可依，管理手段有据可循。首先工商管理程序要

合理合法。其次工商管理相关管理工作要符合法律

的规定，依法行政应该是管理人员最起码的要求。

最后要制定监督管理体系，确保相关人员的行为符

合制度与法律的规定，合理合法行使相关权力[2]。 
2.2 公平公正 
工商行政管理若想提高其公信力，一个重要的

措施就是要公平共正的对待每一个企业，不偏不倚。

在监督管理企业时，以一套公平公正的措施实施其

管理。不仅对企业实施监督职能，更对企业实施服

务职能，帮助其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3]。工商行政

管理作为企业与消费者的协调者，促进双方友好交

流，明确双方的资源管理，明确彼此的利益需求，

减少冲突维护市场秩序。最终提升整体市场经济的

发展水平。 
2.3 实事求是 
随着时代发展变迁，新机遇、新问题的出现，

工商行政管理所面临的新变化、新情况也要求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具体问题，不能回避，勇于面对。

结合新趋势、新视角勇于做出创新型改变。这不仅

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更有利于工商行政管理的部门

建设，职能的实现。 
2.4 现代化、智能化管理 
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其管理模式需紧跟潮

流，根据时代变化，做出智能化的改变，通过大数

据收集分析，及时对市场进行监控，对市场反映做

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内部也需要

引入智能化的管理方式，适应时代智能大潮。 
2.5 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多样化 
新时期市场主体的发展更加受到市场需求多元

化的冲击和影响，企业的运行模式和盈利方式发生

了重点的变化，与消费者之间构建的联系也更多样

性。这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要求也提出了更多的

要求。例如很多乡镇、出现了外资企业、普通企业、

小微企业等各种企业类型，企业的经营形式也千差

万别，面对不同的市场主体，工商行政管理从管理

方式和职能上也在积极转变职能、适应市场变化，

做好市场发展规范与监督、服务。 
3 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 
3.1 工商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这主要体现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与举措不

仅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而设立，而且根据经济发展

的形式而变化。随着改革开发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

展新局面，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正在积极适应市

场需求和企业主体的经营变化，进行管理形式管理

内容的不断创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经济发展服

务。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在积极转变思想，为

新型的监管领域和监管对象提供便捷的服务和与之

适应的管控方案。做到“管控促”一体化的新型工

商行政管理格局，在促进企业市场准入、提供公平

的竞争环境、创造良好的营商条件等方面做好保障
[4]。而反过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又通过一定的举措

反过来规范经济的发展。例如监督市场竞争行为，

查处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对各类市场经营秩

序实施规范管理和监督等等，以确保健康、有序、

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因此，工商行政管理和经济

发展两者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需要强

调的是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商行政管理

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莱西市姜山镇为例，莱西市姜山镇居青岛、

威海、烟台、潍坊四个对外开放城市之间，处于青

岛市一小时经济圈内。优越的地理位置赋予地区较

强的经济发展动力，多年来姜山镇一直立足于工业

强镇的发展理念，以轻工业功能区作为区委优势特

点，建立轻工业园区。通过政府各级部门的共同努

力，现已建成融招商引资带动工业生产和地方民营

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态势。先后被国家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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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命名为“全国重点

镇”；小城镇商业服务网点 300 多个，个体私营经

济从业人员 2000 多人；全镇地方财政收入的 90%来

自于企业纳税。截止目前，落户姜山的外资企业共

有 96 家、内资企业 186 家。姜山镇已形成以湿地旅

游、节能环保、橡胶化工、纺织服装、食品加工、

机械制造为主的六大产业集群。  
3.2 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对经济的影响 
当前经济发展不仅局限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影

响，也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带动。因此，工商管理

部门在新时期要针对不同的经济领域开展从宏观规

划到微观管控、服务的综合性管理工作。不仅要处

理好国内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实现国内经济与国

外经济发展的平衡；更要处理好微小地区经济发展

与当地整体经济布局之间的平衡、约束与促进关系
[5]。工商行政管理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对市场中

的企业进行监管，因为中小企业便是中国国民经济

发展的支柱所在。监管之处使得竞争环境井然有序、

合理合法。监管不仅需要深入到企业内部，监督企

业的行为合法合规。也要顾及到企业周围，处理好

企业间的经济关系，促进良性竞争。更要适时给予

帮扶，促进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经济发展又推动

了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优化，两者共同进步。 
以莱西镇为例，按照青岛市委市政府确定为轻

工业功能区和循环经济功能区的区域规划，莱西镇

工商行政管理为优化地方经济环境、推动市场资源

合理配置提供了强力支持。地方工商行政管理的重

要作用是依法组织管理地方各类企业和从事经营活

动的单位，按照法律约束框架进行合理经营、维护

地方经济稳定。在地方宏观经济规划的大环境下，

结合地方实际，莱西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前置式了

解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情况、积极接受来自各方对

于企业入驻莱西的咨询了解，积极解答各方对于入

驻、注册、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深入开

展分行业领域的逐层梳理，抓住企业服务和管控的

重点，制定有的放矢的服务、监管措施。积极配合

地方规划，促进重点产业快速落地，在重点产业落

地过程中给予管理监督和服务的各项前置配合，解

决了企业后期在工商行政监管方面的顾虑，为招商

引资和后期企业运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监管环境。

同时，逐步完善适应地区经济环境的监管体系，严

厉打击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发现问题绝不手软，

使得市场环境清朗有序，有效的做好工业生产和地

方民营经济的平衡工作，保障各类经济主体有序健

康发展[6]。 
3.3 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对经济的作用 
积极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一方社会资源

的合理配置：这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置的主要目

的之一，即维护经济平稳健康的运行。工商行政管

理的对象是企业，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

虽然有着自己的管理模式，但在市场混杂的背景下，

难免会为了利益，有着触犯法律的风险所在，如垄

断、侵犯商标权、虚假广告等不合理不合法行为[7]。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存在就是监督他们可能出现的

风险与问题，并适当的给予他们一定的指导。这些

指导可能包括技术上、资金上、法律上的一些支持

与帮助。尽快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他们在市

场中的竞争力。最终反馈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上面，

实现经济进步。姜山镇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紧跟

莱西、姜山经济发展的规划部署，将工商行政管理

前置，积极探索如何调动地方社会资源，在企业注

册申请过程中给予快速办理，吸引优势产业进驻莱

西镇，同时对市场监管提出明确措施和要求，方便

入驻企业和地方内资企业进行了解，周到的服务和

高效的监管措施让在莱西镇设立企业的各类组织充

满信心。在地方工商管理部门的推动下，落户姜山

的外资企业共有 96 家、内资企业 186 家。使姜山成

为招商引资和强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一方热

土。 
维稳作用；即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作用。

其部门设立的另一要求就是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减少市场动荡以及不利于市场竞争的行为产生。工

商管理部门的设立转变了传统的政府和企业间的管

理[8]。他们的关系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管理关系，而

成为了更良性的伙伴关系。其工作机制更加注重合

作与交流，减少矛盾的产生。该部门的行动力也是

最佳的，按法规办事。这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得到很

好的维护，起到关键的维稳作用。 
人才队伍建设作用；工商行政管理其部门职能

的实现最基础的需要就是人才，而员工的素质更是

重中之重，因为它不仅是企业凝聚力的体现，也是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所在。所以工商行政管理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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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人才队伍，能够更好的对市场资源进行管理，

推动经济平稳进步。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无疑是市场竞

争中一个重要的参与部分。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

过相关法律宣传，帮助消费者了解市场运行机制，

在与企业打交道中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

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这不仅美化了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的形象，也有利于消费者、企业良好交易关

系的建立，是企业进一步持续发展的前提[9]。 
4 结语 
综上所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紧跟时代的潮

流完成其职能的优化，结合大数据一些智能化的手

段，更好的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服务。在参与市场经

济的进程中，要注意实事求是、依法行政、公平公

正。不仅注重维护自己管理部门的公信力，也维护

政府良好的形象，作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良好关系

的桥梁，要处理好双方的利益牵扯。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减少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现象的产生。在

维护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起到

监管作用，推动人才队伍建设，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友好关系，提高政

府的公信力。积极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有

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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