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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走向繁荣复兴，持续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然而，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

下，当前经济增长率降至 6%—7%，步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产业竞争力不足，价值链低端锁定等问题，在全球贸易中遭受发达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的两头挤压; 二是国内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土地财政、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严重掣

肘中国经济发展; 三是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各种问题与挑战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说明，改革开放是已经被事实验证了的正确方向，“新常态”下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不断破除束缚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各种制度障碍，同时要发挥大国综合优势，构建新的动态比

较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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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复兴之路

以史为镜，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现阶段

所面临的问题。根据著名经济史专家安格斯·
麦迪森［1］对耶稣诞生以来 2000 多年世界主要经

济体经济总量的估测，清嘉庆 25 年( 公元 1820
年) ，中国 GDP 总量居全球首位，高于西欧。然

而，当时的中国可谓大而不强，此后中国在世界

的经济地位开始迅速滑落( 见图 1 ) 。要理解这

一现象，仅关注经济总量会模糊问题的本质，还

应关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竞争力。
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总量往往与人口和国

土面积有关，经济总量往往会掩盖经济结构内部

的问题。嘉庆年间，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经济

结构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在国际贸易中有

竞争力的产品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等农产品

和手工业产品。而当时西欧在国际贸易中有竞

争力的产品不再是农产品，而是用化石燃料作为

动力驱动机器生产的工业制品。更为关键的是

西欧各国开始拥有强大的火炮、枪械和舰艇制造

能力，可以此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打开国门，与之

进行“自由贸易”。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

动、甲午战争等历史事件加快了中国经济的下

滑，众多仁人志士试图通过洋务运动、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方式扭转下滑势头，但是，在

当时的国内外背景下，这些努力都没能阻止中国

经济下滑的总体趋势。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五年计划、大跃进等

都体现了中国在短期内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

望。但从实际效果看，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上

升并不显著，甚至不升反降。直到 1978 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才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促进经济

发展，尤其是 2001 年加入 WTO 以后，中国在全

球经济中的份额得以迅速提升，至 2010 年中国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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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 GDP 占世界比重( 单位: % )

资料来源: 2010 年《经济学人》麦迪森的研究

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整理。

速增长，经济年均增速达 9. 7%，增长速度不仅

快于主要发达国家，即使与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

的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也具有明显优势。根据安

格斯·麦迪森［2］等国外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和

研究机构［3］的研究，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保持高

速增长状态，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6%—7%，

虽然这在全球范围内仍是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与中国此前的增长速度相比，中国经济将步入

中高速增长阶段，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二、经 济 转 型 与 产 业 升 级 的 重 要 性 和 迫

切性

“新常态”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为何

要进行转型升级，为何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难以

为继?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 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对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的

全球贸易形式已发生很大变化，大部分是产品内

贸易，而不完全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典型的例子

如苹果手机 iphone4 的全球产品内分工①。根据

国际贸易附加值理论，虽然中国是贸易大国，贸

易总量非常大②，但实际上中国只是搬运工和组

装基地，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和为全球商品

创造的价值部分并不是很大。总体来看，全球大

部分制造品都遵循“微笑曲线”，中国在全球分

工中从事加工组装环节居多。改革开放初中国

通过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当时国际贸易的

格局是中国出口劳动力制成品，进口高科技、高

附加值的产品，“十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

机”。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从海关的进出口商

品结构数据( 见表 1 ) 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对外贸

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机电产

品、成套设备的出口比重大幅度上升，劳动密集

型低端产品如服装、玩具出口的比例则不断下

降。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大陆沿海部分传

统服装制造企业倒闭，部分企业向中西部和东南

亚转移，部分企业开始做品牌，提高自身附加值，

原来的生产加工模式已改变。

表 1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动

商品类别 1984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2 2013
食品和活动物 12. 41% 10. 85% 6. 67% 4. 92% 2. 95% 2. 61% 2. 54% 2. 52%

饮料和烟草 0. 42% 0. 55% 0. 92% 0. 30% 0. 16% 0. 12% 0. 13% 0. 12%
粗材料，不能食用，燃料除外 9. 18% 5. 60% 2. 81% 1. 74% 0. 97% 0. 72% 0. 70% 0. 66%

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材料 23. 02% 8. 31% 3. 58% 3. 14% 2. 30% 1. 69% 1. 51% 1. 53%
动物和植物油，油脂和蜡 0. 55% 0. 26% 0. 30% 0. 05% 0. 04% 0. 02% 0. 03% 0. 03%

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5. 23% 6. 25% 6. 13% 4. 86% 4. 69% 5. 53% 5. 54% 5. 42%
主要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 19. 30% 20. 61% 22. 06% 17. 28% 16. 93% 15. 82% 16. 31% 16. 32%

机械和运输设备 5. 74% 17. 30% 19. 52% 30. 61% 42. 53% 48. 07% 47. 12% 47. 01%
项制品 18. 00% 28. 39% 37. 75% 36. 88% 29. 23% 25. 32% 26. 05% 26. 31%

其他分类商品 6. 14% 1. 89% 0. 26% 0. 21% 0. 21% 0. 10% 0. 07% 0. 08%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 资料来源: 根据中经网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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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东方早报［2010-7-7］发表文章称 iphone 4 在美国上市的零售价是600 美元，但是成本只有178. 96 美元，苹果自身利润率是60%
以上。而 iphone 手机当时是由中国台资企业鸿海富士康公司组装生产，他们对手机成本贡献是 3. 6% ，即 6. 5 美元。经过零部件拆

分，占 iphone 手机价值 30% 的零部件是德国提供，17% 来自于韩国，6% 来自于美国，中国负责价值 6% 的加工，还有几十个国家分摊剩

下的 27%。
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进出口总值 26. 43 万亿元人民币，比 2013 年增长 2. 3%。其中，出口 14. 39 万亿

元，增长 4. 9% ; 进口 12. 04 万亿元，下降 0. 6% ; 贸易顺差 2. 35 万亿元，扩大 45. 9%。按美元计价，2014 年，中国净出口、出口和进口分

别增长 3. 4%、6. 1% 和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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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不高使中国

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可否认，改革

开放之初中国获得了全球的投资，使几亿农村剩

余劳动力进城打工，提高了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

水平。中国生产的产品附加值固然比较低，但是

不能用附加值低来否定这个资本积累和脱贫的

过程。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无资格进入世界

经济体系，到主动融入其中，已然是一大进步。
当然，从长远来看，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低端劳

动力数量减少，这种以低成本和低价格作为全球

竞争力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中国迫切需要经济

转型和产业升级。
2． 要素价格的上升和比较优势的变化逼迫

中国转型升级。影响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最主要

要素是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土地、环境和物流

等。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增长速度比较快，

已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工资具有刚性，工

资达到一定水平后，绝对工资水平下降非常困难

( 见图 2 ) 。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会导致产业的

竞争力下降，尤其是缺乏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

图 2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

从能源和原材料的角度看，中国是世界制造

工厂，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变动对中国制造的成本

影响非常大。近年来铁矿石和原油的价格变动

幅度较大，使中国利润微薄的制造企业几乎无法

生存，以低成本作为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亟需

转变。
从土地价格角度看，中国土地用途分成商业

服务用地、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三类，商业服务

和住宅用地的价格连年快速上涨。工业用地的

价格变动虽然不大，但是其他类型土地价格的上

升推高了工业用地的机会成本，并且推高了生活

成本和商务成本。
从环境污染角度看，据国家环保总局估测，

2012 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是 GDP 的 2. 3% 左

右，而以前的最高值为 3. 05% ①。中国传统经济

发展模式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②，但这

种模式在“新常态”下难以持续。
从物流成本角度看，中国物流成本相当高。

作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物流成本已经成

为了阻碍中国产业发展的“梗阻”，不仅推高了

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而且严重挤

压了企业在研发、销售等方面的投入，影响了产

业链上下游的联动发展。据估测，中国当前物流

成本 与 GDP 的 比 值 是 18% 左 右，比 美 国 的

8. 4%高出近 10 个百分点( 如图 3 所示) 。

图 3 中美物流成本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和

CSCMP 发布的 Annual State of Logistics Ｒeport 整

理。

过去十几年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主要

源于成本优势。随着大部分要素成本上升，尤其

是劳动力成本不可逆转的上升，中国低端的制造

业必然会在全球失去竞争力。如果要维持强劲

的经济 增 长 动 力，必 须 进 行 经 济 转 型 和 产 业

升级。
3． “新常态”下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新

动力的驱动和新战略的引领。传统要素比较优

势逐渐丧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后劲乏力，而创

①南方周末［2015-4-30］: 环境污染，最高年损 GDP3. 05% ，隐身八年再重启，离考核还很远。

②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总结，经济发展和污染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指标比较低; 重化工业开

始发展后，污染指标迅速上升; 污染到达一定程度以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环境污染水平开始出现拐点，居民环境意识抬头，开始治

理环境。经过环境治理以后污染物水平开始逐渐下降，工业化基本完成后环境污染水平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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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驱动不可能一蹴而就，驱动力转向与交接还可

能存在反复。而且中国产业发展驱动力的转换

并不是完全抛弃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而是实现

驱动力升级换代，这不仅需要优化资源的配置方

式与机制，更需要释放微观 企 业 主 体 的 活 力。
“新常态”下也需要新的战略来支撑、引领中国

产业的升级，从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来看，工业

4. 0、第三次产业革命等都深刻表明了产业生产

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发展模式的转变，在未来制

造生产智能化、网络化，制造与服务融合程度不

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也亟需新的战略来支持与

应对未来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
三、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就显著，但原有的经济发

展方式也面临新的挑战与问题。
( 一) 面临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1978 年中国人均 GDP 仅为 226 美元，而到

2014 年达到了 7575 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

平，经济增长效果卓著。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中国

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争议。许多学者认

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①，甚至有

人认为可能性超过 50% ②，但刘世锦等学者［4］对

世界上 100 多个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的经济体比

较研究发现中国若按照 6%—7% 速度再增长 10
年，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见图 4) 。

在经济总量基数较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

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中国已达到中上等

收入水平，经济总量大，两位数的经济增速难以

为继，“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会放缓，但仍然属于

高速增长。因此，“新常态”下中国仍具有较大

的增长潜力，中国依然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

期，只要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不断破

除束缚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各种制度障碍，构建

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即可

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图 4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的可能性较小

注: 图中曲线为拟合曲线，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

根据麦迪逊 1990 年国际元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 刘世锦，等: 《陷阱还是高墙?》，中信

出版社，2011 年。

( 二) 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不仅要治

理好这个超大规模的产业经济大国，还要处理好

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外部关系。
1． 中国产业竞争力还比较低。中国诸多大

企业主要靠垄断地位获得快速发展，这些企业在

整合国际资源、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方面相对欠

缺，国际竞争力并不强。缺乏真正具有全球制

造、全球设计研发、全球营销、全球经营能力的国

际化企业。
2． 中国面临的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随着

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中国面临的贸易

条件有可能恶化。譬如一些高科技企业在国外

的发展往往会遭受较为严格的审查甚至是不可

逾越的进入壁垒③。有很多年份中国遭遇的反

倾销 案 件 占 全 球 比 例 高 达 30% 以 上，其 中

2006—2009 年间超过 40% ( 见图 5) 。
3． 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的两头挤压和双重挑战。中国高端产业在国际

上并不具有“价廉物美”的显著优势，因此难以

短时期内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突破，同时，随着中

国的崛起，发达国家对中国高端产品的限制也逐

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2015 年 3 月 24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发表演讲，他认为中国经济体是现在世界上

第二大，13 亿人口的一个经济体，能够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水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此中国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②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2014 年 4 月 24 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演讲时表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

使得中国在未来的 5 年或 10 年有 50% 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③中国高科技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受阻的案例有: 2005 年，华为公司被禁止收购美国 3Com 公司; 2011 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 CFIUS) 否决了华为收购美国 3leaf 公司的要求; 2012 年，三一重工收购美国 Ｒalls Wind Farm 的风力发电场的要求同样遭到 CFIUS 的

否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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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反倾销案件数及中国占比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整理。
渐增加，特别是欧美等国①。随着今后中国贸易

结构的升级，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和

中国的贸易争端也将不断增多。
4． 中美之间国家战略越来越具有竞争性。

中美之间价值观、文化观差异巨大，国家战略越

来越具有竞争性，矛盾也逐渐增加。金融危机之

后中美都在谋求使本国更加独立，中国提倡利用

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减少对于向美国出口带动

经济增长的依赖，美国则希望制造业再回归，减

少对中国的制成品的依赖。
( 三) 面临国内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的挑战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少，其内部

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如果把握不住影响中国社会

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的变量，则经常会得出一

些不靠谱的、耸人听闻的结论。当前中国存在的

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土地财政、房价负担与失地农民的问题

日益凸显。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 2006 ) 的

研究认为，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土地转让金收

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非常大，2013 年，中国土

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为 56. 6% ( 见图

6) 。这种情况还在持续，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

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依然很高②。部分地

方政府通过拆迁农民房子，改变土地使用类型获

得大量土地收入，进而进行招商引资等刺激经济

发展的活动，但由于土地补偿的市场机制不健

全，动迁带来了很多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
2． 作为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中国存

在血汗工厂和贫富差距的问题。虽然随着制造

业的高端化，血汗工厂将逐渐减少，但贫富差距

问题 不 会 因 此 而 减 小。法 国 经 济 学 家 托 马

斯·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表明过去的几

百年来，人类的财富变得更加不平等，而不是西

方政治和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现在变得更加平

等了［5］。从中国收入水平的基尼系数来看，自

2003 年起，中国基尼系数就超过了 0. 4 的国际警

戒线，一直在高位徘徊③，前 10% 最富有的家庭

占有中国 57% 的收入份额④。中国的收入差距

主要来自城乡、行业和地区差别，且差距有扩大

的趋势。加拿大经济学家米尔斯·克拉克绘制

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表明，财富具有代际

传递的特征，这是世界性的现象。如果少数富人

拥有大量财富，穷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向社会

高收入阶层流动，社会阶层固化就可能带来很严

重的问题。

图 6 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土资源部公

布的数据整理。

3．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大量的能源

需求和社会环境问题。2014 年中国占全球能源

消费量的 23%，占能源消费净增长的 61%，占全

球供应量的 19. 1%，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

国和能源生产国。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

①根据世贸组织网站上的统计，从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分布来看，1995 到2014 年，中国总共遭遇反倾销 1052 起，分别由34 个

国家和地区发起，其中，印度、美国和欧盟的数量最多，分别为 169 起，124 起，119 起。

②2013 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占 GDP 比重达 15. 12%。一般来说，房地产投资占 GDP 比重大于 6% 时，房地产泡沫有破裂的危险。

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 年 0. 479，2004 年 0. 473，2005 年 0. 485，2006 年 0. 487，2007 年

0. 484，2008 年 0. 491，2009 年 0. 490，2010 年 0. 481，2011 年 0. 477，2012 年 0. 474。

④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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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煤炭仍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66% ( 见图

7) 。煤炭行业历来就属于高污染行业，在生产和

消费过程中均对环境产生严重的污染。同时煤炭

生产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事故频发。

图 7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公布

的数据整理。

四、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正在逐步走向繁

荣复兴，而这条复兴之路主要基于过去 30 多年

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是一个发

展中大国，30 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伴生

出许多问题［6］。但是不能因为存在一些问题，就

放弃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使中国保

证了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改革开放三

十多年的基本逻辑，其核心内涵包括:

1．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政

治上决定不再搞阶级斗争，集中主要的社会资

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 勇于进行制度改革。通过一系列规则的

调整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与效率，使同等要素的

生产效率提高，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譬如，原来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制度，现在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农民出工不出

力的现象消失了。这样的改革使生产积极性和

经济效率迅速提高，粮食产量迅速增长。但中国

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土地所能接纳的劳动力

有限。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大

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允许农民工进城务工加

以消化。这一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它增加了

劳动力 的 流 动 性 和 寻 找 工 作 的 自 由，提 高 了

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7］。
3．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市场

化改革打破了以前低效率的计划配置资源的方

式。建国初，尝试用国家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

经过试验后发现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效率并不高，

于是尝试用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方式，经过“计

划经济为主导，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等逐步摸索和实践，开始认同“计划和市

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及“市场是起基础

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手段”，并逐渐发展为“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4． 中国的改革开放抓住了极佳的历史机

遇。1978 年改革开放、允许外资进入的时间窗

口恰好是外资在全球寻求投资机会的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和美元

不再挂钩，拥有大量美元的投资者需要到全球寻

找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此时中国打开了国门，

巨大的市场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吸引海外资本

涌入中国，中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

的国家。海外的投资和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相结合，使经济增长过程中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得

以融合，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5．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紧密结合。改

革开放后，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规

则，加入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为主建立起来的全

球经济体系。加入 WTO 以后中国主动利用这套

体系改造自身的经济体制，利用 WTO 来进一步

推动中国的开放。中国开始成为全球经济体系

的一员，并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改造经济，

从而使大量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大量的国际资

本相结合，中国成为世界工厂①。
寻找未来经济发展之路的前提条件是理解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过去的

经济高速增长动力来源于改革开放。改革是改

变资源配置的规则，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

经济效率。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冲击是一次性的，

一次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存在上限。
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允许农民工进城务工

①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评估美国从 WTO 中获得利益的报告，该报告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美国从 WTO 获得的利益远远不如中

国从 WTO 获得的利益。所以美国目前政治上不再重视新一轮 WTO 贸易谈判，转而重新建立类似 TPP 的符合美国利益的新经济合作

组织。在这样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有利于美国的贸易规则，将中国排除在外。他们的目的是等新的游

戏规则成熟以后再将之推广到全球，重新建立有利于美国的所谓“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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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上一轮的改革红利已基本释放，外出农民工数

量增长开始放缓，从 2008 年起外出农民工占农

民工之比开始下降，“刘易斯拐点”①到来，廉价

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的时代基本结束，同时劳动

力工资水平不可逆转地上升［8］。1978 年以来，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第一产业就业

人口占比从 1978 年的 70. 52% 降至 2013 年的

31. 40%，第 二、三 产 业 则 分 别 从 1978 年 的

17. 30% 和 12. 18% 逐 渐 上 升 至 2013 年 的

30. 10% 和 38. 50%，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

已超过 50%。“新常态”下，要保持中国经济的

持续增长需要新一轮的改革，以新的改革红利促

进经济增长。
五、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基本战略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动力不足，生产成本

不断上升，国际环境纷繁复杂等不少问题，那么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如何推行? 如

何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本文认为中国应

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这也是最根本的战略。中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

的动力来自于改革开放，所谓的中国模式即遵循

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使资

本和劳动力结合，让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出去。中

国针对自身实际情况正确行事，以改革开放激发

经济增长潜力，成果显著。目前上一轮改革的红

利发挥殆尽，要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中国过去的改革是

边缘革命②，即由政府之外的民间边缘力量主导

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私营

企业、农民工进城这一类措施都是边缘革命的产

物，符合中国国情，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9］。
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征之一是地方试验逐步推广，

如自贸区，在自贸区内最重要的试验是“负面清

单”管理模式。中国目前对产业资本的进入还不

够开放，仍使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即使是鼓

励发展的产业，资本投资于具体产业则仍需要审

批。目前金砖国家当中，只有中国仍在继续使用

“正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而发达国家则全面使

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用“负面清单”对外资

进入进行管理，意味着所有产业都可以有无穷无

尽的想象空间，资本可以在各个产业间寻找投资

的机会，从而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依然很大。以外商

投资为例，投资的形式有企业、股份股票、债券贷

款、期货期权、特许交钥匙、知识产权、许可授权

等。投资的准入阶段分为设立、获取、扩大、管

理、经营、运营、出售等。中国 2014 版的负面清

单仅涉及企业投资形式中的设立和获取阶段，其

余进入市场的方式以及准入的阶段仍未有明确

规定，自贸区的经验也尚未推广到全国，这意味

着中国仍有巨大的改革开放的空间。从经济学

理论来说，一个产业的进入门槛越低，资源配置

效率则越高。降低行业进入门槛，完全放开一些

垄断行业准入，使大量的资金获得投资机会和收

益，从而带动 GDP、销售、税收、就业，经济就会持

续增长。
第二，充分发挥中国的大国综合优势。从人

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上最

大的国家之一。大国和小国具有不同的优势。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主要采用的是东亚出口导向

性模式，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使企业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均 GDP 很低，国内市场

尚未启动，沿用东亚模式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目

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和美

国比肩③，按人均 GDP 计算中国也属于中等收入

国家，国内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游客在全球

的购买力惊人。如俄罗斯、欧盟、美国、印度及中

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可利用自身大市场的优

势，同时满足国内外市场，这是东亚其他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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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中国“刘易斯拐点”来临与否，目前学界仍然存在争论。蔡昉认为 2004 年“刘易斯拐点”就已经到来，而樊纲、钱文荣和周天

勇等学者则认为目前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中国从人口红利跨入“刘易斯拐点”还有 5-10 年的时间。
边缘革命是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助手王宁在著作《变革中国》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改革观点。他们认为除了由中

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在政府主导之外由民间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即为边缘革命。
边缘革命主要的典型代表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 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 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 经济特区吸纳

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的“边缘革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计算，2014 年中国实质 GDP 总额达 17. 6 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中所

占比重达 16. 5% ，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同期美国 GDP 为 17. 4 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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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做到的，亚洲四小龙也无法仅靠本土小市场

拉动经济发展。中国要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

中占领全球技术的制高点，一定要充分发挥大国

综合优势。以高铁产业为例，发展高铁等高技术

产业前期需投入大量研发资本，研究与开发活动

具有规模经济性，以足够大的市场分摊研发费

用，高技术产业才有经济可行性。由于中国国内

市场广阔，国际巨头西门子等公司愿意通过向中

国转让最先进的高铁技术来分享中国市场，中国

企业则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将高铁的研发费

用在全国范围内分摊，既取得营运收入，又实现

技术升级。利用国内“大市场”的优势，中国开

发研发费用大、技术难度大、需要有国家工业实

力作支撑的产业，走向国际，以便实现技术升级

从而占领全球技术的制高点。
此外，技术变革特别快的行业，中国的国内

市场也有助于中国“弯道超车”。互联网行业具

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且中国与其他国家处于同

一起跑线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有机会“弯

道超车”，培育全球领先的企业。互联网产业的

特征是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对传统

产业进行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提高其产

业组织形式，极大地促进市场竞争和提高产业效

率。这类技术的大规模使用，使中国有机会成为

全球最大的自由竞争之地，并在这类技术进步快

的行业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国内成功的互联网

企业背靠市场大、消费者多的中国市场，其产品

和服务在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推广和获取收益。
在与最终消费者密切相关的产业中，中国的大国

市场具有极大的优势。按这样的逻辑，中国就可

以凭借大市场优势大力发展其他与消费者相关

的产业，如电影等文化、体育类产业。目前中国

的电影等文体行业仍存在很多管制和问题，这些

问题的解决将会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
除了市场规模大，中国的另一个特征是地区

间的“异质性”。中国的人口和资源不是均匀分

布的，中国地图按照腾冲 － 瑷珲县黑河的“胡焕

庸线”①分为两块，在这条线的两侧中国的人口

及其他各种资源分布不均衡。中国内部的差异

性有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和梯度转移。东部地

区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城市，如上海，经济增长速

度已经放慢，这些地区不适应当地发展阶段的工

业企业，可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和当地的要素

禀赋相结合，继续带动中国的 GDP 发展。产业

在国内梯度转移后，上海等东部地区的城市则可

以腾出资源进行产业转型，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全球城市。
中国现阶段巨大的经济总量和迅速增加的

对外贸易额也开始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

国开始成为许多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②。
以中国为首的周边经济体目前在全球经济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周边地区经济总量不仅

增长速度快，而且占全球份额比重较高，超过了

北美和欧盟经济的总量，比如“一带一路”等沿

线区域。
第三，积极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为经济

转型与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中国当前面临

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哪些产业具

有全球竞争比较优势? 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

力增长 速 度 在 下 降，每 年 劳 动 力 增 长 率 不 到

0. 5%，但是劳均资本及其增长率在增加，发明专

利申请授权量增长很快③，Ｒ＆D 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逐年提升。人力资本总数虽然基本不变，但

是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受教育人口比例和

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

比重也在逐年上升④。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过去 20 多年资源

密集型产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密

集型产品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技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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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胡焕庸线( Hu Line，或 Heihe-Tengchong Line，或 Aihui-Tengchong Line) ，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 1901—1998 ) 在 1935 年提出的

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
根据中国商务部 2013 年进出口的综合数据来看，中国已经成为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哈萨克

斯坦等周边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2014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 92. 8 万件，同比增长 12. 5% ，连续 4 年位居世界首位; 共授

权发明专利 23. 3 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16. 3 万件，比去年增长了近 2 万件。
据教育部公布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显示，从 2003 年到 2011 年，毛入学率从 17% 增长到 26. 9% ，每年平均净增长仅有一个百分

点，最快一年仅有 2 个百分点，最少的年份仅增加 0. 3 个百分点。但是自 2011 年开始，毛入学率增长明显加速，最近 3 年，分别提高了

3. 1%、4. 5% 和 3. 0% ，共提高了 10. 6 个百分点。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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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密集型产品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不到 20%逐步

上升至 2013 年的超过 50%。这反映了中国的资

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竞争中逐渐

丧失优势，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则逐步形成竞

争优势，现在中国对外出口中成套设备、机电产

品所占的比例很高，如果这种增长势头继续保

持，将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动力。
从过去 20 多年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中可以

看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不断变

化的，经济的增长需要注重动态比较优势的培

育。首先必须培育有效市场，促进要素禀赋结构

升级。破除各种要素壁垒和产业限制，培育充分

竞争的有效市场，培养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

次是针对不同比较优势产业，实施差异化产业政

策。对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要进行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

调问题，降低先行者的风险，减少交易成本［10］。
对于领先型的产业，应鼓励其开发适合国内市场

的新产品、新技术，政府则利用采购、税收、标准

等政策给予支持。对于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

实行退出型产业政策，政府帮助企业转移生产环

节，帮助产业工人转移到其他产业。
第四，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产

业是未来有可能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产业，有希

望成为支柱的产业。政府需要考虑培养未来产

业的问题。一旦政府产业政策所倾向的产业并

不能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那么意味着其他真正

需要支持的产业的投资机会被压缩了，所以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具有一定的风险。人类经济

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日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但是美日两国所采用的思路和技术路线不

同。日本人致力于发明工业机器人，生活机器

人，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美国则通过发展高科技

来提高整个经济运作系统的效率。如美国支持

一些登月计划等国家性的军事国防工程。这些

工程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实际的商业价值，但是

先进的技术一旦被商业利用并且投入生产，就有

可能促进了高科技的大规模应用。如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通过美国海军内部之间沟通的技术

诞生了因特网。近期，《中国制造 2025》规划了

10 个未来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来源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①，这些产业可能培育出支撑未来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第五，积极从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转变为

治理者。国际贸易已由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产品

内分工。20 世纪末美国服装品牌的生产流程一

般是“意大利设计 － 印度采购面料 － 韩国采购辅

料 － 中国台湾采购配件 － 中国大陆生产加工 －
香港检验包装 － 美国销售”，中国大陆仅能获得

简单加工的收益，美国公司是这条价值链的实际

建立者和控制者，能获得价值链所创造的绝大部

分收益。中国现在需要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创

立品牌，做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同时提高

海关的通关效率，提高自主设计能力，在原有的

生产加工基地失去成本优势时，将生产基地向中

西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中国需要从

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而不是被

锁定于某一个环节。
在实践中，价值链和创新链并不存在先后次

序的问题，二者是共生共荣的，传统上价值链往

往体现着产业不同环节的价值分布，而创新链一

般是指科技成果从创意的产生到生产销售整个

过程的链状结构，主要揭示知识、技术在整个过

程中的流动、转化和增值效应，也反映各创新主

体在整个过程中的衔接、合作和价值传递关系。
可见，价值链和创新链都需要产业这一共同的载

体，是产业价值实现、产业环节融合发展的体现，

是要素优化组合、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但实际

上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发展，往

往在并行发展中会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初期时一

般是依靠低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创新链也

一般被外资所主导，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

“干中学”实现创新链的升级，则整个价值链就

有被固化在低端的风险。因此，价值链升级的高

级形态即是逐步形成“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

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

我为主”的全球创新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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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制造 2025》规划的 10 个未来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来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

机器人产业、航空航天装备产业、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产业、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电力装备产业、新
材料产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农业机械装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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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还需要解决与中

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武装力量问题和道德制高

点问题，使其他国家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

模式。
总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向形态更高

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经济发

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

型集约增长; 经济结构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

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经济发展动

力要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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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the“New Normal”

Gan Chunhui1，2

( 1．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Shanghai 201204，China;

2．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been striving for a prosperous coun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the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rate decreases to 6%—7%，and moves towards a
“New Normal”as well． Under the“New Normal”，China has confronted with new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Short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locked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value chain，China is still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global trade． With the cost of domestic production factors rising，the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lacking，the problem of land
finance and pollution is spreading．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developing in China is difficult to sustain，China is forced to change
by a variety of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hirty years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proved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reform，which has been verified by facts． Therefore，in the“New Normal”，China has to play its own
advantages，to continue to deepen reform，to expand opening up，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economic growth，to make use of the
advantage of China as a large country，to build a new comparative advantage，to develop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thu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Key words: new normal; reform and opening up; economic transi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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