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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背景下我国产业发展
新趋势、新难点与新策略

高 璇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 450002）

摘 要：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宽带移动通信、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产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下呈现出的新的经济形态，是包含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

业态在内的新的经济体系，是生产力的先进方向。新经济正在改变着我国产业发展格局，成为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主引

擎。面对发展新趋势，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影

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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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下呈现

出的新的经济形态，是包含新产品、新技术、新模

式、新业态在内的新的经济体系，是生产力的先进

方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

换、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的攻坚期，加快培育壮大新

经济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牢牢把握产业发展趋势，

加快发展新经济，以发展新经济推动中国经济迈上

新台阶。

一、新经济引发我国产业发展新趋向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经济方

兴未艾，正在改变着我国产业发展格局，产业发展

空间不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发展动力不断

升级，发展活力持续增强，新经济正逐渐成为推动

我国产业发展的主引擎。

（一）新经济为产业发展带来新空间

随着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

现，传统农业呈现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制

造业呈现服务化发展趋势，服务业呈现虚拟化发展

趋势，产业发展界限不断突破，产业发展空间不断

延伸。一是传统产业呈现融合发展之势，发展空间

不断拓展。在新经济的作用下，我国传统农业通过

产业联动、要素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式，

涌现出一批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经济、新业态，

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扩充了农业价值链，实现了农

业增产、增值、增效与增收，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

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率；为顺应产业发展规律，我国

传统制造业不断变革制造方式和服务形态，推动制

造业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涌现出一批柔性制

造、个性化制造、定制化制造等新经济、新业态，延

长了产业链条，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随着信息技

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服务业网络化、虚拟化、无形化

趋势明显，涌现出一批B2B、C2C、O2O等新业态、新

模式，服务业发展的虚实空间不断打破，发展空间

不断拓展。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得到拓

展。随着世界科技革命和新一轮产业变革逐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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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经济、新能源、新装备、节

能环保、生命健康、创意设计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并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

占比重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上半

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

速为11.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增速8.6个
百分点。

（二）新经济为产业发展带来新市场

新经济时代，通信技术将进一步升级，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进一步发展，以新技术、新业

态、新产品、新模式为媒介的新的产业平台、消费市

场逐渐形成。一是产业平台增多，推动市场空间刚

性拓展。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将争先打造

一批电子商务中心、云计算中心、大数据产业中心、

物联网产业中心、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智慧物流

中心、数字内容产业中心等，例如，杭州将打造全国

一流的数字媒体基地、数字阅读基地和数字出版产

业基地，创新视听服务商业模式，建设全国最大新

媒体版权内容库和功能强大的新媒体运营服务云

平台；河南将打造网络经济强省建设，打造全国重

要的数据中心，培育竞争力强的物联网产业基地和

集群，构建高效泛在的信息网络系统等。这些新经

济产业发展平台将有效扩大市场空间，实现刚性扩

展。二是消费方式变革，推动市场空间柔性拓展。

随着信息化水平不断升级，消费者消费方式发生了

深刻变化，网络消费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角，艾

瑞咨询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网购市场交易规

模达到 2.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48.7%，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10.7%，同比增长2.9个百分点。消费

者在零时间、零距离的时空范围内实现了柔性扩

张，从而有效推动了市场空间的扩大。

（三）新经济为产业发展带来新动力

随着新经济的发展，我国产业发展的动力方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出现了新经济动力的影子。一

是创新带来新动力。新经济时代，创新驱动成效日

益凸显，据《国家统计年鉴 2016》数据，2013—2015
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4%，主营

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9.9%，利润总额年均增长

14.4%，较规模以上工业增长了 3.4%、3.6%和

10.2%。二是绿色发展带动新动力。新经济时代，

随着人们对绿色能源、生态环保的重视，绿色产业

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据《国家统计年鉴 2016》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新

能源发电较 2012年增长了 1.3倍，新能源汽车产量

较2014年增长了1.6倍；生态环保投资较2014年增

长了24.4%，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个百

分点。三是产业集聚带来新动力。新经济时代，产

业集聚效应明显，产业集聚带来了上下游企业快速

衔接和知识、技术快速分享以及产业效率、质量、规

模的同步提升。例如，重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源

于电子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的打造；深圳的快

速发展主要源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作用的发挥；杭

州的迅速崛起主要源于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快速

发展。

（四）新经济为产业发展带来新活力

新经济时代，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

不断涌现，也将为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投资方式、经

营模式、管理制度，为产业发展增添新的发展活

力。一是创新投融资方式，破解资金难题。新经济

时代，根据实际情况，创新了一批投融资方式，如实

行产学研资金一体化合作、私募股权投资与风险投

资合作、建立投资联合体、互联网众筹等多种方式，

这些方式有效缓解了产业发展融资难问题，增强了

产业发展活力。二是创新经营模式，激发发展活

力。新经济时代，为顺应新的产业发展趋势，传统

产业经营模式也受到了前所未有挑战，需要优化产

权结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形成了如总部型、集团型、核心型等新的经营管理

模式，从而在新一轮竞争中取得更大优势。

二、新经济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难点分析

面对经济发展新趋势、新机遇、新矛盾、新挑

战，我国产业发展为了实现突破，从价值链中低端

向中高端跃升，必然要求破除产业发展障碍，重塑

产业发展重点。

（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新经济背景下推动

我国产业发展的关键

在我国产业发展过程中，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一

直困扰着我国产业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这一问

题更加凸显，在核心、基础的芯片、传感器等领域，

我国自主核心知识产权仍然较少，绝大多数核心技

术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可以说，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已逐渐成为影响我国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是自主创新总体水平较低。2016全球创新指数

数据显示，我国位列第 25位，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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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二是科技成果转化

能力较差。据《国家统计年鉴2016》数据，2015年我

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 2.1%，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3%~4%的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强度更低，

为 0.9%，仅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的 45%。可以说，

较低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已成为产业发展的一大

障碍。三是科技人才队伍有待加强。据《国家统计

年鉴 2016》数据，2015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数和

研发人员总数稳居世界第一位，但研发人员人均产

出量仍较低，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大而不强的人

才队伍已严重影响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四是科

技体制改革有待深入。长期以来，在科技创新管理

中，我国政府存在错位、越位、缺位等问题，使得企

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出来，从而严重

阻碍了产业发展。

（二）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是新经济背景下推动

我国产业发展的根本

在我国产业发展过程中，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一直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瓶颈。尤其是在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传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新经济增长动力还未真正形成的背景下，资金问题

更为凸显，并逐渐成为影响我国产业发展的主要推

动力。一是投资者信心严重不足。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受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市场需求不断萎

缩、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等诸多因素影响，2016年上

半年，我国民间投资仅增长 2.8%，增幅同比回落

18.6个百分点，在全国投资中占比61.5%，同比下降

3.6个百分点。可以说，民间投资增速呈“断崖式下

滑”，投资者信心严重不足。二是投融资模式比较

单一。当前推动我国产业发展主要还是依靠银行

贷款、上市融资、同业拆借等传统投融资模式，难以

应对新经济背景下产业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通过

创新投融资模式，比如运用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

众筹等多种新型投融资模式破解产业资金难题。

三是投融资机制不够健全。抽贷、断贷、压贷现象

比较普遍，当前我国各省虽然出台了《优化企业融

资服务若干政策措施》，建立抽贷、压贷提前告知制

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有银行对企业搞所谓

的“压力测试”，抽贷、压贷现象仍较为普遍；融资存

在所有制歧视，银行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

企业的贷款条件远远严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向银

行申请贷款不仅需要有形资产抵押，还需要签订第

三方担保和投资人连带担保协议，这就将众多中小

微民营企业拒之门外。

（三）多层次的人才体系是新经济背景下推动

我国产业发展的支撑

新经济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离不开强大

的人才支撑体系，不仅需要熟悉新经济产业的创新

型、复合型、领军型高端人才，还需要大量技术骨干

人才、创新团队。可以说，人才资源已成为新经济

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一是

高端创新型人才仍非常稀缺。当前我国科技人才

超过 4800万人，科技人才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但

人均产出效率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部统

计数据显示，我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仅1万多人，远

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创新发展报告》数据显

示，我国每万名劳动力拥有研发人员数量为 38人/
万名，远低于日本（133 人/万名）、韩国（135 人/万
名）、德国（132人/万名）、俄罗斯（111人/万名）等国

家。二是人才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当前我国人

口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学专科以上的仅占总人口的

11%，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说，产业人才的规

模、结构、质量、能力开发还远未达到新经济背景下

产业发展的需要。

（四）灵活高效的制度体系是新经济背景下推

动我国产业发展的基础

灵活高效的制度体系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活力

之源，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之魂。近年

来，随着我国对体制机制建设的高度重视，这方面

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等

问题，并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其主

要表现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动

力。首先，新经济条件下，产业向高附加值、知识密

集型产业升级，需要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做保护，而

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存在保护意识淡薄、相关法律

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许多企业宁愿通过模仿或重复

建设来推动产业低水平发展，而不愿承担没有知识

产权保护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其次，政府

职能转变滞后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当前我国政

府仍是以GDP为主要考核标准的经济型政府，在这

一考核标准指引下，我国各级政府将热衷于投入

少、见效快的项目，从而忽略需要大量资金、风险较

大、短期政绩绩效不明显的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影

响产业发展。第三，价格机制没有理顺。价格是最

高 璇：新经济背景下我国产业发展新趋势、新难点与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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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经济信号，涉及各利益主体的收益，引导着

资源配置方向，但是当前我国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

价格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大量资源仍活跃在

不利于新经济产业发展的要素领域，从而导致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缓慢。

三、新经济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策略选择

面对新经济背景下我国产业发展诸多难点，必

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把握新经济推动产业

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

业快速发展，推动我国产业向高端跃升，为提升我

国产业影响力和竞争力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一）加快两化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新经济背景下推动

我国产业发展的题中之义。我国应把握信息技术

迅猛发展这一历史机遇，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提高传统产业

智能化生产水平。针对我国传统产业规模较大、产

业层次较低的特点，推动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研发

设计、生产制造等多环节的深度融合应用，加快实

现传统产业研发智能化、装备智能化，从而全面提

高传统产业智能化生产水平。二是提高传统产业

智能化管理水平。要通过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

水平，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传统产业科学决策提

供重要保障，提高管理水平；要充分利用“互联

网+”，加快传统产业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定制化

生产转变，按照市场需求按需生产，全面提高产业

供应链管理水平；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及大数据分析

手段，及时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调整营销策略，提

高市场营销管理水平。三是提高传统产业智能化

服务水平。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发展基

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网络协同开发、

电子商务、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形成完善的基

于个性化定制需求的企业设计、生产、供应链管理

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智能化服务水平。

（二）加快信息经济发展，推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推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是新经济背景下推动

我国产业向高端跃升的根本途径。我国应把握信

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

展 。一是加快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为新兴产业

发展提供基础支撑。核心关键技术是新兴产业发

展的支撑力量，我国应积极开展技术难题攻关，重

点突破一批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

的核心关键技术，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二是加快

平台载体建设，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充

分利用高校资源、人力资源、创新资源等资源条件，

推动产学研合作，打造一批产业联盟、产业技术研

究院等新兴平台载体，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保障支

撑；加快对外开放合作，积极寻求外力资源，对外引

进一批高层次、高端研发机构，弥补我国新兴产业

发展短板。三是加快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等发展，

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围绕《中国制造 2025》、“互联

网+”行动，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加快现代农业、智能制造业、新兴服务

业等发展，推动休闲农业、智慧农业、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节能与环保产业、云服

务、网络信息服务、特色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发展。

（三）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完备制度体系

完备的制度体系是新经济背景下推动产业发

展的基础条件，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是激发市场活

力，通过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推动我国产业发展。一是加快政府管理创新，构建

高效政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做到政企分开、政

事分开，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

管、社会服务上来，建设有限政府；加快行政管理改

革，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建设高效政府；加快

政府管理模式创新，让更多社会资源配置到新经济

领域。二是加快金融创新，破解资金难题。推动互

联网金融、众筹、众扶等新金融发展，让更多资本参

与到新经济发展中来，缓解资金难题；推动基金化

运作，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三是

加快推动科技管理创新。加快科研经费管理方式

创新，支持科研人员按照科研需要合理使用经费，

最大限度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有效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创新职称评定方式，支持科研院所按照科研

需求设置职称评定标准，最大限度释放科研人员科

研潜力；健全市场导向机制，让市场成为创新的原

动力。

（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良好的政策环境是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

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完善政策体系，

通过构建有利于我国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推动我

国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强化宏观政策稳定性：充分利用税收调节政策

持续加大对企业减税让利支持，持续优化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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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强化政府有效投资，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入；

充分利用货币政策打通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制割

裂运转渠道，构建资金链紧密、债务链分离、资本利

益链融合的投融资新机制，破解产业发展难题。二

是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中观政策准确性：

在农业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

发展，充分利用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

的机遇，支持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应用于农业，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在工

业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工业与信息化融

合发展，充分利用《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

计划，加快工业信息化，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服务业方面，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服务业高端化发展，围绕生产性服务业

向专业化和价值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

高品质转变，推动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

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生活性服务业向新

兴服务业转变。三是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

微观政策灵活性。通过建立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

平竞争、宽松便利的市场环境，让大量社会资源涌

入，推动我国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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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s, New Difficulties and New Strategies of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conomic

GAO Xua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ternet, Internet of things, broadband mobile communications,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and other new gen⁃
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dely applied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e new economic era. The
New economy showing a new economic form under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cluding new
products, new technologies, new models, new formats, is the advanced direction of productivity. The new economy is changing our in⁃
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new econom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engin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In the fa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rends, we mus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
tional industries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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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璇：新经济背景下我国产业发展新趋势、新难点与新策略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