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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跨越经济转型升级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战略目标，是全面建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在深刻理解现代化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明确

构建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并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核心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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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

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面对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需要厘清现代化与现代化

经济体系两大概念的内涵，准确理解并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任务，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根本保障，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高效率、
高效益、可持续发展，力争到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目标。［2］

一、现代化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

现代化是个含义广泛的词汇，通常指社会摆脱旧形态时所发生的变化，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心理等方面的整体变迁，并具有向更大范围扩张的特征。现代化是反映人类社会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型程度的综合指标，［3］也是一个“集大成”的动态过程，是过程与目标相统一的深刻的社会经

济变革。其中，从物质层面、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考察的现代化过程，也称之为经济现代化，是

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厘清现代与现代化两个名词的缘起，有助于准确把握现代化的内在含义。根据韦伯斯特英文词典

的解释，“现代”一词产生于 16 世纪后期，“现代化”一词则晚了一个多世纪至 18 世纪中期产生。［4］现代

化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和追求。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学者就提出了现代化问题。1933 年 7
月，《申报月刊》发表“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著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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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出，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历史过程及深刻变

化，也是落后国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从而奠定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
世纪 50—60 年代，实现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1998 年，我国学者何传启提出“第

二次现代化理论”，将 2100 年以前的人类文明进程划分为 4 个时代 16 个阶段，需要至少经历 3 次转变

过程。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即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

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 而第二次现代化是以发展知识

经济( 新经济) 为基础的新现代化，即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

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还指出，知识时代不是文明进程的终结，新

的发展转变还会出现。［5］

经济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生产力的现代化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是生

产力现代化和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统一。生产力的现代化体现在资本累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

展的可持续能力等方面，其中，又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突出表征。经济发展水平指在既有资本累积的水

平之下，社会经济已经达到的水平，包括某个时点经济的总量水平和结构水平。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

经济总量不断扩张、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 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称

为产业结构高度化) 的程度大体上反映了经济现代化所达到的水平。生产方式现代化指现代生产力借

以运行的制度和规则。到目前为止，最适宜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规则就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和规则。
当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适宜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规则。

与经济现代化相对应的概念是现代化经济体系，蕴含了生产要素与经济行为主体、经济结构、运行

机制、运行环境等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

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6］体现了生产力现代化与生产方式现代化

的有机统一。具体看，现代化经济体系又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

的全面开放体系，以及市场调节高效、宏观调控适度的经济体制。其内涵深刻界定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的主要任务和努力方向。
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规划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分步走的路径，即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 2020 年左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 2050 年左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战略安排。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为实现这一战略安排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必要条件，是实

现新征程新目标的必由之路。［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在 1978—2011 年的 33
年时间里创造了年均 9. 9%的增长奇迹。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经

济、科技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严峻复杂的新形势，

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

了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人均水平、结构水平，

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相比都还有巨大差距，特别是人均水平、结构水平的差距尤为明显。从 GDP
总量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2016 年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一的美国为 18. 57 万亿

美元，我国居世界第二，为 11. 20 万亿美元，美国是我国的 1. 66 倍，两者绝对差距尚有 7. 37 万亿美元。
( 见图 1) 按照目前的差距和趋势，我国的经济总量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追赶上美国。人均 GDP
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最常用的单一指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2016 年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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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GDP 为 8123 美元，美国为57 638美元，美国是我国的 7. 6 倍。( 见图 2) 可见，中美人均 GDP 的差距较为

明显。［8］

图 1 1960—2016 年中美 GDP 总量增长趋势( 单位: 现价亿美元)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绘制。

图 2 2008—2016 年中美人均 GDP 增长趋势( 单位: 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绘制。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表征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它是指一国经济发展重点或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

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渐次转移的过程，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阶段、方向。［9］从

三次产业产出占比衡量的产业结构看，近 10 年来，我国第一产业产出占 GDP 的比重为 9. 65%，第二产

业占比为 45. 34%，第三产业占比为 45. 01% ; ( 见图 3 ) 美国第一产业产出占 GDP 的比重为 1. 65%，第

二产业占比为 29. 38%，第三产业占比为 68. 97%。［10］( 见图 4) 我国第二、三产业产出占比较为接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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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相比，第三产业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劳动力分布衡量的产业结构看，近 10 年来，我国第一产业

就业人数平均占比为 35. 54%，第二产业为 28. 48%，第三产业为 35. 98% ; ［11］美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平

均占比为 1. 53%，第二产业为 18. 95%，第三产业为 79. 52%。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快，但对比中美两国

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可以发现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

图 3 2005—2016 年中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 Wind 数据库绘制。

图 4 2005—2015 年美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 Wind 数据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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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起步较晚，经济基础薄弱，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发

展起来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导致现在总体上还处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当今，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蓬勃兴起，我国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发挥后发优势，跟上世界科技、经济现代化

潮流，瞄准科技和经济竞争制高点，强力推进科技进步和现代产业快速发展及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跃升和高质量发展，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才能

缩短同世界现代化国家的差距，确保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历史进程的顺利推进和宏伟目标的

如期实现。
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蕴含了产业、区域、城乡等协调发展的子系统，包含了市场、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对外

开放等多方面内容，其核心是符合现代经济运行特征要求的现代产业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体经济

是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和基础，是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战场。而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是

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在现代社会，由科技创新引领的技术进步则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现

代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的枢纽血脉，为经济发展高效提供资本资源，人力资源是经济活动最能动最活

跃的要素，人力资源中蕴含的人力资本更是实施科技创新、融通金融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科

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并协调发展，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显著特征，［12］是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举措。只有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才能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产业结

构优化调整，也才能使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

质量优势，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益，实现经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
( 一) 加强和发展实体经济，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体经济的现

代化。过度“去工业化”，过分发展以金融衍生品为突出代表的虚拟经济，会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还有

可能酿成金融危机，并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影响。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英、法等国主导的“去工业化”一度盛行，甚至成为突出的全球化现象。

“去工业化”造成大量制造业被当作“夕阳产业”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东亚发展中国家，造成本国实体经济

严重弱化、退化。美国高达 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13］金融衍生品无序发展，虚拟经

济自我膨胀、超常发展，经济“重虚轻实”“脱实向虚”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 2008 年肇始于美国并

迅速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面对金融灾难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认识到，制造业才是立国之本，不可轻

易替代，更不能随便退出。于是纷纷制定“再工业化”战略，吸引制造业向本国回流，夯实经济体系的实

体经济基础。
制造业在发达国家不能退、不能去，在我国更不能退、不能去。近些年，我国一些企业和经济领域

“重虚轻实”“脱实向虚”的倾向明显。一些企业热衷于依托雄厚资本和巨额资金，炒作房地产; 或热衷

于资本运作，上市“圈钱”，炒作股票。大量宝贵的资源离开实体经济，争先恐后转入虚拟经济，造成虚

拟经济总量膨胀、利润膨胀，甚至形成了罕见的“暴利”。但事实上，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特别是市场经

济的重要形态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所以，必须处理好“虚”和“实”的关

系，避免掉入“虚拟化陷阱”。
我国作为一个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生产、生活、建设、国防等各方面的基本需要都要更

多依靠实体经济供给，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这个根基。我国工业化过程仍然很长，工业化任务仍然很

重，制造业不可轻言“退出”。只有切实纠正“重虚轻实”“脱实向虚”的倾向，发展好以工业制造为核心

的实体经济，才能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当然，加强和发展实体经济绝不是发展低端制造业，继续

走铺摊子、扩大规模的老路，而是要使实体经济内涵发展、由大变强。要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和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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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传统企业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通过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 2025”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促进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

跃升，使“中国制造”上升为“中国创造”甚至“中国高端创造”。
( 二)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以中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对科技创新的要求更

为迫切。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应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培养一流的研发和创新人才队

伍，扎根于实体经济的土壤推动科技创新，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价值链向

中高端跃升。
我国制造业之所以目前仍处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主要原因首先在于没有建立起强大的

自主创新体系，研发投入和创新人才不足，源头创新缺乏，特别是缺乏核心关键技术创新。麦肯锡公司

曾对中美科技进行比较分析，涵盖了科学研究型、工程技术型、客户中心型和效率驱动型 4 个大类 33 个

工业领域。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除在家用电器、建材、铁路和高铁技术、风力涡轮机和电力设备、太阳能

电池板和石油天然气设备等少数领域领先美国外，在其他 20 多个技术领域的科技水平都远远低于美

国，特别是与国防技术相关的商业航空器、半导体、生物机器、特种化工和系统软件等核心技术领域，与

美国的差距在 20 ～ 30 年左右。以信息产业核心技术芯片为例，表 1 显示了当前我国核心集成电路的国

产芯片占有率，充分表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当然，我国制造业之所以处在国际产

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还有科学研究与实体经济脱节、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没有形成围绕创新的优

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文化与制度体系等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无疑要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和氛围，优化创

新制度环境，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表 1 我国核心集成电路的国产芯片占有率

系统 设备 核心集成电路 国产芯片占有率( % )

计算机系统

服务器 MPU 0

个人电脑 MPU 0

工业应用 MCU 2

通用电子系统
可编程逻辑设备 FPGA/EPLD 0

数字信号处理设备 DSP 0

通信装备
移动通信终端

Application Processor 18

Communication Processor 22

Embedded MPU 0

Embedded DSP 0

核心网络设备 NPU 15

内存设备 半导体存储器

DＲAM 0

NAND FLASH 0

NOＲ FLASH 5

Image Processor 5

显示及视频系统 高清电视 /智能电视
Display Processor 5

Display Driver 0

资料来源: 魏少军于 2017 年在《集成电路应用》第 34 卷第 4 期发表的《2017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现状分析》。

—67—

经济纵横·2018 年第 6 期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上演，科技创新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引领产业变革

和发展，促进产业发展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如果不能紧紧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就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差距，从而延宕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以科技创新推动

高质量发展，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性研究，夯实科技创新的理论基础，提升科技发展的前瞻性

预见能力，力求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产业领域的应用研究，聚

焦重大核心技术攻关，重点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突出前沿引领技术创新，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及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努力实现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并使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发展

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 三) 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金融是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最重要的手段，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现代金融体系已成为现代市

场经济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构造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和安全高效

的现代金融体系，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我国金融体系建设也取

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日益壮大，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成长，

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广泛，市场涵盖面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市场功能逐渐深化，市场结构不断优化，基本形

成了较具规模、分工明确的市场体系，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但也存在着金融结构失衡，

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占绝对支配地位，信贷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难以扭转，资本市场发

展不足，金融创新乏力，金融监管不适应新形势和金融新生态的要求等一系列问题。近十年来，我国金

融“脱实向虚”倾向明显，房地产金融化现象普遍存在，金融资源错配问题严重，导致实体经济部门杠杆

率高、债务负担重，反过来又推高金融部门不良资产比例、加重风险隐患。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

展，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型金融业态迅速发展，其良莠不齐野蛮生长，不仅恶化了金融生态，也对实体经

济健康发展形成侵蚀，对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
2018 年 5 月，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委共同编

制的《“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发布，标志着我国在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规划

提出着力实现更高水平的金融市场化、着力推动更加全面的金融国际化、着力创新高效安全的金融信

息化、着力推进完备统一的金融法治化、着力实现金融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五大战略目

标，以及健全金融调控体系、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市场体系、
建设高层次开放型金融体系、强化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完善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筑牢金融

风险防控处置体系等八大任务。［14］按照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应扎实工作，积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促进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壮大，使金融运行更加健康规范，金融体系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
( 四) 厚植人力资本优势，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人力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最能动的要素。改革开放后的前 30 年我国经济持续超高速

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人口红利”，［15］但 2010 年以后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趋缓，近年更是趋于

减少。2013 年 16 ～ 59 岁劳动人口数比 2012 年绝对减少 244 万人，出现历史上第一次法定劳动人口数

量下降，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2—2016 年的五年时间，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1900 万人。据人口学家预测，2020 年 15 ～ 24 岁青年劳动人口为 1. 78 亿人，将比

2010 年的 2. 25 亿人减少 4700 万人。2022 年 18 ～ 35 岁青壮年劳动人口将比 2017 年减少 2200 万人。
而根据联合国预测，到 2030 年我国人口将上升至 14. 412 亿人，但到 2050 年将跌至 13. 645 亿人，相比

目前减少 3. 2%，新增人口数将跌出全球前 16。［16］

我国 9 亿多劳动人口中有 1. 7 亿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每年大学和中专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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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00 万人之多，规模居世界第一。但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 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截

至 2015 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 87. 00%，我国仅有 39. 00%，尚不足美国的一半。此外，美国的教

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显著高于我国，中美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明显。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因

素，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所表征的人力资本角度看，我国与美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表 2 2015 年中美教育成果对比( 单位: % )

国别
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

人口( 占 15 ～ 24 岁人口
百分比)

入学率

学前教育
( 占适龄儿童

百分比)

初等教育
( 占适龄人口

百分比)

中等教育
( 占适龄人口

百分比)

高等教育
( 占适龄人口

百分比)

政府教育支出
( 占 GDP
百分比)

美国 95． 30 71． 00 100． 00 98． 00 87． 00 5． 20

中国 75． 00 82． 00 100． 00 94． 00 39． 00 4． 26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

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更加严峻，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更多体现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

支撑上，在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背景下，迫切需要转向以质量优势即更多高素质人才和更大人力资本存量

支撑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要巩固基础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塑造有

利于创新意识培养和创新文化发展的教育模式，继续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加快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准确把握新的生产模式对技能人

才提出的新要求，在高等教育和现代职业教育中，加强对学生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方面的通识

教育，培养适应新型生产模式的技能人才，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17］此外，还应积极倡导和提供终

身教育机制，提升从业者的信息检索、信息沟通、相互协作能力，特别是激发其想象力与创造力，优化创

新创造环境，培育创新创造才能。
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保障是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

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世界第一，2017 年人均 GDP 达到 8000 多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毫无

疑问，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源头。
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仍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

差距拉大，阶层利益固化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断冲破一切不合时宜的

思想禁区和观念束缚，消除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必须坚

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18］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是生产力的现代化，还是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要按照“市场机制

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原则，［19］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真正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推动国有企业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主要取向的发展，促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第三，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建立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除统一市场形成的各种障碍，促进公平竞争，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
消费者自主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第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

控。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健全促进消费扩

大内需的体制机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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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现代金融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五，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建设产学研用技术创新联

盟，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畅通科技成果生产转化通道。激发各类市场主

体创新和发展活力，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全社会持续增加研发创新投入，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强

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实现产权有效激励，倡导创新文化，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在

宏观调控上，要改变惯性思维和旧有做法，创新调控思路、手段和方式方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消除过剩和落后产能，释放高杠杆率风险，优化经济结构，

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充分吸收借鉴国外有益成果，加快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推动海南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

路”建设为重点，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引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

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使对外贸易从单纯的数量扩张向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转

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

口，组织好国内急需的能源、重要原材料、关键技术和重大设备的进口，充分发挥先进技术外溢效应，增

强自主创新，缩小国内紧缺短缺资源供需缺口，完善大宗商品进出口协调机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优化利用外资结

构，以外资引进促进国内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企业深化改革，创新引资

引智思路和政策举措，着重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建设海外创新中心和网络。提高国家科技

计划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20］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大力推动国际产能

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创新、服务网络，积极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培育国际竞争

新优势。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法制环境，完善公平贸易政策，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健全市场

信用体系，改进市场监管体系，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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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re Task and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Building A Modernized economy

Li Wen － jun
(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economy is the urgent requirement and strategic goal of our
countrys cross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t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building a mod-
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a
modernized economy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co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mdernized economy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in which technical innovation，modern finance，the human re-
sources and the real economy are integrated and developed coordinately． It is proposed that only the compre-
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n provide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e-
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Modernized Economy;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Ｒeal Economy;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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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文化产业价值的新作

文化产业具有低投入、低消耗、强关联等优势，被认为是 21 世纪最具增长潜力的“朝阳产

业”。许多国家将其视为战略产业，我国也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因此，文

化产业如何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产业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影响

效果有多大？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吴石磊博士撰写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研究》一书综合运用经济学理论，从扩大我国居民消费视角，全面、深入地对文化产业发展问

题进行拓展性研究。该书主要在三方面有所创新 ：

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根据生产与消费关系、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关系理论，将文化产业

发展与居民消费有机结合。将居民消费界定为有效消费，有效消费的实现取决于消费供给、消

费欲望和消费能力，进而将居民消费的主要指标确定为居民消费总量、居民消费潜力和居民消

费能力。构建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基本分析框架，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

部门影响消费供给，影响居民消费总量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的重要传播途径影响居民消费欲望，

影响居民消费潜力的开发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创造就业岗位，影响居民消

费能力。文化产业发展通过产品供给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融合效应提升居民消费总量，

通过提升居民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意愿开发居民消费潜力，通过增加社会就业和提高人力资本

素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二是研究内容的创新。以往学者只关注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对文化产业的文化价值研究

不多，主要是因为文化价值不易衡量。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理论和

实践经验较少。我国居民消费具有“保守”的特点，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价值提供较好的落

脚点和现实土壤。该书以扩大我国居民消费为切入点，综合考虑文化产业具有的经济价值和文

化价值，系统分析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作为文化传播和信息传播的重要载

体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丰富了文化产业现有研究和实践。

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该书对居民消费潜力等指标变量的说明和构建克服了许多困难，依

据构建的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基本分析框架，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异质性随机边

界模型分析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文化产业的产业关联和产

业融合效应，运用面板模型分析文化产业发展对居民消费总量的影响 ；运用面板模型分析文化

产业发展通过提升消费结构影响居民消费潜力，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分析居民文化产品消费

意愿，运用 PSM 法估计文化产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

运用分位数回归、部分调整模型、马尔科夫状态转移矩阵和面板

模型等分析文化产业发展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影响居民消费潜

力 ；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文化产业的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运

用门槛面板模型分析文化产业发展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对居民

消费能力的影响。选用方法比较前沿且贴切，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能准确且较全面的量化分析所研究问题。

总之，该书基于文化产业具有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双重属

性特点，从扩大我国居民消费这一新视角探索文化产业的发展途

径，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不仅可丰富消费决定理论，而且有助

于解决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以及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同时也

为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以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

参考，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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