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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科学发展观内涵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中国在改革

开放前是完全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后显露丧失自主型经济

发展方式沦入依附型的危险,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向充分自主型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从经济自主性、对外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

成的既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主要有:处于产业价值链末端,利润微薄;产品低

端,自主品牌稀少;高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为代价;低成本“比较优势”背

后的劳动牺牲、福利损失;反倾销祸害、贸易摩擦伤痛等,因此我国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根本动力只能是自主创新:我国竞争力差的根源在于科技竞争力差或说缺乏自

主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永不衰竭的根本动力;而引进、合资

或出让市场得不到、换不来先进技术;科技人才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和关键是

提供根本动力的源泉.我国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尽快实现自主创新,其中的一些

关键是:坚定自主创新的自信心;不断深化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充分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关键词　自主创新　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根

本动力　科学发展观

一、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并对

其内涵做出阐述.中共十七大对此做了更精辟的概括和阐述:“科学发展观,第
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

兼顾.”科学发展观,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应该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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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基本观点,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
“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

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利益,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涵含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自主型经

济发展方式,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智
慧和资源,必须体现中国人民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表现在发展成果上就是由人

民共享.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层次上来看,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体现在生产力

层面上就是科技的自主创新,主要表现为自主完成的科学发现和进展以及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高新技术和发明专利等;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经济

基础层面上,主要是足够的民族经济和民族企业,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以公有

制为主体的民族经济和民族企业;体现在上层建筑层面上,主要是独立自主的

国家政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如图所示).

(社会主义)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示意图

　　纵观近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落后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发

展方式基本可归纳为两种,也就是两条道路.一条是以南美洲为代表的,无条

件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经济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依附型发展道路.另一

条就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

济体系的自主型发展方式.①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经济上基本完全独立自主,也就是完全自主型经济发

展方式.短短３０年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依靠内

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

① 程言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规律、动因和历史方位的文明形态视角研究[J] 海派经济学,第
２３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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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的自卫武装,经济发展速度年均超过６％,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之列,取得

了足以自豪的辉煌成就.但完全自主也形成了比较封闭僵化的经济体制,再
加上其他种种挫折和干扰,使中国并没有达到最好的发展潜能,为了使中国更

好更快地发展,我们毅然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

就.但在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后我国经济已呈现过度外向特征,形成了对外贸、
外资、外技和“外源”(资源能源)等的严重依赖局面①,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我国

的对外经济依存度早已超过了５０％,如不及时转变,我国有丧失自主型经济

发展方式沦入依附型的危险,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以致经

济主权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不同于改革开放前我们是相对封闭的经济

体,即使有问题,“肉烂在锅里”,财富是在国内不同所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而在

当今经济全球化情况下,经济安全出了问题,财富会在国际间重新分配,甚至

我们长期积累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全被卷走,经济也会很长时间无法恢复元

气.②

　　所以,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改革开放

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回到完全自主型经济发展道路

上去,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转变成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

　　而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或曰根基,已如上述,是自主创

新.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

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摆在报告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的首要位置,要求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的内在动力,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科学发展观包括的第一个理论和政策亮点

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新一届的中央领导,看到了我们在开放中的一个不

足之处,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把它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一

个核心问题,作为我们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主题、一个主线”.③

　　所以,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动力把我国尽

快转变成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

二、我国尽快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很多,这里不全面阐述,下面只对

照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主要从经济自主性、对外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我

①

②
③

程恩富、尹栾玉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J]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０９(４)

李铁映中国的改革[N]人民日报,２００８－１１－７
程恩富科学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论争[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５),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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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既有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缺陷或不足的严重性,从而

揭示我国尽快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极端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总量上看,中国目前是世界外汇第一、贸易第二、GDP第三大国.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据统计,我国产量居世界第一的产品已经有数百

种,贸易份额或市场占有率占世界第一位的也有相当可观的数量.“中国制

造”的标签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个国家、各种产品上,“中国制造威胁论”近
年来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但事实上,“中国制造”主要是靠低端产品量的扩

张占领低端产品市场.我国是一个制造大国,但同时又是品牌小国、科技弱

国.“中国制造”具有“三低”、“三高”①的特征,在创造外贸奇迹的同时带来利

润之痛、环保之痛、反倾销之痛等.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用数倍以致十数

倍于发达国家以致世界平均水平的资源、能源消耗和触目惊心的劳动牺牲、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来实现的.低廉的产品出口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并以

难以估量的经济牺牲、财富流失来补贴全球,包括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
堪称无边的牺牲并未换来国际社会的些许认同,相反,却招来仇视和抵制,一
些国家从中国掠夺了天量的财富,还要反过来指责、嫁祸中国.

　　从经济自主性、对外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既有经

济发展方式的问题、缺陷或不足主要有:

　　１处于产业价值链末端,利润微薄

　　“中国制造”量大却不赚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我国企业拥有自主

商标的不到２０％,自主品牌出口者更不足１０％,多数企业从事所谓的贴牌生

产(OEM).有研究表明,从事 OEM 的企业所获利润仅为总利润的８％~
９％,９０％以上的利润被拥有品牌权的国外企业所获得.如果“中国制造”依然

停留在贴牌加工OEM 的简单层面,满足于给自己创造１％~２％的利润,中国

终将沦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只能获得微薄利润,失去持续快速发展的

能力.

　　有人考察过这样一个事例:在２００４年纽约举办的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

览会上,几乎所有中国丝绸成品的批发单价(包括运费、关税等费用)都在１０
美元以下,而这些丝绸制品在美国商店的零售价都在１００美元以上.纺织业

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据专家测算,在全球纺织品产业链中,中国企业只能拿

到１０％的利润,３５％是被品牌拥有者获得,剩下的５５％分配在零售、批发等流

通渠道.不仅如此,近年来,不少中国厂商为能保住美国市场,相互竞争,大都

采取了先付货、后交钱的方式.有的美国零售商和中间商在交货半年后才付

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是把库存的风险转给了生产者承担.以上

案例使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制造”这个价值链上,中国商家获得的利益是最

① “三低”即:低价、低端、低附加值;“三高”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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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低的,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称,２００４年在原材料、能源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
每卖一台微波炉只有００５％利润.万分之五的利润率,一台能赚几美分?

　　价格中厚厚的一层“奶油”不在制造商那里,而是在产品出厂之后,花费人

力、物力的制造商撇不到“奶油”,赚不到钱;越是赚不到钱,“中国制造”越是在

这一块乐此不疲地竞争与抢拚.耐克６０％的产品由“中国制造”贴牌生产,世
界十大名牌衬衫的订单大多数也都下给中国企业.制造领域的利润空间不仅

有限,而且受资源和劳动力价值波动的影响较大,往往会出现“成本价”高于

“出厂价”的情况.获取利润不在制造之中,而在制造之外,制造之外的价格空

间和利润空间究竟有多大虽不能说是无限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由

“创造”、“创新”决定,它由产品的核心技术含量、品牌的影响力和营销网络的

独创性、覆盖面决定.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说美国从中国的组装生产中获

益最大,而中国仅获得了漂亮的数字.美国通用的 CEO 曾对中国方面说过:
我们各得其所,我们得到利润,你们得到 GDP.有人这样概括中国汽车产业

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了３０％的资本,拥有５０％的股份,拿走了７０％的利润.
中国７０％的资本只能拿３０％的利润.

　　２产品低端,自主品牌稀少

　　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企业的产品也是处在中低端.在美国市

场上,单价５０美元以下的日用消费品,８０％为“中国制造”,美国商店最早推出

减价商品,且减幅在６０％以上的商品,大多为“中国制造”.从制造业的素质

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中国只是世界制造链中的重要“车
间”,与原有“世界工厂”之称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我国虽然是产量大国,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却很少,出口产品中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到１０％,真正属于自己创造的品牌屈指可数.大量的

中国企业只是为国际名牌做 OEM,品牌竞争力很弱,而品牌竞争力日益决定

着企业核心竞争力.国际市场上９０％的服装在中国生产,但是中国没有自己

的著名品牌,只赚取加工费.根据２００５年对广交会江苏交易团成交定单的调

查,有５０％的成交采用贴牌加工方式,２１％以自主品牌出口,其他２９％的成交

属无牌经营.在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出口占５５％以上,在进出口贸易

中,加工贸易占４５％以上,这说明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另外

还有贴牌生产.当年外贸２００强企业出口值有７０％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

式实现的.

　　“中国制造”产品的铺天盖地与“中国制造”自主品牌的大海捞针形成极大

反差.“中国制造”仅表明产品原产地是中国,进口国以此根据相应的税率征

税,以此确定是否需要配额,以此判断反倾销、反补贴的客体,除此之外,还能

说明什么呢? 唯有自主品牌具有民族性,唯有品牌是民族的形象与象征.日

本人说,日本的左脸是丰田,右脸是索尼,他从不问丰田与索尼的产品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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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造的.耐克没有一个产品是母国制造的,中国至少有１５０家企业制造耐

克的产品,我们只能说其产品是“中国制造”,仅此而已,而不能说“耐克”是中

国的.格兰仕为全球２５０家企业贴牌生产微波炉,已占全球微波炉市场４０％
的份额,但绝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格兰仕品牌占全球微波炉市场４０％的份额.
一旦产品贴牌之后,产品的身份已随之改变,产品的身价亦随之改变.没有自

主品牌,“中国制造”便失去了自我.可以说“中国制造”占领了大片低端产品

市场,国际品牌市场尚未入门.高端品牌市场被发达国家垄断,中端品牌市场

韩国等是主流.因此,不能将产品市场与品牌市场混为一体,更不能将产品市

场与名牌市场混为一体.

　　我们骄傲于中国制造业所涌现出的一批诸如海尔、联想等知名的优秀的

自主品牌企业以及它们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仍需认清一个现实:从中

国制造业整体来看,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到１０％,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品牌更是屈指可数.而且与国外跨国公司的国际品牌相比,自主品牌无

论是市场知名度还是品牌价值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还缺少像诺基亚、宝洁、
索尼等这样声名显赫的国际知名品牌.国际品牌的缺乏不仅会带来表面的国

际地位以及直接的经济利润的下降,更会进一步使得中国制造企业在国际分

工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中国制造企业为了可以继续生产盈利,为了将产

品打入国际市场,不得不依附于国外品牌,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常说的“贴牌生

产”.这样,国外企业就赚取了丰厚的品牌溢价,而中国制造业仅仅赚到很小

部分的加工费.

　　３高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代价

　　我国经济发展至今,没有脱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轨道.
我国人均资源缺乏,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均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最低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２５,最高者也不过１/４.但我国经济

的高增长,是用大量的资源消耗来实现的.目前中国实现的GDP约占全世界

GDP的５％多一点,但为此而消耗的能源、铁矿石和原材料,都已经占到世界

总消费量的１/３.即使消耗了这样大量的资源,中国的人均 GDP也仍然排在

世界各国的１００位之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５.我国生产的产品大多都

是低附加值制造品、初级加工品和资源型产品,而发达国家则控制或主导了几

乎所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规模巨大的中国制造背后实际上是以极大的

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为代价,获取微不足道的加工费.因此当我们以GDP为

导向,满足于成为“制造大国”的时候,“中国制造”已经在国际分工中沦为第三

级(美国垄断标准和规则,日本垄断技术,中国从事加工),也就是说“中国制

造”只能是属于“纯加工”型的临时车间性的“世界工厂”.

　　我国GDP的快速增长,犹如一场拼资源、拼环境的战争,是以资源的大量

消耗和环境的急剧恶化为代价的.廉价的“中国制造”,不但损害了中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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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者权益,而且还严重透支了中国的资源和环境.

　　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曾指出,中国能源需求量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间的增长

占世界总增长的４０％.２００４年,中国 GDP总量占世界的４％左右,而消耗的

一次性能源占到世界一次性能源的１２１％.其中,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占全国

一次性能耗的６３％,即“中国制造”的能耗占世界一次性能耗的７６２％.钢材

消耗占世界总消耗量的２９４％,氧化铝消耗占２５％,水泥消耗超过５０％,淡
水消耗占１５％.２００３年,每单位 GDP消耗的能源中国为日本的１０倍,为美

国的５倍,为加拿大的３倍;消耗的金属中国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４倍.我

国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１０倍,每增加单位 GDP的

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４倍.有专家、学者担心不可再生资源因过量开采

与消耗而会枯竭,某些战略资源靠进口维持生存与发展,很容易受制于人,同
时使国内物价不稳定,使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目前,我国所有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放物中,７０％来自制造业.“中国制造”
是国内环境污染之源.统计显示,我国１/３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统

的大部分已是不能饮用的四五类水质,３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３４０
个大中城市中的６０％遭污染,４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１５００
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据测算,２００３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 GDP的１５％,而世界银行２００１年发展报告列

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２０个城市中,中国占了１６个.为治理环境污染,我国

政府每年的投入达一两千亿元,因此,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的

贸易成本是十分巨大的.据世界银行估计,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相当于

３５％~８％的 GDP损失.这意味着扣除环境污染损失之后,GDP的增长就

没有公布的那么高了.

　　低碳、环保问题不仅对绿色GDP至关重要,而且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命运.
以前质量几乎是企业的唯一生命线,现在不同了,环保成了继质量之后又一左

右制造业兴亡的门槛.跨过去就是生,跨不过去就只能等待死亡.这表现为

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制造”的产品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面对“绿色贸易壁

垒”的问题,具体包括国际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

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加工和生产方法(PPM)标准、环境成本内在优化

问题等分系统.国际社会制定了１５０多个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而国别环保

法规举不胜举.“中国制造”的产品迈不过绿色壁垒这道坎,就走不出国门;
“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必须要获得“绿色通行证”,否则寸步难行.另一方面,
“中国制造”的企业也应为污染环境付出代价,国家应把企业污染的成本内部

化.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再也不能存续下去了.

　　４低成本“比较优势”背后的劳动牺牲、福利损失

　　“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几乎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中国价格”如同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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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根本动力 １０３　　

外人猜不透的魔盒,不管企业成本如何增长,反映到出口产品的价格变化上,
始终是一条往下的曲线.“中国制造”把拼成本、拼价格的能力修炼到了登峰

造极的地步.

　　其实,“中国制造”的低价并未全部反映生产成本.无论是国人还是世人

都无不为我们的产品的低价位感到惊讶,我们为什么总能造出比别人价格更

低的产品?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告诉我们,产品价格低通常是生产成本低

造成的,也可以是由于产品质量差而只能是低价格.而“中国制造”的低价位

显然主要的不属于后一种(后面马上讲到).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制造商

并未将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外部性因素纳入到成本之中.请看以下我们的分

析: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环保支出,等等,其
中最为明显的是我国劳动力成本所具有的绝对优势.有研究指出,中国员工

工资的总体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４％.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薪水只

有美国制造业工人的３％,只及德国工人的２％.中国有着丰富且高素质而工

资又极其低廉的劳动者,这使得几乎所有企业在劳动支出上大为节省.中国

似乎拥有一个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低、性价比高构成了中国产品

的比较优势.然而,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少数企业主竟把这一“优势”发挥到

了极致,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主可以对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和工资福利不做任何

考虑:可以让工人在有毒有害的劳动环境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没有任何

补偿:可以在十几年里让工人的工资长期徘徊在五、六百元而不增加一分钱:
可以在没有足够劳动保护的条件下让工人深入几百米深的井下挖煤,而一旦

发生矿难,却逃之夭夭.显而易见,这样的比较优势,不过是用劳动者的血汗

补贴产品的出口,是以“不体面的就业机会”来换取工作岗位的增加.

　　在土地成本方面,前些年,我国的许多地方出于竞争,竞相以低地价来吸

引外资,也使企业在地价支出中获益匪浅.例如,在我国寸土寸金的长三角某

个城市,当年为了招商引资,将每亩开发成本达２０万元的土地以１５万元让与

外商.还有一条仍需强调,就是前些年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经验不足、法
制不健全、政策不到位,许多企业将其巨大的负外部性实际上留给了当地社

会,生产的社会成本增加了,比如水、空气被污染了,各种稀缺的资源被大量消

耗了,而厂商却因此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再加上,我国政府承诺给予外资企

业一定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也使这些企业有更大的降价空间.综合这些

因素,才导致了“中国制造”的低价格.究其实质,中国实际上是以牺牲劳动、
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制造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使得我

们一些重要资源性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大幅上升,也使资源价格大幅度

上涨.现在我国买什么,国际市场上什么东西的价格就会上涨,也给世界其他

国家造成很大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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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近年来,“中国制造”先后经历了牙膏、轮胎、玩具和食品等质量风波,安全

和信任问题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这些事件背后不乏境外媒体的恶意误

导,妖魔化“中国制造”的原因.

　　仅从“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质量数据来看,中国出口商品的质量不仅比

多数国家的产品要高,在有些领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质检总局的

统计数据表明,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之间,中国对美国出口食品的合格率分别是

９９％、９９％和９９２％,而美国对中国出口食品的合格率则分别是９９０２％、

９８８５％和９９０８％,两者相比难分伯仲.在日本厚生省公布的２００６年日本

进口食品合格率中,来自中国的食品合格率为９９４２％,美国是９８６９％,欧盟

是９９３８％,“中国制造”丝毫不逊于美欧.因此,似乎“中国制造”的质量是没

有问题的.但是,只要我们将出口产品与国内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作一比较,有
经验的人马上就会发现,我们所提供给外国市场的产品质量一般都高于在国

内销售的.厂商们尽量将最好的东西提供给外国消费者,而将质量低的产品

提供给国内消费者.

　　我国国内产品的抽查合格率长期徘徊在７０％~８０％,每年不良产品的直

接损失为２０００亿元:有将近１/４的产品长期不合格,全国每年的质量信用损

失高达７０００多亿元: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近年来我国不断出现“毒奶粉”
事件、“地沟油”事件,等等,这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

痼疾.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影响我国产品的信誉,损害国家的形象.

　　５反倾销与贸易摩擦的影响

　　从１９９５年起中国已经连续１５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国际上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制造”成为外国反倾销的

重点.中国在加入 WTO时曾接受了一些妥协性的条款,其中之一就是中国

在最初加入 WTO的１５年内,允许其他成员国有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欧美国家根据这一规定,在反倾销中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一些国家

还明目张胆地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据世贸组织报告,目前全球范围

内反倾销的相关案例总体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唯独中国受到的

反倾销却在不断上升,国际社会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行为已经越来越呈现

出明显的团伙化和集中化倾向.故有文章称,“中国制造”面临海外跨国公司

的三座大山:反倾销诉讼,核心技术大棒,全球性品牌威力.“中国制造”遭遇

反倾销不仅数量居世界之首,而且面在扩大,一方面是对我国产品反倾销的国

家或地区由最初的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蔓延到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或

地区;另一方面是遭遇反倾销的产品已涉及４０００多种,影响了数百亿美元的

出口贸易.

　　低廉的产品出口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并以巨额的经济牺牲来补贴

全球,包括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如此巨额的牺牲并未换来国际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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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根本动力 １０５　　

些许认同,相反,竟招来仇视和抵制.据资料显示,每年世界上平均每人购买

中国生产的１双鞋、２米布、３件服装,每２人购买中国生产的１顶帽子、１条

毛巾和１双袜子.如此庞大的商品数量,对进口国同类产品制造业的冲击可

想而知,人家的工会为了本国工人的就业,最顺手的办法便是运用反倾销的法

律武器,这一手段对他们来讲也是屡试不爽.以制鞋行业为例,２００３年中国

制鞋总量达６０多亿双,相当于中国人为全世界每个人做了一双鞋,其中出口

４３亿双,出口金额１０６８亿美元,每双鞋的平均价格只有２４美元.在中国

产品强有力的竞争面前,国外市场对中国鞋业乃至制造业开始产生恐惧心理,
官方的贸易保护和民间壁垒不断增加,来自欧美本土中小企业的排斥和文化

抵触日益增多.少数国家则采取非文明的手段对待“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
将原来行业内的争斗公开到所有世人眼前.如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价值上千万元

的中国皮鞋在西班牙小城埃尔切被当地不法分子焚烧.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０日,
俄罗斯维护消费者权益和福利联邦监督局宣布消息,声称某些中国塑料玩具

中有毒物质含量超标,决定禁止在俄市场上出售这些玩具.２００５年３月,大
批俄罗斯税警突然闯入莫斯科萨达沃特花鸟市场,以没有通过正规报单手续

入境属走私物品为由,查封了中国鞋的集装箱仓库,并强行拉走价值８０００万

元的货物,这就是所谓的俄罗斯“灰色清单事件”.“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冲

击了当地的制造业,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反倾销”.

　　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猛增、国内资源流失、人民币汇率形成

新的升值压力等问题.很明显,我国产品依赖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出口低档产

品,不仅带来前面所述的出口利润微薄、出口可持续性差的恶果,而且还会引

起各国的贸易保护,加大与相关贸易伙伴尤其是欧美贸易的摩擦,使出口的不

确定因素加大.随着我国加入 WTO 过渡期的结束,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以

美欧为代表的国家,现在正在调整对华贸易政策,要求我们进一步开放市场.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２００６年以安全为由拒绝了从中国进口的９２４
种商品中的４８％,比例占所有欧盟进口产品的１５％.从市场开放转变为关注

深层次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税收政策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
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制度层面的问题,说明他们把中国既看成贸易伙伴,
同时也更看成是竞争对手.国家宏观层面也会对每一个企业的具体经营带来

影响,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就是涉及千家万户企业的事情.

　　“中国制造”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绿色壁垒是横卧在“中
国制造”面前的一道高槛.据悉,以欧盟«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为例,
该指令规定,生产企业必须负担回收处理报废家电及电子电气设备的费用,而
这些中国制造的厂商如果按此规定出口商品势必会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甚至

亏本现象.还有,中国的彩电企业对日本出口彩电时要向日本政府缴纳废气

物处理费,这些都说明绿色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中国的产品出口.从外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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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境趋势来看,未来还要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挑战,这是“中国制造”
实现国际化不可避免的门槛.

三、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是自主创新

　　中国以难以估量的经济牺牲来补贴全球,出口低廉的产品,却得不到善

待,外贸环境日益恶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 由于“中国制造”多为无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无自主品牌、无自主营销网络的“三无”产品,故“中
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很容易同“廉价”划等号,很容易被当作“地摊”产品处

理.世界市场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扎堆在低端、低价市场上,低价出口又成

诱发反倾销的导火线,靠“便宜”换美元,给人以反倾销的口实.“止痛”的良药

是变“三无”为“三有”,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取得

知识产权的突破,然后才能用先进技术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

级,完成在品牌、产品、服务、营销、管理、人才等方面的升级,切实降低资源能

源消耗水平,解决环保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１我国竞争力差的根源在于科技竞争力差或说缺乏自主创新能力①

　　如上所述,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建立在低成本的简单劳动的比较优势

上.在中国制造业中,主体技术依靠外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中
国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高水平生产能力不足,大量先进装备仍主要依

靠进口.我国制造业的装备、工艺很多依赖进口,产业整体对外依存度达到

５０％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生产出来很多先进的产品,实际上设备是进口的,包
括其中的关键零部件是进口的.比如我国光纤生产能力很大,但生产光纤的

设备百分之百都是进口的.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装备８９％是进口的,包括

重化工里面的石化设备８０％是进口的.

　　我国科技竞争力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在全球

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８６％(分别为４３％、２２％、２１％),
我国仅占２％左右.我国研发投入近年刚提高到占 GDP的１５％,发达国家

占２５％以上.我国已授权的发明专利数只相当于日本和美国的１/３０、韩国

的１/４.发达国家占发明专利授权的９０％以上,我国则不到１％.面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主要是来自于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
跨国公司一般都将占收入５％或更高比重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上.而中国企业

能达到这一国际标准的,可谓是凤毛麟角.在创新方面,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

的差距仍在不断拉大.美国一项最新调查表明,９０％的欧美跨国公司都已经

把创新融入了它们的企业战略,８０％都建立了全公司的研发中心.大多数企

① 高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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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根本动力 １０７　　

业至少都把利润的１０％投入到了研发当中.有５５％的创新来自于与大学、研
究机构和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交流.而大部分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很少,很多中

小企业甚至没有研发.大企业研发投入仅占销售收入的１５％,而发达国家

大企业的这一比例不低于销售收入的５％ (高科技企业达到１０％ ).我国仅

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企业普遍重生产轻研发,重
引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高端、首创性、集成性创新少,创新没有成为大多

数企业的内在动力.

　　对后进国家来说,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是立足自主创新的主要

途径.但长期以来,我国“重引进、轻消化”,引进设备和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

为１︰００８.而日本、韩国在同等发展阶段,这一比例为１︰５甚至１︰８.这

使得我国在开放中本可以得到的迅速消化先进技术形成自己能力的利益,白
白流失.以至在我国很多关键的产业部门,陷入片面依赖外来投资和技术、引
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企业兴旺的生命.避免反倾销也好,走循环经

济之路、避免制造污染也罢,都离不开创新.中国工程院前院长徐匡迪说:现
在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叫极端制造,一个是叫绿色制造.无论哪一种发

展方向,都要解决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缺乏问题.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即使有自己的品牌,这样的企业也不会“长寿”.世界各国发展的历

史经验证明:要发展就要有竞争力,要有竞争力就要有创新能力.而获得能力

的唯一途径是自主的技术学习,包括企业在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努

力,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的基础研究,包括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投资,包
括政府对技术学习的政策支持.

　　２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永不衰竭的根本动力

　　现代经济是以持续的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

动力.所谓创新,不仅包括技术的持续进步,更包括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共同将

其和其他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并形成新产品、新产业,为市场接受.知识产权是

保护创新的重要制度.专利是为了保护技术发明人的经济权益.商标制度则

具有保护特定产品所体现的企业价值的功能.

　　在国家之间,在技术、营销竞争力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知识产权也可

能被滥用为遏制后进国家追赶先进的工具.资源是有限的,但一个国家技术

创新能力领先一步,就可以向科学技术的后来者索取“创新租”,就等于捧了

“金饭碗”.这就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实质.

　　一国的竞争力,是经济、科技、国防、社会软实力的综合,其中,科学技术创

新能力是核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科学技术创新

能力、科学技术实力、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的巨大差距.国家竞争力的

本质来自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而能力只能来自于组织自身的学习和创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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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践活动,不可能由外部力量或过程替代.物化在设备上的先进技术可以买到,
但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是不可能买来的,也不可能依靠

外国人来代替我们学习和组织.

　　近代史说明,谁能在战略高技术领域掌握主动权,谁在国际政治中就拥有

更多的发言权和控制力.“知识就是力量”,对科技知识的控制和使用能力,与
资本一样,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资源,也是获得政治行动能力的资源.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科技创新能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３引进、合资或出让市场得不到、换不来先进技术

　　很多人认为通过引进或合资就能得到先进技术.但我国高技术产品国内

生产的６０％、出口的９０％由三资企业完成,也不过是被动地获得有限的“技术

溢出”.外资不会轻易转让核心技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是要利用我国的廉价

劳动力、资源和巨大市场.如上海引进的德国磁浮技术,投资９０亿元,每年营

业收入１３亿元,还不到每年必须支付利息３亿元的一半,而最先进的技术掌

握在德国人之手,德国人声称,不会把有关机电、信号、控制设备的生产技术转

移给中方,以后也不会.

　　汽车工业是经济起飞中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国家累计投资１０００亿元以

上.中国轿车工业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开发出来过引起民族自豪感的“红
旗”,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轿车工业走上了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的

道路.走合资道路的初衷是通过引进技术,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最后达到自

主开发的目的.但是,在２０年的时间里,合资的主要企业,始终没有能力开发

新车型.原因很简单,合资企业只能引进外国产品和外国企业现成的产品设

计,自己从来就不进行产品开发.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说,神龙富康、东风雪

铁龙都是中国制造,但法国人从来没有把技术教给中国人,要换一个螺丝钉还

要交给法国人,全部技术细节控制在“老外”手里.没有产品开发的实践,当然

就发展不出来产品开发的能力.我们通过合资生产取得了世界第一汽车制造

大国的地位,但由于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合资企业研发经营主导权掌握在外

方手中.１００多个国产轿车品牌中,６０多个合资的外国品牌占据了９０％的国

内市场.我国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只占销售收入的１５％左右,远远低于跨国

公司４％~６％的水平.发动机整体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１５~２０年,主要制

造厂没有从外方获得关键部件和整车的设计技术,也就无力创造自主品牌.
合资合作孵化不出中国技术.由于缺少核心技术,所以我们的出口产品利润

率非常低,才出现了我们用８亿件衬衣换１架飞机的悲惨局面.

　　我国有一个油泵油嘴企业,专门生产柴油发动机的喷油系统.在机械式

喷油系统时代发展得很好.但在最近十年里,国际上的主流技术从机械式转

向电控式.面对这种变化,这个油泵油嘴企业决定通过合资引进技术.合资

的结果是,外国企业控股６７％,不但把中国企业的几百名技术人员全部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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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根本动力 １０９　　

合资公司,而且规定中国剩下的中国母公司永远不能进入欧Ⅲ排放标准及其

以上的产品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正是因为担心不能进入欧Ⅲ排放

标准市场,这个企业才产生了引进技术的想法,但合资的结果却使自己永远不

能进入.在同行业还有个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决定自主开发电控喷油系统,
他们不断学习外国技术,经过１０年的不懈努力,成功地开发出满足欧Ⅲ排放

标准的电控喷油系统,正在进行产业化.２００４年,当中国最大的油泵油嘴企

业被外资控制而退出欧Ⅲ产品领域时,无锡油泵油嘴所决定退出欧Ⅱ标准及

以下产品领域,而集中力量开发欧Ⅲ标准及其以上的产品领域.这个戏剧性

的对比恰恰说明,自主创新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否则就只能是死路一

条.

　　高性能高精度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母机”,西方国家对我国在先进机床

及其重要配套部件、组件进口方面,实质上的禁运、限制和歧视从来都没有停

止过.大型燃汽轮机是工业发展的重要装备,无论我们出多高的价钱,没有一

个西方国家愿意卖给我们,最后还是靠我们自己攻关取得成果,外方眼看技术

封锁不住,才不得不与我方合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将中

国选为合作组装生产麦道客机的唯一伙伴,仅仅是因为我国在１９８０年成功自

主研制出大型民用客机的样机———运十.碳纤维是迅速成长的产业,我们不

仅无法获得西方的相关技术,甚至连原材料都买不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北京某机床厂和德国一家公司合作,根据对方提供的机

床图纸总结出１０大课题,组织攻关并掌握了一定的核心技术.此后,外方再

也不提供机床图纸,而且明确要求主要部件必须从德国进口,然后才能谈合

作.２００１年,中国在上海投资１５亿美元建造一座芯片厂,向美国公司订购高

科技生产设备,但美国政府冻结了前任政府已经同意发放的出口许可,一拖就

是好几年.在一段时期,由于缺乏先进设备运行维护经验,要以每小时数１０
美元的代价,聘请外国专家.

　　大量引进使用国外的设备和技术,还使我国原有的较完整工业体系和有

一定基础的设备工业丧失了巨大的市场,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进而,“以市场

换技术”战略使国内市场份额进一步被外资品牌所蚕食,真正的高端技术和核

心技术却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缺乏自主核心技术不仅要付出巨额经济代

价,更严重的是危及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４科技人才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和关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讲的,
是从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讲的,是从科学技术对人类历史发展

的决定作用讲的,是从原动力的意义上讲的.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要转化为现实的财富,要转化为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有一个“转换

器”,要有一个“中介”,这就是技能,即技术能力、技术本领、技术才能.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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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术水平决定技能的高低,技能决定技术转化为财富的程度,决定“中国制造”的
国际竞争力.

　　在日本市场上,同一品牌的美能达相机,且外观完全一样,只是因为产地

不同其价格差异十分悬殊,标明“中国制造”的美能达相机,价格远远低于日本

造美能达.这说明“中国制造”的美能达只是形似日本制美能达,尚未神似日

产美能达.据日本美能达的一位经理介绍,中国造美能达与日本制美能达的

生产线完全一样.为什么机器设备相同、技术相同,做出的同样产品,一个是

低档价,一个是高档价,答案只有一个:技能的差异,制造者技术能力的差距.
它证明了一个道理:技术可以引进、可以购买,但技术能力是买不到的,它必须

靠培训、学习、消化,将技术转化为能力.技能决定产品品质、决定产品价格.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同样零部件组装的钟表,“中国制造”不敌“瑞士制造”;
同样零部件组装的汽车,“中国制造”不如“德国制造”;同样设备及原材料生产

的电器,“中国制造”不及“日本制造”.这种技能的差异反映在国际市场上是

竞争力的差异,是价格的差异.可见,“中国制造”虽能造世界各种名牌产品,
但不一定掌握了世界名牌产品的全部技术,但不一定掌握了制造世界名牌产

品的技能.

　　技术是人掌握的,技能是人的技术和能力的体现,技术、技能集于人.“中
国制造”的技术软肋、技能软肋,说到底是职业技能人才的软肋.中国是世界

人力资源第一大国,我国人才总体规模已近６千万,但高层次人才十分短缺,
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在１５８个国际

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１５６６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

仅占总数的２２６％,其中在一级科学组织担任主席的仅１名,在二级组织担

任主席的仅占１％.

　　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占３５％以上,中级工占５０％以上,初级工占

１５％左右.而２００５年在深圳市９０多万技工中,技师和高级技师仅１４万人,
占技工总数的１６％,中级以上技能人才２２万人,占技工总数的２４４％,这意

味初级工有６６６万多人,占技工总数的７４％.当今我国人才方面面临的事

实是高级技工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或更少,与发达国家相比实在相形见绌.
进一步说,我们更加缺少创新型、复合型技术人才.这样我们就很难将现有的

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难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难以推进技术革新.
“十一五”期间,广东省中级以上技能人才的缺口是１８０万人,其中高级以上技

能人才缺口是１００万人.“珠三角”如此,“长三角”也一样,有“皮都”之称的浙

江海宁,由于高级技工短缺,每天至少损失１００万美元的国际皮衣订单.苏州

数控机床技师至少需要１万人,可在２００４年６月底前尚无一名数控机床技

师.不仅经济发达地区技工缺乏,即使是素有“技能人才大本营”之称的东北

老工业基地也不例外.“技工荒”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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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根本动力 １１１　　

　　“中国制造”不缺工人,不缺劳动力,缺少的是技能人才,匮乏的是高级技

能人才.高级技师,技师的技能差距折射出“中国制造”的价格差距、档次差

距、竞争力差距.

四、自主创新的实现

　　自主创新直接改变了增长所依赖的要素投入结构,使发展更多依赖于软

环境和软制造,即从更多地依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转向更多地依靠人

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提高发展效率和提升发展质量.正如中共

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自主创新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核心”和“关键”,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自主创新的需求十分紧迫.
所以,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尽快实现,本文认为其中的一些关键是:

　　１坚定自主创新的自信心

　　要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自己的品牌,不可能一蹴而

就,也不可能是轻松递进,而是一个艰苦的爬坡过程.因为科学技术不同于其

他“生产要素”:设备、图纸说明书可以用钱买到,但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必须依

靠自己的创新能力,这需要综合自己学习、创新、组织管理和开拓市场的能力.
这种能力,绝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合资合作或把市场“让”给外资就能换得到的.
如上证明,第一,你让了市场人家也不会真心把好的技术让给你,因为这是他

们的利润来源:第二,“让”得过分,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消磨了自己奋

发向上的精神和提高学习创新能力的机会.所以,只有依靠自主创新,通过大

力引进消化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开发原创性攻关,并在长期的艰苦实践中不断

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超越“挣血汗钱”的阶段.

　　正因为自主创新技术能力的提高和产业升级需要经过多年努力才能见成

效,所以,必须从尽早开始,迅速改变现在“中国制造”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西

方技术的状况,勇敢直面国际市场的竞争,杀出一条血路.中国的根本应对之

道就是必须改进技术创新制度,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并制定符合国情、鼓励自

主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从“制造大国”走向“创造大国”.

　　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越过３０００美元后就会面临“是否加入结构调整升级

的国际竞赛”的重大抉择.２０年前韩国完成初步工业化后,不失时机地提出

了“技术立国”的战略方针,大力鼓励科技自主创新,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成功跨越技术瓶颈的结果是５０年间人均收入增长１００倍,成功步入发达国家

行列.没有当年的战略调整,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具有基本完整的工业、科技体系和能力基础.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

源总量已达３８００多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超过１４０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

占１１２万人,分别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新中国成立６０来年,我国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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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术创新在促进农业发展、产业技术升级、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高技术产业发展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弹一星”和“神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正负电子

对撞机、石油注水开采新工艺、空气动力实验、原子能级操纵和原子能级加工、
深水机器人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高性能计算机研究取得突破,氮化物

蓝光激光器件研究在氮化镓材料上制作PN 结,使我国成为目前国际上唯一

掌握该技术的国家.特别是国内涌现了一批通过自主开发在市场竞争中迅速

发展壮大的创新型企业与创新型区域典范,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

提高.我国出现了如深圳这样的创新型区域,也涌现了诸如华为、中兴、海尔

等类似的创新型企业.

　　总体上看,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已进入世界主要国家中上游水平,部分

重点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备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坚实基础.

　　但是,尽管中国拥有这样的潜力,有些人对自己能不能自主创新,仍然信

心不足.这恰恰说明,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缺少勇气、信
心和进取精神.２００４年还有合资汽车企业领导人说,我国汽车自主品牌的研

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但奇瑞、吉利等企业从零开始,通过自主开发打开了

市场.对比这两类企业可以发现,自主开发企业早期阶段所有的物质条件都

比不上依赖合资的大企业,但自主开发的勇气和信心超过了后者.强调自主,
正是因为赶超需要勇气,没有勇气就肯定没有自主创新的实践,没有勇气实践

落后者永远是落后者,有了勇气实践,落后者就成了赶超者.都说创新需要能

力,但能力是哪来的?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产品和工艺的实践中生成

的.技术不同于科学,只有采取产品形式才有生命力.不实践就产生不了能

力.越没有能力就会越害怕,永远摆脱不了依赖.

　　在事实上,中国不仅拥有自主创新的潜力,还拥有非常好的机会———中国

拥有一个巨大的和潜力不断增长的市场,这个市场的需求将长期保持民族特

色,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无限的机会.一位华为的工程师曾说:“其实高技术就

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之后跟种萝卜大白菜没什么两样!”这话虽然通俗,却掷

地有声.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像奇瑞、吉利和华为、中兴那样敢于

冒着风险捅破高技术的窗户纸,中国工业就会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

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中国就会有朝一日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①

　　２不断深化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

　　就是要提高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加大对于自主创新的人才和物质性

投入并优化投入结构.如上所述,这是创新在本体上的体现与要求.创新型

国家都是创新人才富集,R&D/GDP比例均在２％以上,美国、日本、韩国均达

３％以上,目前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占全世界的８６％,９０％以上的发明专利都

① 章彤我们为什么要自主创新[J]苏南科技开发,２０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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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根本动力 １１３　　

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而我国 R&D/GDP比例长期在１％~１３％之间徘徊

不前,直接导致发明专利少,仅占世界总量的１８％.我国的发明专利累计授

权量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台湾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

国家和地区.最终的结果是,我国对外技术依赖度高达５０％以上,而美国、日
本仅为５％~１０％;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仅为４０％左右,美国等

发达国家在７０％以上.“关键在钱,核心在人”,“人”与“钱”是创新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两大创新资源.尽管我国从事科技工作和研发人员的数量在世界上

数一数二,但我国每万名劳动者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却只有８名,仅为美

国、日本和韩国的１０到１/８.

　　相对创新人才不足、创新经费投入较少与经费执行结构不尽合理,仍然是

制约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瓶颈.增加创新经费投入,关键在于区域

与企业要形成重视技术开发的机制.考虑到我国的现状和区域与企业在创新

中的独特地位,可以将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的比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
业研发投入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经费比例

和全社会 R&D/GDP比例、科技进步贡献率、对外技术依存度一道作为考察

创新型区域与企业建设的主要指标.这样有助于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多
元化的 R&D投入体系,形成符合国情的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合理比例.

　　中国的技术软肋,技能软肋的背后是技工短缺,高技能人才匮乏的背后是

职业教育的薄弱,是职业教育尚未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是职业教育本身存在

问题.究竟什么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在哪里? 人们尚缺乏正确、科
学的认识.中国目前处于一种悖论境地,一方面很多行业、部门、新兴产业技

术人才严重缺乏,另一方面,新增劳动力普遍缺乏就业的基本技术,同时,失业

人员中年轻化的倾向开始显露.因此,必须明确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中

的重要一环,是一种面向人人的教育.职业教育贯穿于学习者整个职业生涯

过程之中,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人们谋生就业的前奏,而且是人们成长的必由之

路;职业教育不仅是经济腾飞的基石、民族跃升的阶梯,而且是社会成员走向

职业世界的必由之路.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如何将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就业

教育、全民教育相互渗透,即职业教育与“三大教育”相结合.职业教育不能仅

仅停留在高职、中职、技校等学历教育上.

　　我们的学校职业教育也存在软肋.职业教育的质量取决于企业的评价,
职业教育面向企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应是趋向、潮流,职业教育的目标是挑

起“中国制造”、特别是“中国创造”的大梁,但目前的职业教育并非如此,甚至

出现“逆向”发展,即职业教育或“拷贝”普通高校教育,或与大学对接.职业教

育的内在“硬伤”就是教育与职业脱节,教育远离“现场”,是培养的学生动手能

力较差,技能缺失,实际操作技术基本不具备.

　　同时,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摇篮”成萎缩状况.职业教育的比例由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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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纪９０年代的５８％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８％,１０余年,职业教育下降２０个百分

点,普通高等教育上升２０个百分点,其比例由４２％上升到６２％.上海市技校

由１２年前的３３０所,骤减至２００６年的３２所,缩水９０％.仅２００２年一年,全
国就停办了约６００所技校.① 我国教育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

　　３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确是天然地自主创新主体,但不能由此而否认政府

在推进自主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不能推卸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相反,
由于自主创新具有风险性、长远性和持续性,自主创新天然地存在系统失效的

特性,因而,政府对于自主创新的宏观调控成为必然.政府应在推进自主创新

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引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财政支持、税收激励等方面,
为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有效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在营造有利于自主

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与完善并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等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

与作用.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更应如此.各级政府应大力宣传“两弹一星”等广

大科技工作者的自主创新精神,树立自主创新的先进企业典型,在全社会营造

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完善并实施技术创新财税金融政策等.技术创

新财税金融政策是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重要政策工具.它主要有四种:
(１)税收政策;(２)直接资助政策;(３)政府风险投资;(４)政府采购政策.从我

国当前技术创新政策的特点来看,许多政策是为保护和发展本国早期加工贸

易而设计的,这在我国产业发展初期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新的

形势对政策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将政策支持的目标由技术创新链末端向

中段和前端转移.

　　政府采购是一项不受国际规则制约,既能节约政府开支,又能间接扶持国

内企业自主创新的良性制度.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是创新型

国家由增加直接投入向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嬗变的经验总结,是国际通行

的惯例.目前西方国家政府采购的金额已经占到 GDP的１０％~１５％,主要

是为了缩短高科技产品进入市场的周期,提高其竞争力.它们普遍采取高价

购进低价销出的政策,加快用高科技产品取代传统产品.对高科技产品进行

大规模政府采购,从本质上讲是用经济手段对落后技术、落后产品、落后企业

进行强制性和快速淘汰,让高科技产品在最短的时间里提高市场占有率,从根

本上建立起创新带动型发展模式.我国政府采购的市场规模也将逐渐增加,
但１９９８年只有３０亿元.截至到２００７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已经达到４千亿

元,但仅为 GDP的１６２％.各级政府采购活动,应当严格依据«政府采购

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

① 黄蕾“中国制造”的“三技一教”软肋[J]现代企业教育,２０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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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根本动力 １１５　　

法»,认真执行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首购订购制度、奖惩制度和进口

产品审核制度,改变以往政府采购中“同等优先”甚至“先外后内”和反而指定

非外国名牌不买的观念与行为,给予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品优先待遇.①

　　４建立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
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助的社会系统.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现阶段,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完善,有以下五个方

面的重点:

　　(１)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金融结合的技术创新道路.(２)建设科学

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３)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

防科技创新体系.(４)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５)建设社会

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最后要强调的是,自主创新不是不要合作,更不是一切研究都自己去实

现.自主创新包含的三种创新: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创新,后两者都

是在别国创新基础上的再创新,核心技术也不一定源自本国的技术发明,可以

是引进技术的集成创新,也可以是引进技术经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日本、韩
国就主要是通过后两种创新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自主创新的精神实质在于“以我为主”,但“以我为主”同时包含“以他为

鉴”的内容.我们恰要在积极吸纳国际最新成果和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才能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有效组织实施以我为主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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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scientificdevelopmentincludestherequirementforthe
autonomousmodeofeconomicdevelopment Themodeofeconomicdevel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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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opmentin ChinaiscompletelyautonomousbeforeReform and Opening
up２０yearslaterafterthat,itintendstoshowtheriskoffallingintothe
modeofeconomicdependenceThereforeourcountry＇seconomicdevelopＧ
mentshouldbefullychangedintoautonomousmodeIfweanalyzetheesＧ
tablishedeconomicdevelopmentmodeinChinasinceReformandOpening
upfromtheviewofeconomicindependenceandforeigneconomy,itexists
thefollowingshortcomings:locatedintheendoftheindustryvaluechain
andthinprofit,lowendproductsandfewselfbrands,highresourceandenＧ
ergyconsumptionandhighenvironmentalpollution,thesacrificeoflabors
andthelostofwelfarehiddenbehindthelowcost“comparativeadvantage”;

thedangerofantidumpingandtradefrictionpainandsoon,soitisimporＧ
tantandurgentforourcountrytochangetheeconomicdevelopmentmode
SelfinnovationisthefundamentaldrivingforcetochangeintothefullyauＧ
tonomousmodeinChina Themainreasonofweakcompetitivenessinour
countryisthelackofthecapacityoftechnologycompetitivenessandselfinＧ
novati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isthesustainabledrivingforceofecoＧ
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Theintroductionandcooperationarenotable
togetadvancedtechnologies;technologyandprofessionalsarethefundaＧ
mentalsourceasthemainbodyofindependentinnovationWemusttake
specificmeasurestoachieveindependentinnovationThekeypointofitis:a
firmconfidenceinselfinnovation;thegradualreformofscienceandtechnolＧ
ogyandeducationsystem;fullplaytheleadingroleofgovernmentpolicies;

establishandimprovethenationalinnovationsystem Thegovernment
shouldtakefullyoftheleadingfunctionofpolicy,buildingtheperfectofnaＧ
tionalinnovationsystem
　　Keywords　selfinnovation　fullyautonomousmodeofeconomicdevelＧ
opment　thetransforma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mode　fundamental
drivingforce　scientific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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