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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基于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思考

王小平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作者简介:王小平(１９６５－),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本文受河北省高校百

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内容提要　服务业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革命与三个阶段.目前,我国开始

进入高端服务业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从机制上看,高
端服务业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是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先导和基础.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路线是:充分发挥包括资源

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在内的各种区域优势,通过高端服务业的引入、催
生、升级、积聚与辐射,建立健全配套政策,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

　　关键词　高端服务业　经济发展方式　服务业发展规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发挥高端服务业的引领作用,形成服务经济为主

导产业的经济结构.要以政策突破和环境营造为重点,加快高端服务业发展,
全面提升高端服务业集聚辐射力,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服务业发展的两次革命与三个阶段

　　深刻认识高端服务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深入理解

服务业发展的两次革命和三个阶段.

　　服务业自身的发展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而且服务业发展阶段与产业结

构变动紧密相关.服务业发展阶段的相互交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过程;
同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在社会总体结构中的作用也会发生变

化.我们把这种服务业内部结构性质变化以及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

用的性质变化称为服务业革命.

　　关于服务业演进阶段的划分主要有两个研究角度:一是从产业结构变动

角度的研究.主要包括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产业结构演变理论、罗斯

托经济成长阶段理论、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等理论.显然,在这一角度中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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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演进问题不是重点.二是对服务业自身发展阶段的划分.有学者将服务业的

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以传统服务行业为主阶段,规模扩大、结构初步转换,服
务业发生质变,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①.也有学者将现代服务业发

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②.这一角度虽然是专门针对服务业发展

阶段的研究,但是却基本上无视产业结构变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从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关联的角度分析,可
以将服务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交替中包含两次服务业革命.

　　(一)第一阶段:初级服务业阶段,即第一次服务业革命之前的传统服务业

阶段

　　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１７６５年,珍妮纺纱

机的出现,标志着工业革命在英国乃至世界的爆发.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发达

国家的经济史上,一般是首先经历了服务业革命,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进而

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依托实现工业革命.哈特韦尔研究认为,历史学家在争论

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时,所包含的那些条件中不仅有农业革命而且也有许多

服务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运输革命,最后还有政府革命.所有这

些“革命”以服务业的扩大为契机,引起经济生活质量的根本变化———增加它

的精致性、它的相互联系、它的灵活性、它的适应性以及它反应的高速度③.
瑞德(Riddle)认为,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从经济史

的角度来看,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奏和先驱,而服务业的创新则成为了工

业革命的支撑.例如,职业研究活动的出现、教育系统的改进、运输方式的改

善、金融创新的出现等,都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④.钱德勒的研究表

明,商业、金融业、运输业等服务业领域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以及通讯业的

发展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前奏;“分配和生产过程的革命,主要是建立在新的运

输和通讯的基础设施上”⑤;“生产中的革命由于需要进一步的技术上和组织

上的创新,因而来得比销售中的革命晚”⑥.可见,在工业革命之前以及与工

业革命相伴随,存在着服务业革命,可称为第一次服务业革命.

　　在第一次服务革命之前的初级服务业阶段是以传统服务行业为主的阶

段.这一阶段基本上与丹尼尔贝尔关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维兵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中国服务业发展[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０－７７

孙海鸣,孙海刚现代服务业产业组织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５－２７
哈特韦尔服务业革命[M]载于«欧洲经济史»(奇波拉主编,１９７３),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９,２９１
Riddle,D:ServiceLedGrowth:theRoleoftheServiceSectorinWorldDevelopment,PraeＧ

ger,NewYork,１９８６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２３７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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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前工业社会相对应.在这个阶段,农业在社会经济

中占主体地位,服务业的比重和地位都非常低,仅仅是适应人们日常生活需要

的消费品供应部门,远比农业落后、松散.旅馆业、餐饮业、修理业、理发业等

几个传统服务行业在服务业总体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的服务业或是很

薄弱,仅为零星经济活动,或是尚未出现.

(二)第二阶段:中级服务业阶段,即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服务业阶段

　　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开始于１８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完成

于２０世纪中期.这一阶段服务业的基本特征是:工业(制造业)快速增长,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服务业基本上处于

从属地位;与工业发展相配套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伴随着工业发展而成

长;由于收入的增长,消费性服务业发展壮大起来,并出现一些新兴消费性服

务业.具体表现为:(１)服务业规模扩张速度加快.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

就业人员的比重上升,特别是生活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幅度较大,而且呈现

连续上升状态.(２)服务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变动.这一方面与消费结构的变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服务生产者主动改进

技术以节约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费有关.(３)大中型服务企业开始出现,并逐步

成为左右服务业经营趋势和服务产业结构的主要力量.大中型服务企业内部

分工已开始复杂化,管理活动正逐步程序化、制度化,专职从事管理活动的管

理人员已形成一个阶层.(４)一些相对新兴的服务行业开始出现,表现出了与

众不同的活动方式及活动范围,表现出了其他经济活动所无法取代的经济功

效和社会功效.比较典型的是旅游业的出现和逐步发展.

(三)第三阶段:高端服务业阶段:即与后工业化社会相对应的服务业阶段

　　到２０世纪中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一些经济学家再次提出了服务业革命的理论.１９６８年,美国经济

学家富克斯(VFuchs)在经典名著«服务经济»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处在

‘服务经济’之中,即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成为这样的国家,在其中一半

以上的就业人口不再从事食品、服装、住房、汽车和其他有形产品的生产.”他
同时“宣布”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进入“服务经济”社会,并认为由英国开始

扩展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具有“革命”的特征;
而美国已深入发展并在所有发达国家表现出来的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

变尽管较为缓慢,但从经济分析角度看同样具有革命的特质①.哈特韦尔指

出,在先进经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果,最终出现“服务业革命”:进

① 富克斯服务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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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那些按人口实际收入最高的经济地区,正经历着可与

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工业革命相比较的服务业革命①.

　　富克斯的“革命宣言”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得到发展而出现“后工业社会”
理论.最早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于

１９７４年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详细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他

认为后工业社会有四个特点:第一,后工业社会是服务社会;第二,知识、科学

和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第三,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具有突出的重

要性;第四,价值体系和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此外,他还指出了后工业社会

的一个重要性质:“如果工业社会是以商品数量来定义社会质量的话,后工业

社会就是以服务和舒适———健康、教育、休闲和艺术———来定义社会质量”②.

　　当前,从就业水平来看,据世界银行统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服务业

的比重不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３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５０％,而发达国家

达到６０％,目前美国的服务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７５％左右,日本及欧洲国

家也占５５％.从经济增长来看,当今世界,服务业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

最大产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规模和地位也在迅速上升,其增长速

度已快于其他产业.事实上,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比重的提高,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服务业的发展呈现

出高技术化特征.高科技领域和新兴产业群体蓬勃兴起,推进了服务业的高

技术化;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相融合使服务业进入高端服务业时代.

　　由于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大量涌现出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兴服

务业,而且传统行业(如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的科技水平也大幅度提升.比

如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已实现了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以研发设计、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文化产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

等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具有极高的科技内涵.高端服务业主要瞄准高端市

场、主要提供高端服务、主要依托高端人才,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带

动性等特征.

二、高端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依赖于高投入、高消

耗和高污染,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

①

②

哈特韦尔服务业革命[M]载于«欧洲经济史»(奇波拉主编,１９７３),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９,２８７~３１７

DanielBell TheComingofPostindustrialSociety:HeinemannEducationalBooksLtd,
１９７４p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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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高端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１２１　　

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尽管支撑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发展方式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日趋明显,制约着我国经济社

会的稳定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

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
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

高、管理创新转变.基于此,作为转型升级传统产业的关键支撑、新的经济增

长可持续动力源,加快发展高端服务业,有着现实和深远战略意义,是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大势所趋.

(一)高端服务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引领机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意
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将由扩大投资转变为扩大内需,大规模地减少资源的投

入和废弃物的排放.高端服务业处于服务业的高端领域,被认为是典型的“无
烟”产业,具有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和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

力等特征.加快高端服务业发展是完善现代服务业体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促进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选

择.

(二)高端服务业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地位和水平.
在发达国家,高端服务业已占GDP５０％左右,特大城市通常占６０％以上,而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仅占２０％左右.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同时机会也是巨大的.
可以说,未来１０多年,无论是行业还是企业、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谁能够发展

高水平的、专业的高端服务业,谁就拥有发展的技术能力、成长阶梯、资源聚集

平台,谁就能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的要求.

　　发展高端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产业优化升级,
目标是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就要求必须加快现代服务业发

展.作为现代服务业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的

火车头,高端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高知识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
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等特征,对产业结构升级甚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带动作用

巨大.因此,抓住高端服务业就是抓住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牛鼻子”,就是抓住

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

　　高端服务业的高集聚性和高辐射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高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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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的发展具有产业的高度聚集性和辐射性.高度聚集性能够发挥产业的规模效

益,从而带动经济的高速发展;高辐射性通过产业发展的联动机制带动其他产

业的发展,引领经济的发展方向,从而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产业

的高度聚集性和辐射性是高端服务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功能.

(三)高端服务业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先导和基础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次:一是扩大服务业在整个

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二是三次产业各自由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升级.无论哪

个层次的产业升级,都要求服务业由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升级.第一产业的

转型升级,意味着农业由传统低端农业向现代观光农业、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等高效农业转型.同高效农业发展相适应,客观上需要大力发展科技咨询、营
销策划、旅游观光等高端服务.从发展高效农业来看,如果把高效农业分解为

农产品生产、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批发零售等环节,那么在农业整个环

节中,约有１０％~３０％属于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占据产业金字塔的顶层

位置,和其他产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则意味着传统

制造业向先进制造领域转型.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在人才培训、研
发设计、市场开拓、形象策划、物流配送、金融保险等方面为之提供服务,而这

些服务正是制造业产业链“微笑曲线”中高端环节的高端服务业.没有高端服

务业的大力发展为其提供强力支撑,就不可能发展先进制造业.从服务业自

身结构变迁来看,如前文所述,高端服务业是未来重点.

(四)消费领域的提高转型升级,必然要求发展消费型高端服务业

　　提高消费水平、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重要内容.经过近３０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

高,目前正进入消费转型升级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９７８年,农村与

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６７７％和５７５％,处于典型的追求解决温饱的

生活水平阶段;２００９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３６５％和

４１０％.恩格尔系数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人们的消费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

化.这在客观上要求服务业进行相应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教育培训、文化传

媒、网络信息、法律咨询、现代房产和医疗等高端服务业,为人们提供各种高端

服务产品,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日益增长的高端服务产品的需求.

　　总之,加快发展高端服务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机制表现扩大就

业、增加税收,促进集中资本、技术、人力等高能级生产要素,拉动高端消费、推
动消费升级,推进技术外溢、激发自主创新,创新体制机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等诸多方面.发展高端服务业,通过高端服务业中最具有创新性、价值性行业

或强带动性环节的重点把握和培育发展,形成创新、技术、标准、规模、品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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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高端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１２３　　

理等优势,实现对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调整更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高端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思路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０７〕７号),到

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５０％.按国际比例,高端服务业占服务业收入的比例为

７０％.以此标准,届时中国高端服务业应占整个服务业的比例约为３５％,而
目前中国高端服务业仅占服务业收益的２０％,要在１０年内提升近１倍的水

平压力是非常大的.

　　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充分发挥包括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

优势在内的各种区域优势,通过高端服务业的引入、催生、升级、积聚与辐射,
建立健全配套政策,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发挥区域优势,发展高端服务业

　　在发展高端服务业进程中,切忌盲目跟风,必须找准区域特色,定位好区

域优势.按照区域优势,选择发展高端服务的领域,提升和增强区域高端服务

业的竞争力,从而有效地促进区域高端服务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是发挥资源优势,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发展高端服务业.一个国家、一个

地区,乃至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定资源优势.所谓的资源优势,可以是人

才、科技、信息、资金等不同生产要素方面的资源优势,也可以是交通、服务设

施等方面基础建设的资源优势.在发展高端服务业方面,一定要找准自己的

资源优势,要选择能够充分发挥本身资源优势的高端服务业.当然,这里还离

不开对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

　　二是发挥产业优势,依靠产业延伸嫁接发展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的

发展,离不开相关产业为之提供支撑.因为相关产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能为

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对象,而且可以不断丰富和提升高端服务业的服

务内容.为了高效率地推进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还需要找准自己的产业优势,
通过优势产业的延伸或嫁接来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比如深圳最大的

产业优势在于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先进制造业的优势嫁接,促进第

二、三产业的融合,就成为深圳发展高端服务业的最大优势.

　　三是发挥区位优势,通过整合空间资源发展高端服务业.借助周边地区

高端服务业发展优势,主动承接周边地区高端服务业的带动、辐射和转移,也
可形成自己的高端服务业的优势领域.比如深圳利用毗邻现代金融业发达的

香港这一区位优势,全方位加强深港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的合作,吸
引香港国际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深圳资本市场投资和交易,争取香港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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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将其金融灾难备份中心、数据处理中心、软件开发中心、理财中心、培训中心等

设在深圳,使深圳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得到增强.

(二)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基本路径

　　发展高端服务业,可通过不同的路径来实现.概括起来主要有:引入高端

服务业、催生高端服务业、服务业的高端化、高端服务业的集聚与扩散等基本

途径.

　　一是引入高端服务业,借助他人成果和经验带动高端服务业发展.积极

引进国际高端服务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经营方式、组织形式,促进高端

服务业的全面提升.主动承接高端服务业转移,吸引国内外知名大企业集团

设立总部、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营销中心等.

　　二是催生高端服务业,依靠技术与产业融合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催生

高端服务业就是利用现代技术和实施一些特殊政策措施,催生出一批高端服

务产业.通过知识创新、技能创新和管理创新,培育扶持知识密集型高端服务

业.促进技术与产业融合,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加快技术

与产业的融合,不断推出新兴产业业态,如计算机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网络通

讯服务等.通过产业延伸,依托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优势,以延伸重点领域

产业链为切入点,加快完善生产前期研发、设计,中期管理、融资和后期物流配

送等服务环节,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培育壮大高端服务业.鼓励企业集团向高

端服务转型,推动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加快剥离生产性服务业,或整体实现向高

端服务业的战略转型.

　　三是服务业的高端化,通过升级低端服务来发展高端服务业.要在国家

战略的大力推动和市场需求的强劲拉动下,实现高新技术与传统服务业的融

合,逐步形成新的服务形态,如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远程教育、电子银行等.
在传统服务领域不断创新高端服务产品.

　　四是高端服务业集群与辐射.服务业集群是打造高端服务业品牌的有效

途径.世界著名的核心产业集群区域大都经历了“从分散到集聚,再从集聚到

扩散”的过程.对已形成的服务业集群进行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

整,利用产业集群内部的技术优势、合作优势、创新优势打造现代服务业的核

心———高端服务业.再通过人才扩散、资本扩散、信息扩散、产品扩散等多种

方式,加强高端服务业对周边地区的引导和辐射作用,带动更多地区的发展.

(三)完善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配套措施

　　政府有必要从制度体系、行业规范、市场培育、人才高地、政府服务、组织

管理、资金支持和财税优惠等层面构建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深化改革,完善扶持政策.放宽高端服务业企业经营范围限制,打破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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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强化行业竞争格局,着力增强高端服务业整体竞争力.必须打破所有制限

制和地域限制,鼓励外资、民资加快进入高端服务行业.对一些高端服务企业

和项目,在工商登记、土地使用、财税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加快解决好高端

服务企业双重征税.加快完善高端服务业法律法规体系,及时清理制约高端

服务业发展的不合理法规,加快制定和完善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发展规划

和规章制度.推进事业型服务机构企业化改制,使其成为市场化的竞争主体.

　　加强服务业市场规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按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

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打击侵权、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加大对知识产权

和商业秘密等的保护力度,规范服务业市场秩序.研究制定行业行为规范和

自律规则,建立健全高端服务业务流程、服务内容、市场价格和质量评估等标

准体系,推进高端服务标准与国际接轨.完善高端服务行业信用体系.建立

和完善高端服务业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信息数据库,纳入全社会征信服务系

统,促进高端服务企业加强自身信用建设.

　　健全高端服务业统计制度.扩大服务行业统计覆盖面.建立高端服务业

统计指标体系.研究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反映高端服务业发展特点和水平的

统计指标体系,特别是要完善制造业企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发展的统计体

系,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统计体系,创意、会展、时尚等新兴服务业统计体系等.
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的时效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加快形成服务业统计信息定

期发布制度.

　　加快培育和引进高端服务人才.加大高端服务业紧缺人才引进和培养力

度,全面推进国内外高端服务人才交流合作,招揽高端服务行业领军人物,建
立高端服务人力资源储备库.充分依托高校、培训机构等各类教育资源,加快

培育急需的高端服务人才.完善以知识资本化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推进技术

入股、管理人员持股、股票期权激励等新型分配方式,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
对高端服务人才放宽户籍准入限制,加大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着力营造高端

人才安居乐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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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ndServiceLeadstotheChangeofEconomic
DevelopmentPattern

———OntheConsiderationoftheDevelopingRuleof
ServiceIndustry

WangXiaoping

　　Abstract　DevelopmentofserviceindustryhasexperiencedtworevoluＧ
tionsandthreestagesAtpresent,Chinabegantoenterthestageofhigh
endservicesleadingtheindustrytoupgradeandchangeinthemodeofecoＧ
nomicdevelopmentFromthemechanismpointofview,highendservice
sectoristheengineofmoderneconomicdevelopment,thebreakthroughof
economicdevelopmentchangeandistheleaderandbasisoftheoptimization
in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 Thebasicwayofdevelopingthehigh
endservicesis:makefulluseofadvantagesinresources,industryandreＧ
gionBytheintroduction,birth,upgrade,buildandradiationofhighend
servicesandtheestablishmentofrelatedpolicies,wecanpromotethedevelＧ
opmentofhighendservicesandrealizethechangeineconomicdevelopment
patterns
　　Keywords　highendservice　economicdevelopmentpattern　develoＧ
pingruleofservice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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