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制造业发展进程的创新驱动轨迹分析

一、 引 言

20世纪初，美国结束了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称雄一百多年的历史，持续保持着继英国后最具竞争

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这种态势在20世纪80年代被日本形成的局部优于美国的制造业竞争优

势有所打破。日本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汽车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电气设备制造、化工

制造等产业都具有了世界一流的实力和竞争力，其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自20
世纪90年代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开始快速上升。进入21世纪后，随

着全球经济、社会、技术与制度出现重大变迁，使得全球制造业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和重点转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向知识化、高度化发

展，一方面促使其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进程，以腾出资金和

物力开发高新技术产品，进而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和充分享受国际分工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新技术

的开发和推广应用，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为了延长技术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在转移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同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成熟的中间型技术、非核心复杂技术工序和零部件生产，产业

转移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随着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传

递，各国产业结构实现升级换代[1]。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面对国内种种困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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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其制造业发展战略——高调布局“再工业化”以图重振制造业。尽管美国政府倡导的回流和再

工业化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制造业领域，而要采取以创新为中心、以高端为重点的制造业发展新战

略，以重建制造业竞争力进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1]。本质上，重振制造业是美国利用制造业作为创

新的温床，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实现去经济“空心化”而实施的创新发展战略[2]。日本面

对以新兴国家为主的经济体实力的提升，为了应对制造业面临的严峻挑战，2013年6月颁布了政府工

作报告《日本复兴战略——日本回归》，阐述了三个行动计划，包括工业复兴计划、市场创造计划以及

全球拓展计划，希望投资创新研发项目来重振竞争力[3]。德国政府2013年9月发布了《德国可持续发

展报告》，制定了先进制造业 4.0版发展战略，努力推动工业转型。纵观全球，无论是美国的再工业

化、日本制造业力求阻止竞争力下滑，还是德国希望提升生产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以

先进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制造业，从而宣告了制造业大量外包促进发展中国家跟进发展的时代结束，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着持续高速发展，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

制造业增加值连年攀升并在2010年超过美国，使得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但是，中国制

造业发展存在着制约瓶颈：技术创新不足，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能力不强；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技术

密集型产业明显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经营规模存在差距，世界级制造业企业数量偏少。因此，

中国制造业必须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革命的机会，提高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努力

在制造业的中高端形成更多优质品牌，把握未来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作为中国制造业强省的江苏省，无论是从制造业总产值、制造业就业人员人均产值，还是制造业

企业利润总额、制造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多年来均稳居各省市前列。众所周知，科技

创新是推动制造业发展核心力量，而制造业的发展又会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激励，江苏省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实际进展证实了这种良性互动关系。

二、制造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协同互动的动态分析

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始终是国内外制造业研究的热点之一，大量文献关注企业R&D与经营

绩效的相关性、技术创新对产业进化的影响机制等。国内外研究者大多用R&D作为科技创新投入的

代理变量，研究其与生产率或经济增长的关系。Griliches (1980)利用美国 1959-1977年 39个制造业

产业数据、Bernstein (1988)利用加拿大制造业产业数据、Mansfield (1988)使用日本制造业产业数据、吴

延兵 (2006)运用中国四位数制造业产业数据均发现R&D产出弹性为正，但具体的弹性数值有一定差

异。严焰等（2013）分析了R&D 投入、技术来源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R&D投入与

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以自主研发作为企业主要技术来源，以及以购买技术资料或专利作为引进国

外技术的主要方式，对企业 R&D 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以合作研发为主要技术来

源，以及以购买设备、购买样品、聘请国外技术人员等为引进国外技术主要方式，对企业 R&D 投入与

创新绩效的关系起反向调节作用。龚轶等（2013）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研究了产业进化的动力和过程，

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导致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企业物质资本成本的节约共同作用推动了中国产

业结构进化，其中物质资本节约型创新对产业进化起着关键的作用。张公嵬等（2013）将FDI、产业集

聚与TFP放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制造业TFP年均增长9.6%，其中80%以上是技术进

步贡献的；行业间的技术进步差距较小，技术效率变化差异较大，而后者是TFP增长差异的主要原

[1]李廉水：《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13》，〔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蒋钦云：《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与美国重振制造业框架比较研究》，〔北京〕《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1期。

[3]常思纯：《日本制造业产业安全评价与启示》，〔北京〕《日本研究》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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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江苏省制造业总产值与研发投入10年态势

因。张芊芊等基于2001-2011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的驱动因素，结

果显示，资本投入、技术投入、制度因素等对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都有正向的驱动作用。以往研究表

明，制造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可能存在着协同互动的关系。我们以江苏省为例，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做动态分析，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3）和《江苏统计年鉴》（2005-2014）等。需

要说明的是，数据在统计口径上略有不同，如制造业总产值是针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汇总而得，企业

R&D支出则是针对大中型工业企业，两者存在着某些不一致性，但由于前者的范围涵盖了后者，因此

这种统计口径的不同并不影响对其关系的研究。我们主要从规模增长（总产值）和质量提升（新产品

产值）角度，研讨江苏省制造业总产值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制造业总产值与科技人员数量、制造业

总产值与新产品产值变化、制造业总产值与专利授权、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与研发经费、制造业新产品

产值与科技人员数量、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与专利授权等的互动走势，以探索江苏省制造业发展与科

技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互动规律，进而提出提升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制造业总产值与研发经费投入的相关性

制造业总产值的增长与企业R&D研发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根据收集到的江苏省

2004-2013年制造业总产值和企业R&D内部研发支出数据，可以绘制出两者的走势图（如图1）。
由图1看到，制造业总产值的曲

线走势和研发支出经费支出年度变

化趋势比较吻合，基本上呈现出同

步态势。从 2004年到 2013年江苏

制造业总产值与研发投入看，江苏

制造业总产值从2004年的30816.65
亿元增长到 2013年的 129335.57亿

元，企业R&D内部支出由2004年的

120.50亿元增长到 2013年的 880.31
亿元，表明江苏的研发投入额度比

较合理，有效地支撑了制造业总产

值的持续上升。

2. 制造业总产值与研发人员数量的相关性

制造业总产值的增长与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密切相关，也与研发人员的投入数量分不开。根据收

集的江苏省近十年的制造业总产值和从事科技人员数数据，可以绘出两者的走势图（如图2）。
由图 2可以看到，2007-2012年

间江苏省制造业总产值走势和从事

科技人员数年度变化呈现出相似的

趋势。从 2004年到 2013年江苏制

造业总产值与从事科技人员数量

看，企业从事科技的人员数由 2004
年的 16.95 万人增长到 2013 年的

58.21万人时，江苏制造业总产值从

2004年的30816.65亿元增长到2013
年的129335.57亿元，表明江苏研发

投入的人力资源充沛，制造业持续

发展可以得到有效支撑。但值得注 图2 江苏省制造业总产值与科技人员数量10年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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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2012年以来制造业吸纳的

人才有滞缓甚至下滑趋势。

3. 制造业总产值与新产品产值

变化的相关性

江苏省制造业总产值十年间大

幅增长的同时，制造业新产品产值

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从2004
年的 1922.09 亿元增长到 2012 年

17931.50亿元，比较意外的是 2013
年的规模以上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下

降到11732.82亿，表现为图3中新产

品产值曲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面

对这种波动，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分析是经济持续下滑导致人才和研

发经费下降所致，还是创新周期性

波动的规律性表现，从而能够采取有

针对性措施，努力提升新产品产值。

4. 制造业总产值与专利授权的

相关性

从制造业总产值与专利授权的

10年变化曲线（如图 4所示）可以看

出，江苏省制造业总产值十年间保

持大幅增长的同时，江苏省三种专

利授权量同样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从2004年的11330件增长到2012年
269944件，与制造业新产品产值类

似的是，2013年江苏省三种专利授

权量较 2012年有所下降，而且三种

专利授权量曲线出现了明显拐点，

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5. 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与研发经

费的相关性

观察制造业新产品产值和企业

R&D内部支出变化曲线（如图 5所

示）可知，两者的变化有一定的同步

性并且均保持着十分快速的增长速

度；而且，研发经费投入并未出现下滑或减少的现象，表现江苏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战略相当坚定。因

此，可以相信，随着研发经费的持续增长，创新驱动的成效一定会随之显现，新产品产值必将会再次

上升。

6. 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与科技人员数量的相关性

江苏省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与科技人员数量的关系，如图6所示，两者在2012年以前的变化趋势

图3 江苏省制造业总产值与新产品产值10年态势

图4 江苏省制造业总产值与专利授权量10年态势

图5 江苏省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与研发经费10年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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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吻合，两者在2004-2006年的增

长均比较平稳，在 2007年之后则增

长十分迅速。面对新产品产值下滑

的状况，确实应当抓住调结构、转方

式、提效益的机遇，坚定不移加大研

发经费投入，坚定不移增加制造业

研发人员数量，应当想方设法尽快

扭转制造业科技人才增长滞缓的势

头，从而促进新产品产值尽早上扬。

7. 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与专利授

权的相关性

从图7可以看到，三种专利授权

量与新产品产值的曲线变化趋势较

为一致。江苏省 2008年以前，新产

品产值增长和三种专利增长速度相

对较慢，且两者之间的互动不够密

切，但近五年新产品产值和三种专

利的曲线变化趋于一致，创新驱动

发展的成效初步呈现出来，这与现

实较为吻合。然而，需要重视的是

2012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新

产品产值率出现下滑态势，三种专利

的数量增长率出现拐点，我们应当

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大创新活动力度带动专利增长，进而促进新产品产值的重新上升。

三、制造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互动前景

江苏省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持，同时科技创新也需要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经济

保障。从江苏省制造业总产值与研发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数量的相关性、江苏省制造业新产品产值

与研发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数量、专利数的相关性等图中可以看出，过去十年间制造业发展与科技创

新存在着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为了更好地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发挥科技创新助推制造

业发展向中高端攀升，必须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加大经费和人员投入力度，创新互动机制。

1. 重要推论

首先，制造业总产值与研发经费投入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的变化呈现出明显地一致

性。这就意味着江苏省实施多年的科教兴省战略、产学研合作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取得了显著成绩，

适应新的发展态势和机遇，需要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提高研发经费占地方GDP的比重，从而为制

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持。

其次，企业从事科技的人员数与三种专利授权量呈现出相近的变化态势，科技人员数增长会带

来专利授权量的增加，因此，鼓励更多的科技人员进入企业，投入到企业R&D活动之中去至关重要。

最后，江苏省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与三种专利授权量的变化趋势比较相似，这表明专利授权能比

较稳定地开发为新产品。因此，江苏省应当加大实施知识产权立省战略，优化促进创新发展的政策，

加大鼓励专利发明的力度。

图6 江苏省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与科技人员数量10年态势

图7 江苏省制造业新产品产值与专利授权10年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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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要强化的环节

中国目前面临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不足、环境恶化以及未来经济竞争的考虑，都需要

从传统的低成本策略模式转换到依赖技术的道路上来，进而形成一种制造业发展与技术进步相互促

进的良性循环。江苏作为中国制造业强省和区域创新能力最强的省份，更应承担起以科技创新推动

制造业发展，以制造业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的典型示范责任。江苏应当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过程中，

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围绕核心关键技术或跨领域的核心技术，积极谋划推进制造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协同进步，

借鉴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发展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经验，坚定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和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的发展，给予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立法支持、制度支持、组织支持、公共财政政策支持、专项计划支

持等，以发挥科技创新在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引领和支撑发展。

（2）高度重视培育世界级创新型制造业企业，积极促进制造业企业扩大规模的同时持续提升其

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仅要保持世界级企业数量持续增长，也要着力

提高创新型企业在其中的比重，可以因时制宜地引导企业从目前低端市场崛起的成长路径逐渐发展

为高端合作跨越乃至自主创新引领的成长路径。

（3）积极引导制造业企业全球布局，努力化解当前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的危机，同时在国际化进程

中实现更好质量的转型升级，积极应对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

3. 发展态势展望

由于制造业产值与研发能力存在协同互动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江苏省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制造业的发展坚持走自主创新、开放创新的道路，以持续加强研发能力建设作保证，努力培

育世界一流制造业企业，必将技术先进出全新的江苏制造业形象，走入世界制造业竞争的中心舞台，

为世界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全球竞争中不断提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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