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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不

久前举行的 2013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全

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如是说。

此言并非耸人听闻。工业化是推动中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

发展速度快、规模大，取得长足进步，但同时也患上

了资源能源的过度依赖症，有些领域还深陷产能过

剩、附加值低、竞争力弱的泥潭之中。

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

我国制造业正逐渐丧失以往引以为自豪的成本优

势。加上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以及以美国为代表

的发达国家掀起“再工业化”浪潮的双重挤压，传统

制造业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显露出来。

制造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言

而喻。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制造业仍然是支撑中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处于大有可为的战

略机遇期，我们更应抢抓机遇，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尽快提升发展质量。

我国制造业的当务之急，是依靠科技创新，加

快实施技术更新换代，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

值，逐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

中高端转化；通过构建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两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高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自主创新能力强的高端产

业集群，推动“腾笼换鸟”，实现新兴产业对传统产

业的替代；坚持依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抓住海

外市场，向新兴市场国家拓展的同时，注重培育和

开发本土市场，根据国内市场需求研发适销对路产

品，实现内外需“双轮驱动”，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也应顺势而为，尊重市场

规律，发挥引导作用，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尽

快完善鼓励创新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

机制环境。

当然，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并非冷落和甚至

抛弃传统制造业，也非以行政命令挤压传统制造

业的发展空间。需要引导一批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的传统制造业遵循产业发展规律，通过优化内部

管理实现精细化发展，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积极

因素。

放眼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对中国制

造业发展造成大的冲击。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

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

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丧失机遇，被别人

甩在后边。只有坚持依靠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

才能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制造业才能成为

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重要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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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

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

见见》》出台出台。。意见指出意见指出，，当前当前，，我国经我国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结构性矛盾依但结构性矛盾依

然突出然突出。。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营改营改

增增””自去年自去年11月启动试点以来月启动试点以来，，改革改革

成效逐步显现成效逐步显现。。产业结构得到优产业结构得到优

化化，，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

加快加快，，工业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工业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十

二五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印发。《。《纲要纲要》》

提出提出，，到到20152015年年，，国家高新区要显国家高新区要显

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经济继续保经济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要进一步优产业结构要进一步优

化化，，要培育一批新的产业业态要培育一批新的产业业态。。

《《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十二五十二五””规划规划》》发发

布布，《，《规划规划》》提出提出，“，“十二五十二五””时期时期，，推推

动服务业大发展动服务业大发展，，要与促进经济结要与促进经济结

构调整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要加

快调整产业结构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提高产业整体素

质质。。实现尊重经济规律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质量、、有有

效益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关键是深化产关键是深化产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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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稳中有进 转型升级稳中提质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刚刚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7.6%，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分
产业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比第二
产业高出 0.7 个百分点。单位 GDP 能耗较上年同
期下降 3.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司长盛来运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在平稳运
行中，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
提质。

有关专家也表示，尽管上半年 GDP 增速小
幅微降，但半年成绩单的确释放出了我国在产
业结构优化方面取得实质进展的积极信号,特别
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的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
版的重要力量。

现代服务业成新增长点

从优化经济结构的角度看，我国
必须坚持立足国情，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构建结构优化、水平先进、开放
共赢、优势互补的服务业发展格局

在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盛来运介绍说，今年以来，各地加大结构调整步
伐，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物流、网络购物等取
得了较快的发展。

有两组数据能印证盛来运的结论。来自艾瑞
咨询的一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网络购物市场
交易规模达 3520.8 亿元，同比增长 36.6%，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6.3%；另一组数据显示，今年 6
月份，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9%，其
中，邮政快递、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环保治理服务
业及公共设施管理业等新兴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
数保持在 58%以上。这表明，目前我国服务业发
展趋于活跃，成为非制造业稳健增长的重要支撑，
显现出经济结构调整的良好效果。

“服务业在未来经济生活中将起主导作用，
挖掘服务业增长潜力应成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
一。”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邹东涛说，从优化经济结构的角度看，我国必须
坚持立足国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结构优
化、水平先进、开放共赢、优势互补的服务业发
展格局。

根据规划，到“十二五”末，服务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 2010 年提高 4 个百分
点，成为三次产业中比重最高的产业；就业人数
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较 2010 年提高 4 个百
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明显提高。

专家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下大力气
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促进制造业与服
务业、现代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提高服务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应围绕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发展金融、交通运
输、科技、商务、工程咨询、人力资源服务和节
能环保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行业，增强服务功能，
提高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行业，完善
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

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

应加快推动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对接，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壮大现代
产业体系，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1.6%，
比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速度高出 2.3 个百分点。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也显示，今年 1 至 5 月，我国累
计进口高新技术产品 2302.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9%；累计出口高新技术产品 2721.7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3.1%。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新技术尤其
是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和渗透，形成了
众多以新技术、新模式提供传统服务的新兴服
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正成为拉动国民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力 量 。 数 据 显 示 ，2000 年 至
2011 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产值从 10411
亿元增加到 88434 亿元，年均增长 21.5%，成为我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 年，我国工业
领域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为 12.2%，高出规模
以上工业平均增速 2.2个百分点。

根据规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培
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有
关专家指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还处于起
步阶段，应加快推动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对接，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辐射带动作
用，培育壮大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三次产业协同
发展。

化解产能过剩有进展

一定程度的过剩产能有利于市场
充分竞争、提高效率。但是，产能严
重过剩将冲击正常的市场秩序，必须
及时加以有效引导、抑制和化解

从投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为15.6%，低于第三产业7.9个百分点。

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行业发展有所放缓。
其中，1 月至 5 月，6 大高耗能行业中，化工、建材、
有色和电力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1.9％、
11.5％、13.0％和 4.0％，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回
落 0.1、0.6、0.8 和 1.5 个百分点。从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看，化工、建材、钢铁和电力增速较去年同期
分别回落 17.8、4.3、3.9和 10.4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尽管上半年
高耗能产品产量和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继续保持
增长，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形成较大压
力，但高耗能行业增速放缓，表明我国化解产能过
剩和淘汰落后产能有一定进展。

记者了解到，在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和淘汰落
后产能中，一些重点行业正在悄然升级，产业整体

素质不断提高。通过企业兼并重组，产业集中度
不断提高；一些企业大力开展技术改造和技术创
新，鼓励开发高附加值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水
平，推广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的新技术、新工艺，开
展综合利用，改善生产装备水平，用信息化技术提
升生产控制和经营水平，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核心
竞争力。

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认为，产能过剩本是
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现象，一定程度的过剩产能
有利于市场充分竞争、提高效率。但是，产能严重
过剩将冲击正常的市场秩序，必须及时加以有效
引导、抑制和化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也认为，我国节能减排形势有出现反复的
苗头，对此不可忽视，更不可放任自流。应加快淘
汰落后产能步伐，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通
过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继续实施重点节能工
程，鼓励企业大规模推进节能技术改造，严格执行
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考核。

调整结构任重道远

在制造业放缓的背景下，服务业
的整体增长动能可能会转弱。这也意
味着我国经济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
动仍面临诸多压力

有专家指出，尽管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
但从上半年的数据看，我国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不
少问题。上半年，41 个工业大类行业大类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速均实现正增长，但从轻重工业比
例看，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快于轻工
业 8.4%的同比增速。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
国工业结构偏重的问题并未得到扭转。

在第二产业中，尽管高耗能行业增速放缓，
但进一步分析后不难看出，多数高耗能产品产量
增速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增速加快。1
月至 5 月，6 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同比增长 3%，
比一季度提高 0.84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石化、钢
铁、建材行业能源消费增速同比分别加快 6.6、
4.0、3.7 和 2.3 个百分点，与一季度相比，建材、电
力 、钢 铁 、化 工 行 业 分 别 加 快 3.77、1.27、0.56、
0.23 个百分点。这说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节
能减排，我们仍然面临巨大压力。

此外，尽管第三产业同比增长 8.3%，比去
年同期加快 0.6 个百分点，但增强发展后劲的问
题仍有待解决。目前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为 44.6%，比上年增长 2.7%，但与发达国家服务
业普遍占 GDP60%这一水平相距甚远。有关专
家认为，在制造业放缓的背景下，服务业的整体
增长动能可能转弱。这也意味着我国经济由投资
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仍面临诸多压力。

上述问题的存在，恰恰说明经济结构调整任
务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当前，我国经济
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更加注重依靠转型升
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内生
动力，完成从粗放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的“凤
凰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