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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的巨大潜力不容忽视。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显示，

2013 年我国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 40 年前的水平，而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相当于美国 70 年前的水平，

我国第三产业拥有 20 万亿元左右的发展潜力，即使在

第二产业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能

够保持近中期经济持续增长。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趋缓的局面，做

大做强第三产业，将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打

造新引擎。

值得关注的是，2013 年，我国服务业增速和占

GDP 的比重都超过工业，这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

一个重大变化，也是经济缓中趋稳的一抹亮色。今年

上半年，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是 46.6%，继续保持增

速快于工业、占 GDP 比重不断提高的势头，这种趋势

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

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及

各方面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要释放第三产业的巨大“潜力”，还需用巧劲。

巧选发展重点。第三产业覆盖范围广，“撒胡椒面

式”的发展思路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

律。各地需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找到发展重点。养老、

健康、信息等产业既关乎经济发展，能解决一些迫在眉

睫的问题，又关乎民生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被誉为是

最具发展潜力的“黄金产业”，不妨在这些产业上寻求

突破。

巧用市场之手。第三产业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

受国际间汇率和价格变化影响相对较小，投入第三产

业，增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发展第三产业，要善用

“看不见的手”，通过相关政策扶持，让更多资本、人才

等要素流入第三产业。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放

宽市场准入，减少前置审批和资质认定项目，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第三产业。

巧借科技之力。科技的力量在不同产业发展中都

有巨大的助推作用。调研报告建议，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缩短我国第三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此为契

机，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新的创新中心。整合相关科

技资源、启动科技创新项目、培养科技人才等将为第三

产业发展带来新动力，也将为创新型国家的建立提供

有力支撑。

巧与文化融合。资源与文化一相逢，便产生奇迹

无数。比如，对旅游资源进行文化的整合和再包装，创

造出了“印象刘三姐”等一批文化精品；对休闲文化的

深度挖掘，让长隆国际大马戏、野生动物园等魅力大

增；有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即便价格高一些，同样受

消费者青睐⋯⋯人们越来越追求文化品位，文化恰恰

是最不能复制的。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巧用文化元素，

就会产生巨大的倍增效应。

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较强，有利于促进居

民收入增长，更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把第三产

业打造成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机遇

重大，挑战也不小。只有解放思想，突破“无工不富”、

“重农轻商”的思想掣肘，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才能

在这条路上前进得更快些。

当前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

主要是第三产业的差距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未来经济增长
靠什么产业、靠哪些省区市、靠什么技术、
靠什么政策、未来竞争对手是谁，中国重
点产业科技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研究课题
组对我国 60 个行业（一产 4 个，二产包括
41 个工业行业和建筑业共 42 个，三产 14
个）、7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31 个省区市，
以及美国等 6 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经济
发展潜力进行系统研究，其中有关第三产
业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当前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主要
是第三产业的差距。2013 年我国国民生
产总值是 91897.4 亿美元，是美国 167997
亿 美 元 的 54.7%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为
9201.5 亿 美 元 ，是 美 国 2691 亿 美 元 的
3.42 倍，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40336.7 亿美
元，是美国 34274 亿美元的 1.18 倍，第三
产业增加值为 42359.3 亿美元，是美国
131033 亿美元的 32.3%。可见，中美现阶
段经济差距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

第二，我国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 40
年前的水平，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相当
于美国 70 年前的水平。2013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6920 美元，略高于美国 1973 年

（6741 美元）的水平，比美国晚了 40 年；
2013 年 我 国 第 三 产 业 占 GDP 比 重 为
46.10%，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第三
产业占 GDP 比重 1937—1944 年平均值
为 46.2%，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比美国晚了 70多年。

第三，人均 GDP 同为 7000 美元左右
时，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美国低14.7
个百分点。我国 2013 年人均 GDP 与美国
1973年都接近7000美元，但美国1973年第
三产业占GDP比重为60.8%，我国2013年
为46.1%，比美国低了14.7个百分点。

第 四 ，我 国 人 均 GDP 为 美 国 的
14.3%，但第三产业人均主要指标仅为美
国的 7.4%。2013 年我国人均 GDP 为同年
美国 48387 美元的 14.3%，同年我国第三
产业占 GDP 比例比美国 2011 年 78.6%低
了 32.5 个百分点。课题组对中美两国第三
产业 2008—2011 年 4 年的平均数比较发
现，第三产业的 14 个行业中，我国有 11 个
行业人均值在美国的 7%及以下，其中卫
生、社会保障和福利为 1.91%，租赁和商业
服务业为 2.40%，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为
2.8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 2.95%，
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为 3.31%，房地
产 业 是 4.09% ，文 化 、体 育 和 娱 乐 业 为
5.87%，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 6.09%，
批发和零售业为 6.74%，住宿和餐饮业为
6.79%，金融业为 7.03%；只有 3 个行业人
均值超过了 7%，其中水利、环境治理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为 13.96%，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为15.32%，教育为24.3%。

研究还发现，美国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在 60%以上时，仍然保持了 40 多年
的持续增长，大约每年增加 0.5 个百分点。
1970—1990 年第三产业比重增加了 8.9
个百分点，1991—2010 年增加了 7.6 个百
分点。

第三产业将迎来

快速发展机遇期

当前，世界经济尚未摆脱金融危机的
影响，一些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
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新兴国家快速发展面临新困难，世界经济
正处于“调整期”。我国正在进入由投资驱
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转型期”，排名世界
第 19 位的创新体系（国外机构测算为 35
位）要支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持快速增
长，处于“小马拉大车”的被动状态，经济
持续增长压力明显增加，但是，当前第三

产业却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机遇期”。
第一，我国第三产业拥有 20 万亿元

左右的潜力。课题组运用 3 种方法对 2020
年第三产业潜力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
第三产业拥有 20 万亿元左右的潜力，即
使在工业增长速度减缓的情况下，大力发
展第三产业，不但能够支撑近中期经济持
续增长，且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

一是按照人均 GDP 相应的第三产业
发展水平测算，2013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同期美国人均 GDP 的 14.3%，但我国第三
产业的 14 个行业中有 11 个行业的人均值
不足美国人均水平的 7%。若到 2020 年我
国第三产业人均值达到美国 2013 年的
10%，第三产业潜力约为 21.5 万亿元，若
达到美国 2013年的 14.3%，则第三产业拥
有 34.8万亿元的潜力。

二是按 2010—2013 年第三产业年平
均增速推算。2013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26.22 万 亿 元 ，按 过 去 5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9.46%计算，2020 年第三产业潜力达 23
万亿元。

三是从未来 7 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趋势分析，若第三产业占 GDP 比例每年
增加一个百分点，即从 2013年的 46.1%增
加到 2020 年的 53%，考虑价格因素，第三
产业的潜力也在 20万亿元左右。

第二，健康、信息、房地产、金融、科技
服务、养老、体育等将是第三产业发展的
重点。对第三产业中主要行业潜力预测表
明，第三产业中潜力较大的行业主要有：

一是健康服务业总体规模将达到 8
万亿元以上。据国家统计局和美国经济分
析局的数据，2008—2011 年 4 年平均，我
国人均健康服务业消费水平仅为美国的
1.91%。2011 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为 17.9%，若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由
2012 年的 5.36%达到 2020 年的 10%，也
就是说相当于美国 1990 年、法国和英国
2003 年的水平，我国健康服务业的市场
规模将达到 8 万亿元以上。另外，如果用
近 5 年健康产业发展的速度推算，健康产
业潜力则超过 10万亿元。

二是信息服务业拥有 3 万亿元以上
的潜力。2013 年我国手机用户为 12.2 亿，
网民数量是美国总人口的 1.95 倍，运用新
一代宽带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现代技术，
将进一步提升信息服务业的规模与水平。

《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
干意见》指出，到 2015 年，信息消费规模
超过 3.2 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
超过 1.2 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 18
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突破 3万亿元。

三是科技服务业潜力超过 1 万亿元。
2013年我国全时研发人员 360 万人，全社
会研发投入 11906 亿元，是美国 2012 年
研发经费 4152 亿美元的 45.51%。2011 年
我国科技服务业增加值 6537 亿元，为同
年美国科技服务业增加值 6965.7 亿美元
的 13.9%。如按过去 5 年我国科技服务业
年增长 17.31%推算，到 2020 年科技服务
增加值将达 2.93 万亿元；2012 年美国研
发投入与科技服务业的比例为 1∶1.68，我
国 为 1∶0.55，若 到 2020 年 我 国 R&D 占
GDP 达 2.5%，全社会 R&D 达 2 万亿元，科
技服务业与科技投入之比达 1∶1，则科技
服务业潜力将达 2 万亿元。保守估算，我
国科技服务业潜力将超过 1万亿元。

四是盘活房地产业资源，房地产服务
增加值有望翻一番。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已
达 36 平方米，为美国人均 64 平方米的
56.2%，按此推算，我国住房总面积约 485
亿平方米，是美国房产总面积 206 亿平方
米的 2.35 倍，但我国房地产服务的增加值
2012 年为 29005.5 亿元，仅为美国 19172
亿美元的 23.97%。用 2008—2011 年 4 年
的平均数计算，美国每平方米房产年服务
业增加值为93美元，我国是9.5美元，为美
国的 10.2%。我国房产服务业人均值为美
国的 4.09%。考虑到我国农村房产商品化

率低等因素，到 2020 年，我国房地产人均
消费若达到美国2011年的10%，房产服务
业的增加值将翻一番，达到5.92万亿元。

五是金融业潜力尚未完全挖掘出来。
2013 年 12 月末，我国 M2 总量 110.65 万
亿元（17.99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3.82 万
亿美元，人民币存款余额 104.38 亿元，而
同期美国 M2 为 10.986 万亿美元，我国
M2 是美国的 1.64 倍。但 2012 年我国金融
业总量仅为 4550.1亿美元，为美国金融保
险业 10782 亿美元的 42.2%。美国金融服
务业占 GDP 的比重为 6.64%（2012 年），
英 国 为 9.26%（2008 年），日 本 为 5.81%

（2009 年），加拿大为 6.74%（2010 年），我
国 2012年为 5.53%，表明我国金融业仍有
很大发展潜力。

六是养老产业蕴藏着万亿元的市场
潜力。我国超过 60 岁老人已经超过 2 亿
人，随着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龄阶段，养
老产业将迅速崛起。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各地正在建设的大型健康、养老园区达
40多个，总投资超过 1200多亿元，有专家
预测未来市场潜力在 3 万亿元以上，我们
保守测算养老产业潜力在 1万亿元以上。

七是体育服务业拥有万亿元发展潜
力。我国拥有 13.5 亿人口，目前从事体育
锻炼的人口仅有 3.2 亿人。经过产业增长
速度法、国际比较法、消费指数法等 3 种
方法测算，到 2020 年我国体育产业拥有
1.5 万亿元的发展潜力，其中体育制造业
5000 亿元，体育服务业约 1 万亿元。发展
重点是群众性体育活动，力争全部中小学
生、老龄人口的 3/4、就业人口的一半参加
各类体育活动。

综上分析，未来 10—20 年，在农业、
制造业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第三
产业，以及中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我
国经济完全能够保持中快速发展。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必须抢在城镇化、人口老龄
化之前，基本完成中西部省会城市、全国
中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土地整
治、生态恢复等工作，以免此后劳力成本
上升，导致建设成本上升。

加速第三产业

发展的主要建议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一是远远
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二是生产性服务
业滞后于第一、第二产业发展，三是生活
性服务业滞后于人民生活、生态改善的需
求。造成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一是对第三产业支持力度不
够；二是恩格尔系数偏高，贫富差距大，多
数人消费能力低；三是工业利润率低，难
以形成与工业规模相适应的生产性服务
业；四是统计工作中存在遗漏，一些第三
产业增加值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大力加速
第三产业发展，需要对症下药，建议如下：

1、建议像重视第一、第二产业一样重
视第三产业发展。我国每年召开经济工作
会议、农村工作会议，对农业、工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第三产业发展同样离不开政
府的支持与引导，建议在未来经济工作会
议与文件中更加重视第三产业，或者像农
村工作一样，每年召开第三产业工作会
议，为第三产业确定大政方针，创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

2、制定国家第三产业中长期规划，坚
定民间资本长期投资第三产业的信心。建
议在《国家“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的
基础上，研究制定《国家第三产业中长期
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更长远发展方针、目
标、重点、政策与措施，引导第三产业健康
发展，增强民间资本和外资长期投资第三
产业的信心。

3、借鉴国外做法，迅速提高生产性服
务业水平与规模。

一是盘活海内外“两个科技资源”，大
幅度提高科技服务业水平与规模。建议实

施“新产品战略”，在360万研发人员中，保
留 100 万人从事基础研究，调动其余 260
万人直接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服务，不再
考核论文与专利数量，只考核“开发新产品
的数量及质量”。建议实施“洋千人计划”，
千方百计吸引一批“洋人”来华创新创业，
缓解我国尖子人才不足的问题。建议试行

“岗位管理”，改革人事制度，允许科技人员
“一人多岗”，按岗取酬。建议试行“弹性工
资制”，借鉴美国一些大学对从事应用研究
的教授只保证 9 个月工资的做法，鼓励事
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技术服务在外单位获
得3个月工资，并不受工资总额限制。

二是盘活“城乡两大房产资源”，大幅
度提高房地产业的规模与质量。提高城
市空置房屋利用率，以解决农民工住房为
突破口，通过设农民工住房专项基金、征
收空置房产稀缺资源占用税、对低收入无
房家庭增加租房补贴等方式，盘活城市房
地产资源；鼓励城市人口到农村租房、购
房，短期休闲、长期养老，提高农村房产商
品化率。

三是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建立与第二
大经济体相适应的金融产业。建议大力支
持民间金融业发展，鼓励民间设立各类

“专业基金”；进一步加大上市企业由“审
批制”转为“注册制”的比重，大幅度提高
资金利用效率，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同时，
挖掘金融业的巨大潜力。

四是运用现代科技大幅度提高信息
服务业水平。运用新一代宽带技术、大数
据、云计算现代信息技术，建议以企业生
产决策、民众生活实用信息服务为突破
口，加速信息服务业由阅读娱乐为主向应
用决策为主转变，提高人民科技生活、机
构科学生产和决策的水平。

4、建议把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作
为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战略措施。建议把
健康、信息、科技服务、养老等与民生相关
的行业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加大对
大病救治、养老、低收入人口住房等方面
的补贴，既有利于改善民生，又能推动经
济发展。切实降低恩格尔系数，缩小贫富
差距，释放消费能力。

5、在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前要把中等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修复、生态建设
等工作先做完。把 700 多个地级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搞好，把全国生态修复、环境治
理等工作做好。这能够支撑我国经济再保
持中快速增长 10 到 20 年，中等城市的基
础设施事关几亿人口的生活质量，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工作。建议加大
对中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加
大对环境修复、治理的投入，大力引导民
间资本投入中小城镇水、燃气、道路、通
讯、交通等设施建设与环境修复工作。

6、改进第三产业统计工作，尽量减少
遗漏。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第三产业
统计指标、规范统计方法，提高数据质量，
减少遗漏，同时做好现代商务、金融、文
化、体育、养老等新兴服务业统计工作。

7、在政策、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进
一步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支持。政府进一步
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鼓励民间资本投
资。教育部门应针对第三产业的人才需
要，调整学科设置、培养专门人才，同时支
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建议
科技部门增列“第三产业科技专项”，重点
支持第三产业急需技术、行业标准、产品
与设备的研发。建议尽快成立若干行业协
会，完善行业标准，加速第三产业管理的
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

（课题组主要成员：王宏广，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教授。张俊祥，中国科

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革，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文

兰，天津大学教授。张衔，四川大学教授。杨

祖国，天津大学副教授。宋卫国，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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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差距明显 潜力巨大
测算表明，第三产业至2020年将拥有约20万亿元潜力

中国重点产业科技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研究课题组

当前，国内

外对我国未来经

济发展有多种不

同观点。科技部

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战略研究院中

国重点产业科技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研

究课题组通过对全国60个行业、7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31个省区市，以

及美国等６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进

行了初步研究。

研究表明，2013年我国人均GDP

相当于美国40年前的水平，第三产

业占GDP的比重相当于美国70年前的

水平。第三产业拥有20万亿元左右的

潜力，即使在第二产业增长减速的情

况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能够保持

近中期经济持续增长，且经济总量有

望超过美国，而要长期保持世界最大

经济体地位，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成为世界新的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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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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