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结构演变既是产业结构自身调整和发展

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我国的产

业结构演变进程既符合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

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进程

进行梳理与分析，认识和了解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发

展的阶段，明晰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发展的现实问

题，对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为

了尽快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振兴民族经济，

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重工

业优先发展的产业发展方向。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

动下，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总体

而言，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发展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

征，改革开放前的产业结构演变历程，主要是在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封闭的内向型发展路

径中，立足于国内要素资源的积累而发展的，体现

出了浓厚的政策和人为色彩。[1]改革开放以来，伴随

着体制机制创新步伐的加快，产业发展的活力得到

极大释放，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演变

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一般来看，改革开放以后中

国产业结构演变进程可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产

业结构演变的加速发展阶段（1978～1991 年）、产业

结构演变的深化发展阶段（1992～2001 年）和产业

结构演变的提升发展阶段（2002 年至今）。
从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发展历程来看，我国产业

结构演变进程呈不断加快趋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后的 30 多年内，我国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持平，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

幅上升，第一、第三产业呈“剪刀形”发展态势，产业

结构总体从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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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够仍然是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需要全面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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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地区
服务业年均增长百分比

1990～2000 2000～2007

全世界 3.1w 3.0w

低收入国家 3.6 5.8

中等收入国家 4.3 6.2

高收入国家 2.9 2.5

美国 3.4 2.9

法国 2.2 2.0

日本 2.0 1.6

印度 1.3 4.0

巴西 3.8 3.4

我国 a 10.2 10.6

表 1 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

注：a 由生产者价格构成，w 表示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9 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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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特征非常突出。
横向来看，我国产业结构演化的特征也十分显

著，二、三产业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以服务业为

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00～2007 年，我国服务

业年均增长率达 10.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7.6 个

百分点，相较于同是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巴西，也有

明显的优势。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

目前，从经济贡献率的角度看，我国整体经济的增

长绝大多数来自于二、三产业的贡献。2006～2008
年三年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为

11.3%、11.1%、11.3%，变化不大。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为 48.7%、48.5%、48.6%，在三次产业

中仍占据最大份额。与此同时，我国第二产业结构

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已经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
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高新技术行业的实力也

有了明显提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为

40.0%、40.4%、40.9%，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其中，金

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

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也有了

长足进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初步形成了以

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

些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在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不断增

加的同时，产业内部的就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其

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

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生

产性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显著增强，占服务业就

业比重越来越高。与之相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行业的就业比重则有

所下降。

二、我国产业结构演变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总的来看，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已经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产业结构基本

上实现了由工农业为主向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发

展的根本性转变，现代产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各

产业的素质都有了很大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

高级化水平显著提高，三次产业结构在不断的优化

升级中更加趋于完善，取得了很大成绩并面临着众

多的发展机遇。[3]但同时，我国产业结构演变仍处于

发展之中，还远未成熟与完善，产业合理化水平还

不高，产业高级化程度还不够。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还不高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还不合理，尤其是服

务业发展不足。从全球范围看，高度发达的社会化

大生产要求更多更好的配套性服务行业，商品流通

要求有仓储、运输、批发、零售服务，市场营销要求

有广告、咨询、新闻服务，且专业化程度越高，越要

求企业间的协作与交流，越要求有发达的市场服务

体系。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

们追求更丰富多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享受的愿望

也日趋强烈，由此也将促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医
疗保健、旅游度假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从世界各国

产业结构演变的情况看，大部分发达国家第三产业

所占比重均超过了 60%，基本上实现了国民经济的

服务化，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

量。具体来看，1990 年美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开始

超过 70%，2005 年达到 76%；法国从 1992 年起第三

产业的比重超过了 70%，英国是 1999 年，意大利是

2003 年，日本、德国目前的第三产业比重也接近

70%。而 2008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

重为 40.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

70～80%的水平，仍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够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主要反映产业发展素质。
就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

表 2 我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占服务业就业比重

20032004200520062007200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8 10.6 10.2 10.0 10.0 9.8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0 2.1 2.2 2.3 2.4 2.5

批发和零售业 10.7 9.9 9.0 8.4 8.1 8.0

金融业 6.0 6.0 6.0 6.0 6.2 6.5

房地产业 2.0 2.2 2.4 2.5 2.7 2.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1 3.3 3.6 3.9 4.0 4.3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3.8 3.7 3.8 3.9 3.9 4.0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8.1 8.3 8.5 8.6 8.7 8.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3.0 3.0 3.0 3.0 3.1 3.1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0.0 20.2 20.6 20.7 20.7 20.8

住宿和餐饮业 2.9 2.0 2.0 2.0 3.0 3.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1 2.0 2.0 2.0 2.0 2.0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0 1.0 1.0 1.0 0.9 0.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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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主要体现在三次产业整体素质还不高，农业、工
业、服务业在技术水平、产业附加值等方面还不同

程度的存在着发展“短板”，产业竞争力仍然不强。[4]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最本质的物质生产部

门。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整体上还没有达到现代农

业水平，传统农业特征仍然明显，农业生产和经营

缺乏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支撑，多数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仍从事一般性的种养业及初加工生

产，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不高，农产品附

加值较低，农业整体素质偏低。就制造业而言，我国

制造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相当多数量的企

业还在采用传统乃至陈旧落后的生产模式，产业发

展集中于低附加值、低盈利率的加工组装环节，对

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较差，技术进步、
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较为缓慢，整体研发水

平并不高，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自

主研发能力，在成本和技术装备水平等方面与国际

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也主

要出口附加值较低的低技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

品，缺乏足够强大的产业竞争力，还远未能实现从

“我国制造”到“我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相对于农

业和工业，服务业是我国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产业。
但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服务业

中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更为滞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和服务功

能相对不足，支持创新和创造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还尚未完全建立。

三、实现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升级的主要

路径

产业结构演变的核心在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进程中，需要以产业结构调整

为主线，进一步支持内涵型、质量型的产业发展，推

动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结构演变向更高水平

发展。
（一）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指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

能力的加强和技术经济关联的客观比例的改善。产

业结构合理化的核心在于产业结构“量”的比例的

协调与优化。依据我国三次产业部门的发展特点，

应在总体上给予各产业部门相对均衡的支持力度，

促进国民经济体系中不同产业部门在规模、速度、
结构、效益上的协调发展，保持产业关系和结构的

总体协调。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产业角色，在产业

结构内部各产业部门之间适时动态重组，不断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形成主次分明、轻重有序的产

业排列组合，提升不同产业互相服务和互相促进的

能力，增强三次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性，形成规模

合理、结构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
（二）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使产业结构整体素质从低

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不断演进的过程。全面提升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服务

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产业体

系中的地位，着力发展现代物流、咨询、商务等生产

性服务业以及商业、文化、休闲等消费性服务业，增

强就业、养老、中小企业服务业等服务业的薄弱环

节、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的发展能力。同时，加大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促使各类资源配置与国家和

地区战略方向和产业政策导向有机衔接，吸引和带

动各类资源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新能源、节能环

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还需加

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提升农业产业的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高科

技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

化、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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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s quality.
Key words: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citizen participation; practical value; path

Modernity Dimens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 ipts of 1844
XU Feng-li

Abstract: Originating from the West, modernity nowadays remains as the ke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operation of human society. Modernity is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modernization. While Karl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disclosed the evils of capitalism, it also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Its modernity
dimension is featuring with three aspects: Capital, as the dialectical unity with labor, is a basic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a civilization; rational spirit, as the source of the value of modernity, is reflected in the reality that the capital
overcame the feudal property and that "money has no master" overcame "there is no piece of land without an owner" ; the
idea of progress i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dimension of modernit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that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feudal property inevitably disappeared from the arena of history,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overcame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the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capitalism would open a new chapter of history

Key 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odernity dimension; enlightenm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on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bt Crisis in the U.S. and Europe
CHEN Hua GAO Yan-lan

Abstract: The debt crisis in the U.S. and Europ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which has drawn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cross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taken various fiscal and
monetary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debt crisis. Owing to different national situations, the effects of these measures vary. By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the debt crisis in the U.S. and Europe, this article list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risis taken by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nd makes comparative analysis. Several enlightenments can be drawn from these sovereign
debt crises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U.S.; Europe; debt crisis; income distribution; high welfare system;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 political game

Analysis on Histor ical Process and Realistic Problems of Industr 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 China
ZHAO Zheng JIANG Xin

Abstract: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1978~1991),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expanding stage (1992~2001), and
the upgrading development stage (2002~present). Low rationalization and inadequate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emain
as the major realistic problems fo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 China. Therefore,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need to be fully upgraded so as to promote the optimal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historical process; realistic problem

Analysis of Driving Mechanism for China’s Investment in ASEAN
HU Hai-qing

Abstract: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kept relatively rapid increases since it proposed the strategy of
"going global" 11 years ago.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of overall economic slowdown across the world, staggering
recovery of U.S. economy and increasingly serious debt crisis in Europe,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China’s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is successful or
not. At present, there are huge potentials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erm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China’s enterprises in ASEAN include market factor,
production cost factor, business development factor and policy factor.

Key words: China;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EAN; driving mechanism

The Reality and Thinking on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Land System in China
WANG Zhao-lin

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the current rural land system results in lots of
problems in terms of property rights system, circulation system and property system.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land system can
unleash the productivity of rural land,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eliminate the dual structur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At present, the basic principle for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land
system in China is to stick to and improve the two- tier operation system featuring the household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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