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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改革开放 40 年专题·

改革开放 40 年持续性产业升级的动力

机制与路径
———广东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向晓梅 吴伟萍
*

摘 要: 产业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及核心推力。通过分阶段观测广东改革开放 40 年产

业转型升级进程发现，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演化轨迹是一条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跃升之路，贯穿

其中的主线是持续性产业升级。生产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技术创新、政府干预及制度安排等四大动

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动态更迭比较优势、推动产业持续升级的耦合动力机制。在国际产业分

工的背景下，适应不同的阶段特征及红利条件，通过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调整，广东产业发展模式由低

成本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广东应以全面创新驱动作为产

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迈向一个更高质量的

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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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广东地处我国华南经济圈的核心区，处于新崛起的西太平洋新月形经济带的关键位置，是

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后，广东利用历史时期形成

的对外窗口及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一直充当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和排头兵的角色。作为

全国经济首位度最高的地区，广东的产业结构变迁及工业化进程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

影。改革开放 40 年来，广东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转变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和全球制造基地，

·1·

2018 年第 7 期

* 向晓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E － mail: 13503055942@ 163. com，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618

号广东社会科学中心，邮编: 510635; 吴伟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E － mail: weipingwu@ 163. com，通讯地

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618 号广东社会科学中心，邮编: 510635。作者文责自负。

2018 年第 7 期



并正朝着高质量发展之路迈进，我们通过分阶段观测广东改革开放 40 年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轨

迹发现，持续性产业升级是其间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那么，广东持续推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在

哪里? 哪些因素决定了后发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 广东怎样通过动力转换和路径转换来

持续提升自身的比较优势，以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高? 上述这些问题正是

本文希望予以探究的主题。

高质量发展体现的是经济发展的本真理性，其实质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

量目标为动机 ( 金琣，2018) 。产业升级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征及核心推力。产业升级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 ( Porter，1990) ，主要是指随着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变化，生产要素从低生产

率水平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者高生产率增长的部门流动，进而推动产业

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并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来看，发

展中经济体若要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经历一个产业持续升级

的过程，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打造出产业持续创新能力

和新的比较竞争优势。然而，持续性产业升级是一个艰难的持续攀升的过程，对所有经济体来

说都是巨大的挑战，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处理好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技术进步与产

业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发现，广东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

的，通过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调整，使要素资源从低附加值领域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

领域转移，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对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视，特别是强调经济发展中与要素禀赋

无关的后天可获取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一直是学界研究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关注点。Young ( 1991) 认为动态比较优势意味着各类资源向具有更大效率改进潜力的部门

集中。Lucas ( 1993) 指出动态比较优势体现在经济后进地区产品种类的增多上，随着新产品不

断被引入，所产生的“干中学”效应保证了规模报酬的递增，进而会扩大该区域经济成长的空

间。Aghion and Howitt ( 1998) 通过引入熊彼特增长模型，强调创新对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

作用。理论界的研究表明，创新和技术水平是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核心和关键，产业升级、技

术提升均可视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显性表现。“干中学”使得一个地区的企业或产业凭借生产经验

的累积和内生的技术进步在短期内迅速获取动态比较优势; 创新则能够通过技术优势的积累获

得长久的技术领先，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动态比较优势，实现超越式发展。因此，动态比较优势

的获取，首先取决于对劳动力、资本等基础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形成多样化产品供给，满足

市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 其次依托技术创新摆脱静态的 “比较优势陷阱”，完善研发、设计、品

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打破低端锁定; 同时，由于创新本身具有高成本与高风险特征，在市场

经济环境下，要素资源很难主动流向创新活动，政府通过改善制度供给体系，帮助企业克服向

新的潜在优势产业转换的市场风险，为动态比较优势的建立创造条件，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产业升级的驱动力，实现创新型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 40 年来，广东正是在生产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技术创新、政府干预及制度安排

这四大动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推动比较优势动态更迭、产业持续升级的耦合动力

·2·

改革开放 40 年持续性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广东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机制。生产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结构的动态转化是广东主导产业更迭、产业升级的直接拉动力;

技术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推动力，广东循着模仿 － 跟随 － 赶超 － 局部引领创新的技术路

径，并采取技术创新下的产业融合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和实体经济发生质的演进; 政府干预及

制度安排是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外部保障，政府的作用在于适时释放 “政策红利”，按照市场规

律制定精准的产业发展政策，帮助市场更好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在这四大动因的交织作用下，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广东依托一系列促进产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从被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到主动切入国际产业分工中高端价值链，适应不同的发展阶

段特征及红利条件，充分利用不同时期的动态比较优势，以市场需求拉动和技术突破推动产业

升级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走出一条产业持续升级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二、广东持续性产业升级进程演化分析: 动力与路径

按照动力、路径转换以及比较优势动态更迭的阶段性特征，广东改革开放 40 年的产业发展

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它们彼此间相互关联、并持续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一) 第一阶段 (1978 年至 1991 年): 低成本要素驱动，以“轻型、外向”型产业为主导

区域经济发展处于不发达阶段时，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低成本要素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

力。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广东在生产结构上发挥低技术劳动力、土地等

要素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利用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及毗邻港澳的独特区位优势，承接港澳台

转移进来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加工业和家电制造业; 在市场结构上形成 “两头在外”的格局，依

靠加工贸易占主导的外需拉动，开启了工业起飞的进程，形成以对外加工贸易为特色的 “轻型、

外向”结构。

1. 率先推行外向型经济及商品经济政策，“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驱动产业升级

在经济起飞阶段，后发地区仅依靠市场的自由调节，往往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经济 “起飞”

所要求的条件，因而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适当运用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必要的

( Gerchenkron，1979) 。在 1978 年以前，广东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工业总产值仅为

206. 56 亿元①，第三产业增加值也只有 43. 92 亿元，在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区位优势，被推到改革开放

的前沿。广东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

梯度推进对外开放，尝试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嫁接和利用 “三资三力” ( 外资外力、

侨资侨力、民资民力) ，这些“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举措顺应了市场发展规律，促进了资源的

更有效配置，使广东在经济起飞阶段用较短时间成为名列全国前茅的新兴工业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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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设立经济特区，确立大开放的经济格局。1979 年，为突破封闭自守的经济格局，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的文件正式下达;

1980 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颁布，从此广东驶入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快车道。通

过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以及管理经验，积极改造传

统工业，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充分利用国际产业

结构调整的机遇，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使广东奠定了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对外开放格局，

并初步形成外向型经济结构体系。

二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创设的主要经

验是“放得开，搞得活，上得快”，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改革，使农民获得自主权和经营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同时，流

通体制改革与价格改革配套进行。通过放开市场和放开价格搞活流通，价格改革坚持以市场形

成价格机制为主的指导思想，实行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调、管并举，看准时机分步到位

的做法，促进了生产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市场取向改革使得广东由 1980 年代中期实行的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为 1990 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

框架。

2. 适应要素结构供给特征，产业升级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低成本要素驱动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以农业为主，二、三产业极不发达，从生产要素供给结构看，具有比

较优势的要素资源主要是丰富廉价的低技术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及水电资源等等。而从当时

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来看，大量中低端的轻型制造业企业急需寻找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生产基地，以实现产业转移。凭借 “先行一步”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广东通过低成本要

素组合优势，积极承接国外及港澳台制造业转移，吸引大批 “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

驻，加工贸易迅速壮大，开始实现经济的起飞。广东改革开放之初的这种产业发展模式符合比

较优势理论和雁行产业转移模式的逻辑，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生产

要素资源禀赋，承接发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奠定了工业化初期的发展

基础。

3. 产业结构呈现“轻型 + 外向型”特征，轻纺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

广东这一阶段主要的产业特征是 “轻型 + 外向型”。在短缺经济下，外资迅速进入 “三来一

补”领域。珠三角城市群是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承接港澳产业转移，

发展起了以服装、制鞋、纺织、家电、食品等轻纺产品为主的外向型工业，主导产业由改革开

放初的“珠江水、广东粮”逐步过渡到以纺织服装、家用电器、食品饮料、日用化工等为支柱

的轻纺制造业。

纺织工业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20 世纪 80 年代初，广东以接受香港、澳门转移进来的劳

动密集型轻纺加工业为契机，积极引进生产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纺织服装产业得到

了迅猛发展。港澳的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最初主要采取 “前店后厂”的模式，以 “两头在外”的

加工贸易出口工业为主，研发、采购、储运、融资、市场营销均在港澳地区，只有产品加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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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留在广东。广东以粗放型规模扩张发展为主的模式夯实了纺织服装产业基础，形成了自己的

产业特色。纺织服装工业在广东工业化初期发挥了支柱产业、创汇产业、就业产业和致富产业

的作用。

此外，家电产业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产业，依托临近港台的区位优势，在全球家

电制造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中取得先机。通过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形成了一大批以 “三来一

补”起步、以 OEM 为主的家电制造企业，从而使家电产业的总量规模迅速扩张。同时，中国特

别是广东巨大的市场需求，也为家电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好条件。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

广东集聚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大中小型家电制造厂、配件厂和服务商，初步形成了以佛山、中山、

湛江等市为代表的白色家电产业群和以深圳、惠州市为代表黑色家电产业群，以及深圳、东莞

两大出口加工区。1991 年，广东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等日用 “新三件”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25. 2%、24. 3%、26. 8%，成为全国重要的家用电器生产基地。

4. 产业空间集聚呈现出“经济特区 + 专业镇”的分散化布局特征

在产业空间分布上，广东形成了经济特区 ( 出口加工区) + 农村社区工业化的主要格局，

随着农村社区工业化的蔓延，以乡镇企业为主体，以集体土地为依托，逐渐形成了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的分散化空间格局。

1978 年后广东开始设立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五大经济特区中，三个在广东，其

中，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更是引人注目，使广东由过去的国防前线、边远地区变成了我国对

外开放的前沿，区位条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利用毗邻港澳区位优势，粤港 “前店后厂”式分

工开始确立，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同时，小城镇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具有专业化职能的新兴工业城镇 ( 李新春，2000; 王

珺，2000) ，如“服装城”九江、“内衣城”盐步、“冰箱城”容奇、“家具城”乐从、“陶瓷

城”石湾等，专业镇对推动地区产业的专业化和特色化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广东 21 个地级

市中，拥有专业镇最多的是佛山市，达到了 37 个; 其次是梅州市，为 31 个; 第三是汕头市，为

27 个; 但工业类的专业镇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而农业类的专业镇主要集中在粤东西北地区，显

示出专业镇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发展模式的差异。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阶段，广东主要依靠政策红利以及劳动力、土地

等低成本要素驱动，通过实施 “三来一补”大进大出政策，承接来自港澳台的产业转移，形成

“两头 ( 技术、原材料与市场) 在外、低成本加工制造”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以贴牌加工贸

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很快建立起低成本的轻纺制造业优势。产业空间集聚呈现出 “经

济特区 + 专业镇”的分散化布局特征，在以出口加工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特区和专业镇的共同

作用下，广东形成了与改革开放前截然不同的产业布局，并为下一阶段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第二阶段 (1992 年至 2002 年): 低成本要素驱动 + 投资驱动，重化工业大发展及以

电子信息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崛起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要素资源被配置于更复杂的产品部门，而这些部门产品的

“干中学”效应较大，从而促进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当资源被合理集中于其现有能力所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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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水平产品的生产，就越容易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东亚奇迹”产生于此，20 世纪 90 年

代广东的赶超型增长也由此而来。广东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依托仍具有成本优势的人口红

利以及工业发展形成的资本积累，在生产结构上通过承接国际信息产业转移，引入资本、技术

密集度更高的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制造业而加快了产业间升级，新产业的引入使企业在 “干中学”

中提升了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迅速获取了动态比较优势; 市场结构上形成 “内外两个市

场”的格局，在空间结构布局中以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为载体，以电子信息产业为

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迅速崛起，广东开始进入重工化发展阶段。

1. 政策上开始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进一步实施外向带动及科技兴粤战略

随着国内全方位改革开放格局渐趋形成，广东所享有的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明显减少，而

且当时的国内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

业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特性，决定了其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全球产业转

移与升级趋势也迫使广东要对加工贸易型产业进行调整。为继续在全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增

创新优势，广东及时调整政策方向，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大举措。

一是进一步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建立广东区位新优势。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广

东及时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扩大开放的基本目标及相应措

施，并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改善结构，建立有较强出口生产能力的外向型产业群

体。1998 年广东省第八次党代会确立 “外向带动”战略，1999 年再根据中央提出的 “增创新优

势，更上一层楼”要求，制定和实施《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特别提出要围绕广东

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积极引进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这一系列政策措施顺应了经

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将利用外资与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引进技术和促

进出口相结合，有助于加快提升外向型产业层次。

二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了谋求产业转

型升级，广东省大力实施科技兴粤战略，并开始将高附加值、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

产业发展方向。1993 年，广东省委、省政府颁 发 《关 于 扶 持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发 展 的 若 干 规

定》，从运行机制、资金、税收、人才等方面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之后又在财税、进

出口、建设用地等方面陆续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崛起。1998

年，广东省委、省 政 府 出 台 《关 于 依 靠 科 技 进 步 推 动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升 级 的 决 定》 ( 粤 发

［1998］ 16 号) ，提出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第一经济增长点，并加快建设和重点发展电子信

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等三大支柱产业，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高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和

建筑材料等三大传统支柱产业，扶持汽车、医药和森工造纸等一批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该

《决定》成为这一时期推动 广 东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升 级 的 纲 领 性 文 件，在 全 国 引 起 较 大 反 响。

2001 年，广东省政府又印发了 《广东省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和 11 个有关行业分

方案，提出了鼓励发展类产品、改造提高类产品、个别限制、淘汰和禁止类产品目录，鼓

励发展的共性技术和行业关键技术目录。通过一系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广东产业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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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及市场化改革。1992 年之后，广东在关键领域继续全面推进和深化

产权关系、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1994 年，广

东省推动重点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母公司按照现代公司制进行改革，建立产权明晰、责权明确、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6 年，实施扶持重点大型企业集团发展，选择了 82 家

重点企业集团作为扶持对象，组建广东工业主力舰队。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贯彻落实，广

东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经济成份共同竞争、相互

促进和补充的多元化格局，南粤大地涌现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及外商投

资经济、国有与外商和集体与外商合资合作的混合经济等 6 大经济主体，投资主体多元化使非

公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2. 要素供给结构发生变化，产业升级的动力转为低成本要素驱动 + 投资驱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信息技术水平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开始向

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转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以及技术密集型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加工生产

环节。重化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初始投资资本规模的要求较之轻纺制造业大幅提高。

而广东一方面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由于外来人口的不断流入，仍具有低成本优势; 同时经过经济

起飞阶段，已具备较好的工业基础及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社会资本及投资资金逐步丰裕。凭

借要素比较优势以及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红利，广东抓住机遇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

要承接地，吸引到大批外商在珠三角的深圳、广州、东莞等地投资设立计算机和通信产品加工

制造基地，带动电子信息、机电、新型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快速扩张，并与消费需求转换

方向相契合。在这一阶段，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但资本投入

开始成为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源泉，1992 － 2002 年资本投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在

50% －80%之间，在三大要素投入中居于首位。

3. 产业层次有所提升，重化工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成为新兴

主导产业

随着需求结构与要素结构的变化，以及政府顺应产业演变升级的规律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的政策引导，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广东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重化工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

快，产业层次有所提升。2002 年广东规模以上轻重工业产值比例为 49. 83∶ 50. 17，重工业比重

首次超过轻工业。1992 年至 2002 年，广东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27. 45%，比轻工业增速高出

6. 62 个百分点。广东高技术产业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起步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

主要增长点之一，并居于全国领先水平，2002 年广东高技术产业实现总产值 4532. 33 亿元，占

全国的 30%，居第一位;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利润分别占全国的 26. 5%、29. 8%、

23. 4%，也均居全国第一。①

由于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广东产业适时进行了结构调整。一方面纺织服装、家

电等传统产业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升级空间，另一方面全球信息技术浪潮催生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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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新兴产业逐步取代了一些传统产业的地位，主导产业实现更替，并向

重工业化、高度化和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变。2002 年，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石油化工三大新兴

支柱产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33. 58%、11. 52%、5. 92%，这三大产业具有资本、技术

密集型特征，发展势头强劲; 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材三大传统产业的产出比重都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在工业总产值的占比仅为 15. 22%。这表明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排在广

东工业产业前列的传统轻工业已让位于新兴产业，产业高度化趋势渐强。

其中，广东电子信息产业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重大机遇，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快

速发展，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02 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5887. 78 亿元，总量

位居全省各行业之首，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广东具有靠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主要承接美、

日、韩等国电子通信产品的加工组装、非核心技术工序和零部件生产环节，与跨国公司和国际

市场联系比较密切，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对外依赖度较高，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成为全国乃至

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和出口能力均名列全国第一。以华

为、中兴、TCL 等一批企业为龙头，在珠三角形成了一批产业集群，主要有以东莞等市为中心

的计算机制造基地，以深圳等市为中心的通信设备制造基地，以深圳、惠州、中山等市为中心

的家用视听设备制造基地等。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最具代表性的如计算机整机的零部件配

套率达 95%。

同时，广东家电产业作为传统优势产业，开始进入产业升级的品牌提升阶段。经过 10 多年

的高速发展，广东成为全国家电制造大省，在生产规模、市场份额、出口额等方面居全国首位，

形成了规模经济。然而由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国内家电产品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迫使企

业需要通过提升产品档次和质量，运用品牌战略来扩大市场份额。广东家电企业努力沿着 OEM

→ODM→OBM 这样一条路径攀越产业价值链，扩大自主品牌影响力，涌现出一批国内享誉度

高、口碑好的著名品牌。在 2000 年国家工商局认定的 23 个家电业驰名商标中，广东省白色家电

就占有 5 个，容声 ( 电冰箱) 、科龙 ( 空调) 、美的 ( 风扇、空调) 、格力 ( 空调) 、格兰仕 ( 微

波炉) ; 在全国所有其他的省区中数量最多、行业地位也最为稳定。

传统的纺织服装产业也开始内外市场的拓展，增强营销和服务能力。广东纺织服装企业由

外向型起步，以外带内，从当外商的配角开始，逐渐向国内市场扩展，逐步升级。其中，专业

批发市场成为产品内销的重要途径，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省内纺织专业市场达 90 个之多，一些

市场的影响力甚至覆盖全国，广东从而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工业生产基地、集散市场中心、

出口基地。

4. 产业空间集聚特征: 多层级的开发区建设促进了产业园区化、集群化发展

1990 年代初至 20 世纪初是广东开发区建设的高潮。仅 1991 至 1993 年，广东就新增了 6 个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 个保税区和 1 个国家旅游度假区。

这一时期，不仅国家级、省级各类开发区的数量大量增加，许多市、县甚至镇村级开发区、工

业园区也大量涌现。由此，广东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开发区建设格局，许多

开发区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效益明显，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增长点。

·8·

改革开放 40 年持续性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广东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经过各个层级工业区建设的探索，各地逐渐走上园区化发展道路，产业开始形成集聚效应。

从产业类型上看，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带初步形成，深圳、珠海的高科技产业在全国有一定位

置。珠江东岸的轻纺、感光化学、医疗器械等行业有较大发展; 珠江西岸集聚发展了家电、交

通运输设备、石化和建材、轻纺等制造业。北部山区则在原有煤炭、电力、冶金、机械等重工

业的基础上，发展起以开发本地林矿资源为主的资源型加工业，如林产、造纸、烟草以及食品

饮料等工业。粤东地区初步形成建材、机械、轻纺、陶瓷、电力、卷烟、制药等行业多样的工

业体系。粤西地区则形成了以化工、石料建材、服装、食品、机电为支柱的工业体系。与内陆

省市相比，广东临海型出口加工业和重化工业也得到较大发展。

同时，在原有的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专业镇基础上，增加了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逐步形成一批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截至 2002 年，广东全省已经形成 15 个国家级特色产业基

地、15 个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159 个专业镇。珠三角地区的 IT 产业集群增加值占广东省

同行业的九成以上，占全国同行业三成以上，产业配套能力达到了 95% 以上; 家电行业集群增

加值占广东省同行业的九成以上，占全国同行业近 1 /4。

综上所述，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二阶段，人口红利等低成本要素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

动力，但投资驱动开始成为广东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资本的大规模持续投入带动广东产

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方向发展; 同时通过承接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电子信息、

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企业创新能力在“干中学”中得到提升，开始创立自主品牌。

珠三角的实体经济实力增强，市场化改革也促使国有经济、民间投资和外商及港澳台经济齐头

并进，趋于多元化，内外市场空间进一步拓展。

(三) 第三阶段 (2003 年至 2011 年): 投资驱动 + 创新驱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并行

发展

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干中学”效应迟早会消失殆尽 ( Young，1991、1993 ) 。

为了避免传统比较优势的陷阱，需要一定的推进机制。创新机制是一种长期作用机制，通过创

新不断积累技术优势，可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动态比较优势。 ( 干春晖、余典范，2013 ) 。改革开

放以来，广东经济奇迹的形成，主要还是依赖 “追赶模仿型”发展模式，通过劳动力、土地等

低成本要素组合、以“低端嵌入”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依靠模仿国外技术和发展传统加工产业

来获取财富积累，这一过程累积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和问题，存在价值链 “低端循环锁定”风险。

特别是 2008 年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供需结构的变化迫使广东反思要素驱动的

粗放型增长方式，开始由投资和外需带动向创新和内需带动转型。这一时期，刘易斯拐点的到

来 ( 蔡昉，2012) 标志着人口红利几近消失，资源比较优势逐步转换到技能和人力资本等高端

要素; 政府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中的积极作用，为动态比较优势的切换创

造了条件; “双转移”战略的实施推动形成“梯度推移 + 核心升级”的产业空间布局特征，也在

一定程度上防止比较优势断档现象的出现 ( 张其仔，2008) 。

1. 政策上注重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产业自主创新及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广东传统的产业发展路径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扩张、参与国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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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竞争的粗放产业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比重较大，

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是两大 “短板”。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广东打

破产业发展的传统路径依赖，坚持高端发展的战略取向，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推动现代产业体

系建设、加快产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举措。

一是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双轮驱动”。2003 年以来，广

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和 《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

等文件，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心的现代服务业、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先进制造业等六大

产业，重点建设珠三角现代产业核心区等八大载体。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出台关于加快发展

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工作意见等文件，研究制订现代服务业发展

重点支持目录。积极推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编制和实施了装备、汽车、石化等 12 个重点产业

调整和振兴规划。同时，大力培育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和高增长行业，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指导目录，培育 100 个带动性强、关联度高的重大项目; 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规划，出台高

端新型电子信息、LED 等产业专项规划。

二是以“双提升”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广东该阶段产业结构升级

和经济转型的“木桶短边”。广东为此提出“双提升”战略，其核心内容是提升产业竞争力、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在“双提升”战略指引下，2003 年以来先后出台 《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

《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广东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大力推动

产业自主创新，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在政策制定和落实中，建立全国第一个省政府落实促

进企业自主创新政策联席会议制度，率先突破了企业研发经费税前抵扣的配套政策细则和操作

实务的难点，率先系统制定落实自主创新产品和政府采购政策及细则，率先实施产业技术路线

图计划。在这些政策推动下，技术创新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不断增强。

三是实施产业和劳动力 “双转移”战略，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广东作为先发地区，随

着珠三角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和环境资源约束的增加，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

压力，必须向生产要素成本低的地区转移。在此背景下，广东省委省政府基于对市场经济规律

的理性把握，主动适应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趋势，于 2008 年出台了 《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

转移的决定》，提出实施“双转移”战略。其立足点是发挥市场配置产业与劳动力资源的主导作

用，顺势而为，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粤东西北地区有序转移、集聚发展，为珠三角发展高端

产业腾出空间，在粤东西北地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达到优化全省产业区域布局的目的。省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随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包括产业转移区域布局规划、优先扶持产

业转移重点区域重点园区重点产业、共建省重点产业转移工业园对口合作、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培训、劳动力转移对口帮扶等相关政策; 同时采取竞争式扶持办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通

过实施有关优惠政策，在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形成成本洼地，运用市场机制推动企业向东西北地

区迁移，引导资金和各项生产要素向产业转移承接地集聚。“双转移”战略实施多年来，通过政

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联动，成效初现，实现了产业转入地与转出地互利共

赢、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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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遭遇供需结构变化挑战，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转变为投资驱动 + 创新驱动

首先是要素成本大幅抬升。广东在迈入工业化中后期的过程中，人口红利开始枯竭，劳动

成本进入快速攀升期，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常态性短缺; 同时由于土地资源日益稀缺，

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环境保护的约束标准也日趋严厉，企业为使用环境资源要素所要付出的代

价越来越大。随着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广东依靠人口红利、

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面临终结。其次，广东的内外需求结构

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2008 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及中国经济面临 “三期叠加”，导

致过去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广东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消费

结构加快升级，对高品质的新产品、新业态的需求更为迫切。而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增长点

尚未培育成熟，技术进步和金融深化滞后于产业发展，缺乏拉动广东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动力。

供需结构变化的双重挑战，倒逼广东产业升级动力要由原来的低成本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

转换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3. 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迈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双轮并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

扩大

广东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效，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2011 年的 5. 0 ∶ 49. 1 ∶

45. 9，二、三产业“并驾齐驱”，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双轮驱动”。服务业增加值比

占不断增加，领先全国水平，物流、金融、会展、创意产业等成为广东产业新的代表。2011 年，

广东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为 45. 9%，比 2003 年上升约 0. 6 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增长

8. 5%，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 57. 6%。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工业的主导产业。2011

年广东先进制造业增加值 10326. 03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提高到 47. 70%。

高新技术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1 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的比重为 24. 5%。形成了通讯设备、计算机及系统、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医疗器械、办

公机械制造业、特种船舶及汽车等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领域，新一代显示技术、新型动

力电池、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等投入生产。

其中，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从加工组装层次起步，在 “干中学”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制造工

艺创新，在 21 世纪初期推进到了制造研发层次，继续向产业体系上端攀升，进入到产业链创新

的阶段，实现持续不断的动态产业升级。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及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华为、TCL

等企业逐渐由模仿式、跟随式创新向赶超式创新转变。主要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强，

在重点行业形成一批拳头产品。总体上看，广东电子信息企业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生产经验，生

产管理水平比较高。计算机、家用视听设备等主要产品的生产企业大规模制造能力强，在工艺

设计、模具研制、应用创新等方面有比较雄厚的基础。在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程控交换机、光

通信产品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优势，已初步具有与国外产品相抗衡的实力。在电子器件制造行业，

彩管、分立器件等产品竞争力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4. “双转移”推动产业空间布局呈现从核心集聚走向 “梯度推移 + 核心升级”趋势

“双转移”战略实施以来，粤东西北地区通过承接珠三角的转出产业，加强了与珠三角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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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促进上下游产业错位和配套发展。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园区成为粤东西北承接发达地

区产业转移和促进当地发展的重要载体。截至 2011 年，广东省建立省级产业转移园区 36 个，实

现产值 3468. 31 亿元，税收 137. 39 亿元，同比增长 26. 2%，有力地带动了粤东西北地区的经济

发展和产业升级。从空间形态上看，承载产业转移的园区按照点 ( 主要城市与产业园区) 、线

( 铁路、公路、水路等重要交通轴线) 、面 ( 块状经济) 的空间格局来展开的，从珠三角核心区

( 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六市) 选择性地转出部分产业，通过“三圈”扩散

和“五轴”地理轨迹的有序转移，在全省形成五个各具特色、相互联系、具有明显集聚效应的

块状经济新格局。

同时，珠三角利用“腾龙换鸟”的契机在珠江东西岸形成带状产业带布局。随着劳动密集

型、部分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和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加快布局，珠三角产业结构逐步实现

了从轻型化到高级化和适度重型化的转变。珠三角城市群整体呈现东岸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

新技术产业、西岸以重型化为特征的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格局。其中，珠江口东岸信息产业走廊

逐步形成，产业分工明确。广州的电脑集散地、软件、零部件及组装，深圳市的通讯、计算机、

软件产业，惠州的电器、计算机，东莞的电脑零配件生产和组装等，在 IT 资讯产业分工协作上

形成完善的体系。金融服务、科技研发服务主要集中在广深两个核心城市，东岸科技研发集聚

程度较高，西岸地区则有一定数量的金融服务企业布局。

在这一阶段，产业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投资驱动 + 产业局部的创新嵌入，刘易斯拐点

的到来迫使广东必须改变依靠低成本要素组合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粗放型模式，

技能和人力资本等高等级创新要素的重要性提高，新的要素红利即工程师红利开始凸显。初步

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高级化和适度重型化趋势显现。

“双转移”政策的实施推动产业空间布局呈现 “梯度推移 + 核心升级”趋势，珠三角腾笼换鸟引

进更加高端的产业 ( 产品) ，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粤东西北地区承接梯度转移而为经济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力。

(四) 第四阶段 (2012 年至今): 创新驱动开始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主要动力，新兴产业及新

经济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人力资本日渐丰裕，知识存量大量积累，研究部门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以后，在人力资本

和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主导下，满足中高收入阶段的产品创新需求成为企业重要目标。伴随信

息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不再受限于地理上的分割。在技术创新高溢出的背景下，

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主要取决于区域 Ｒ＆D 投资的数量 ( Helpman＆Krugman，1989 ) 。2012 年十

八大以来，广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产业转型升级新阶段。技术引进空间缩小、要素成本优

势不再的挑战，迫使广东必须转向 “创新型增长模式”，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通过互联网、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多元产业融合，形成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 “新经济”产业形态，带

动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政府推动建立跨界创新机制，为企业营造创新生态环境; 在空

间结构上适应产品内分工趋势展开产业共建，推动同等水平的产业链跨区域布局与空间位移。

经济发展开始从数量、速度型逐渐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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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

广东经济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超常规发展之后，供求层次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关

键核心技术缺失，制造业及服务业高端供给不足，难以适应高品质消费需求的变化，新产业新

产品供给潜力仍待释放。为破解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广东重点从两条路径着手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既加快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又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和融合型新业态，通过高质

量的供给创新激活发展新动能。

一是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着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东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根本之

策，并把制造业作为提振实体经济的主要抓手。近年先后出台 《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

年行动计划》、《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珠江

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布局和项目规划》、《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广东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着力对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结

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在抓好 “三去一降一补”

的同时，把降低企业成本作为扶持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出台了 《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 简称 “实体经济十条”) ，提出降低企业税收、用地成本、

社会保险成本、用电成本、运输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十条促进企业降本增效的

具体措施，为企业新减负超过 600 亿元。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加快培育融合型新业态。广东将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和产业发

展的“第一动力”，先后制定《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关于

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的意见》、《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关于推

动新一轮技术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体制机制上推动企业持续

创新能力提升，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量，促进珠三角形成 “1 + 1 + 7”一

体化协同创新格局。同时，适应新兴互联网技术变革下的产业融合趋势，广东及时出台了 《广

东省“互联网 +”行动计划》、《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广东省深化

“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有别于以往对产业内的线性

升级的扶持政策，着力营造促进 “互联网 +”产业跨界融合的宽松制度环境，通过扶持跨行业

技术创新平台、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等构建产业生态体系，加强金融、人才对融合型新业态的

协同支持服务。

2. 产业升级动力转换: 从投资主导、要素驱动向知识主导、创新驱动转变

广东的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采取 “吸收—消化—模仿”战略，正是由此赢得了赶超

时间，迅速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但

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广东面临技术学习空间被挤压的严峻挑战。过去广东在跟踪模仿阶段之所

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走完先行国家 ( 地区) 历经多年走过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借用了

现成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推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但随着广东自身技术逐步靠近前沿

时，那些可以低成本获取的前沿技术和经验逐步减少，并遭遇发达国家核心技术和贸易保护强

大壁垒，继续沿用嫁接在先进国家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之上的 “吸收—模仿”战略已经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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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借用和复制的技术空间不断缩小，而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又尚未接力而上的时候，容易导

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明显下滑。在这样的环境下，广东必须要转

向全面创新驱动，由“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特别是要推动全产业链条的自主创新。

3. 产业结构优化: 新兴业态及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新增长点

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十八大以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并成为广东经济第一大产业，经济增长由工业拉动向服务业拉动转变。三次产业结构从 2012 年

的 5. 0: 47. 7: 47. 3 调整为 2017 年的 4. 2: 43. 0: 52. 8，服务业比重提高 5. 5 个百分点，“三二

一”产业格局已经形成，结构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 2012 年的

57. 6%提升到 2017 年的 62. 6%，提升了 5 个百分点，成为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发挥主导作用，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十八大以来，广东工

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总量不断扩大，规模持续扩张。其中，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48. 1%提高到 2017 年 53. 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比重从 2012 年的 24. 1%提高到 2017 年的 28. 8%，广东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在 “智能制

造”、“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等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推动下，发展速度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对

工业发展的贡献继续提高，逐步成为工业主导产业。同时，新产业新动能发展迅速，形成新一

代移动通信、新型显示、软件、半导体照明、生物医药、智能制造装备、新材料等 7 个产值超

亿元产业群。

基于互联网、智能化的产业融合催生新业态、新经济，并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融

合是当今世界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技术创新融合和市场需求的变动，旧有的产业边界正

在逐步消融和模糊，并融合催生出许多新兴产业。广东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以网络购物、网上支付、跨境电商、在

线租车、在线医疗、在线教育、数字娱乐等为代表的 “互联网 +”新兴服务业态发展迅速，成

为经济增长新亮点。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应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新方向。一方面，

新兴电子信息技术与机械、汽车、能源等传统工业技术的互相融合，加速了智能装备制造、汽

车电子、能源电子等新兴市场的兴起和迅速壮大; 另一方面，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不断成熟

与广泛融合，带动了整合电子信息产业链多环节的新兴产业的形成，数字家庭产业和数字内容

产业、移动电子商务就是其中的突出典型。传统的家电产业也正在智能化升级，家电企业与互

联网企业的“软硬结合”，通过对美的、格力等智能家居体系建设加大扶持，形成一批新型智能

家电企业，打造智能家居平台。

4. 产业共建与布局优化: 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布局优化提升，粤东西北产业园区扩容提质

产业共建成为粤东西北实现振兴发展、珠三角高端发展的有效路径。为了更好地把珠三角

的先进生产力引向粤东西北，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适应产品内分工的趋势展开产业共建，推

动同等水平的产业链跨区域布局与空间位移。2017 年，全省共设立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和产业

集聚地 87 个，基本实现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园区县域全覆盖。2017 年全省共引导 254 个超亿元工

业项目落户共建产业园。省级产业园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415. 2 亿元，税收 535. 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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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上工业增加值占粤东西北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30. 5%，有力推动了粤东西北加快工业化进

程。珠三角地区通过“腾笼换鸟”引进更加高端的产业 ( 产品) ，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与粤东

西北地区形成“头脑产业”和“躯干产业”的分工。而粤东西北地区的要素资源与所承接的珠

三角地区优质企业、技术、项目、管理等资源的结合则会产生新的比较优势，为经济发展注入

了强大动力。在实践中，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形成不同地区在相同技术水平下分工协作来生产同

一种产品，根据产业项目、企业功能、产业链条的分布特点，初步形成 “总部 + 基地、集成 +

模块、龙头 + 配套、孵化 + 产业化”等四种共建模式，成为全省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示范样本，

为全国推动“飞地经济”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趋向高端化，空间呈现圈层 + 轴带式格局。珠三角的产业在向粤东西北

转移的同时，其自身的布局得到优化，特别是珠三角中心城市发挥了创新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其中，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内圈层的核心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依托粤港

澳大湾区的南沙、前海、横琴三大国家级新区打造现代服务业新高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

向内圈层的中心城市集聚，以广州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制造业优势凸显，IAB ( 新一

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产业加紧布局; 深圳、东莞和佛山集中布局了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智能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设备制造等专业化程度高、技术密集的制造业。

外圈层的江门、惠州和肇庆等城市则接受内圈层中心城市的技术溢出，提升机械、石化、金属

制品、建材等传统产业的层次，发展智能装备制造、轨道交通设备、新材料等新兴制造业，同

时利用优越的生态本底和农业资源，发展旅游度假休闲产业。

以上分析表明，创新成为这一时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广东从 “追赶型增长模式”

向“创新型增长模式”转变，新兴产业部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力量，互联网、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通过与实体经济的多元产业融合催生新的增长

点，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及实体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提升。广东参与全球分工方式从垂直分

工向水平分工转变; 在广东省内区域，珠三角与粤东西北适应产品内分工的趋势展开产业共建，

推动同等水平的产业链跨区域布局与空间位移，珠三角中心城市发挥创新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产业趋向高端化。

三、结论及展望

(一) 主要结论

作为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及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广东经济与产业发展在 40 年来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不仅具备了 “走在全国前列”的良好基础，也正在迎来 “走在全国前列”

的新机遇。通过分阶段考察广东产业转型升级 40 年的演化轨迹，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 40 年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跃升

之路，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持续性产业升级。在此期间，广东产业发展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转型

升级，每一次转型升级都推动了广东经济发展质和量的飞跃。从 1978 － 1991 年，广东抓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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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先机，通过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由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发展成为名列全国前茅的新

兴轻工业省份，实现了第一阶段的经济起飞; 1992 － 2002 年，紧抓国际信息产业转移机遇，以

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及重化工业迅速崛起，提升了制造业层次，助推广东经济

实现二次腾飞; 2003 － 2011 年，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并行，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

机后，率先探索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模式，加快促进广东经济实现科学发展; 2012 年至今，推

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经济、新业态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广

东经济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二，广东 40 年来的持续性产业升级，其驱动力主要来自于持续不断的动力转换以及

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调整，而这种动力转换是与供给和需求结构变动相适应的。从改革开放

初期的低成本要素驱动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投资驱动、本世纪初期的嵌入式创新驱动，

再到 2012 年以来的全面创新驱动，广东的产业发展从依托低端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

红利转向依托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红利和创新红利，逐渐摆脱 “比较优势陷阱”，开始迈

向创新型增长之路，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核心和关键。同时，广东的

产业结构演变特别是主导产业的更迭，又是与国际产业转移及消费市场需求热点转换密切

相关的。从上世纪 80 － 90 年代初的纺织服装、家用电器、食品饮料等轻工业，到 90 年中

后期的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及重化工业，本世纪初的高端新型电子信息、

汽车、装备制造、房地产、金融、物流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再到 2012 年以后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互联网 + 服务等高技术制造业和新兴服务

业态，消费升级趋势日趋明显。

第三，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领域一直是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从改革开放初

期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电子信息、

家电等产业沿着价值链由 OEM→ODM→OBM 不断攀升。在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推动下，

产业融合成为重塑产业结构、跨界创新的重要手段，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的融合，特别是

互联网 + 制造、“人工智能 + 制造”、制造 + 服务等融合模式，推动了全链条产业升级及跨

产业升级。

第四，政府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适度有为，营造了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创新生态

环境，为动态比较优势的建立创造条件。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广东省政府顺应市

场发展规律及产业演变升级规律，做好产业发展顶层设计，适时释放政策红利，通过精准

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升级方向，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并帮助企业降低

交易成本和创新成本，为产业持续升级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五，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是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作为全国开放度最高的省

份，广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由被动的外向带动模式向 “内外兼修”主动

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式转变，促进产业发展外循环与内循环的互动融合。

(二) 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走向

十九大以来，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广东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61·

改革开放 40 年持续性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广东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阶段，经济发展呈现增速转轨、结构转型、动能转换的特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提升

产业结构、转换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广东当前及未来较

长时期经济发展最紧迫的任务。

但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广东的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体系

的突出短板是产业体系，产业发展质量和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新旧动能转换在加快但接续不力

的矛盾较为突出，特别是新兴产业整体创新水平不高，发展层次有待提升。站在新时代的历史

起点上，广东应以全面创新驱动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趋势，

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重点是抓住全

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以创新引领、数据驱动发展为核心战略，以 “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为发展主线，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战场，积极培育数字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同时，重点布局

对广东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长期支撑和重大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成为产业

体系新支柱，并在更广领域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形成一批新增长点，从而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

力，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高起点推进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在加

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在新时代继续引领支撑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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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ntinuous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40 Years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The Ｒoad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Xiang Xiaomei Wu Weiping

Abstract: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the main goal and key driving force for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By observ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it is found that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Guangdong＇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s a path to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and the main line through which

is the continuous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four main factors，such as supply of production factors，

market dem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teract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forming a coupling mechanism which dynamically chang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vidends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Guangdong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from

low cost factor driven and investment driven to innovation driven by adjus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dynamically. Standing 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new era，Guangdong should tak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ccelera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embed into the high － 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and

move towards a higher quality stage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Industrial upgrading ;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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