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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
与产业政策的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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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全球正处于技术和产业发生深刻转变的时

造业的雄心壮志，使中国制造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竞

期，这一深刻转变，预示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

争更加激烈。 为迎接新工业革命的挑战，近年来，不

此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差异表现在

少国家都出台了制造业中长期发展战略，从而极大

创新范式上，前者为组合式创新范式，后者为采摘果

地改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伴随第四次工

实类创新范式。 创新范式的巨大差异，使得第四次

业革命出现的机器对人的替代，中国很难再利用劳

工业革命有着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

动力成本优势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 与此同时，新

其进程难以通过采取通用技术或主干技术分析这类

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新的技术前沿将使得原有前沿技

方法加以把握，尽管这一方法对于分析前三次工业

术变得过时，弱化追赶型发展策略的红利，提高并跑

革命是适用的。 作为融合多种新趋势的突破性式技

和领跑型技术策略的红利。

术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突破的总体方向是数

第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传统的产业格局发

字化（ 数字化身份、数字制造、大数据、比特币与区

生重大变化，使追赶型策略下追赶对象和追赶路线

块链、３Ｄ 打印、计算机辅助设计、基因编制技术、普

的选择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 第一次产业革命

适计算机） 、网络化（ 能源共享网络、互联网、视觉交
互界面、可穿戴设备联网、万物互联） 、智能化（ 灵活
自动化、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制造、智慧城
市、智能手 机、 无 人 驾 驶 汽 车、 神 经 技 术） 、 绿 色 化
（３Ｄ 打印、可再生能源技术、 作为微型发电厂的建

筑、能源存储技术、电动车、太阳能发电、光伏建筑一
体化、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个性化定制） 。 第四次

形成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第二次工
业革命产生了全球的产业间分工，第三次工业革命
则带来了产业链分工，产品的生产分为不同的环节，
不同环节拥有不同的附加值。 在此背景下，作为发
展中国家的中国，追赶目标较为明确，即向产业链的
高端攀升。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
局，全球产业分工将从产业链式分工向产业网络式

工业革命是一次聚合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

分工转化，多层次的网络化制造格局将由此形成。

色化四大趋势的破坏式技术创新。

在这一新的背景下，保证追赶型策略成功的信息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难

件不复存在，全球产业分工的网络化，使得全球产业

得的“ 直道超车” 的历史机遇。 为了抓住这一机遇，

分工更加平等，确定追赶对象和追赶路线所需的信

中国既要 发 挥 好 市 场 的 力 量， 也 要 通 过 政 府 这 只

息呈爆炸式增加，而且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要对此

“ 无形之手” 发挥好产业政策的作用。 第四次工业

精准把握，困难重重。

革命有其自身的特征，通过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抓

第三，全球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这为

住其为中国提供的直道超车的机会，对产业政策实

中国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

行转型是必要的。

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近些年来，中

一、产业技术政策的转型

国已相继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在国际科技前沿已占有一定地位，但企业进行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技术政策

前沿性技术创新的能力以及培育和发挥先发优势的

目标要实现由追赶主导型向并跑和领跑主导型目标

能力仍然不够强，实施颠覆性创新的能力仍有待进

的转型，第四次工业革命无疑凸显了这种转型的紧

一步积累。 中国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能

迫性与必要性，其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力正处于积累时期，这也为中国实现产业技术政策

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发达国家重振制

的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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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结构政策的转型
传统的产业政策发挥作用，涉及识别需要支持
的产业，这些产业通常具有较大的外部性。 识别方
法包括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产业的带动效应筛选出

部化的，学习的局部化也是源于信息流动的局部化。
当人们在地理上分开后，联系的密度就会降低，沟通
的效率 可 能 也 会 打 折 扣” 。 实 现 产 业 的 全 球 化 布
局，可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提高沟通效率，克
服局部化学习所带来的障碍。

应进行扶持的主导产业；通过分析经济发展水平相

四、产业组织政策的转型

似或水平较高国家的产业结构，确定产业发展的重
点等等。 这些方法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起到过重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产业组织上未来会形成两种

要作用，但此类做法在渐进式技术变革时期比较有

趋势，一种是分散化的趋势，另一种则是高度集中化

效。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一次突破式创新，这一变

的趋势。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某些情况下会形成一种

化是全球性的，发达国家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规

赢家通吃的局面：数字化创造了赢家通吃的市场，数

划，虽然对中国制定产业政策会有所启发，但发达国

字化产品的容量限制已经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产品

家的产业格局同样正在被重塑，中国将很难通过跟

的生产者仅凭自己再加上一个网站就能创造成千上

随发达国家策略选择出需要支持的主导产业。 对通

万的客户群体；交通和通信领域的技术进步扩展了

过识别出主导产业，实行针对性极强的产业政策的

公司的业务范围；网络及其标准化应用的重要性日

更大挑战性还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网络化

益突出，由此产生的网络效应会创造赢家通吃的局

的特点正在重新定义产业的边界，产业与产业之间

面，在这样一种趋势下，企业的相对优势会带来绝对

的融合趋势十分明显；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

控制。

因素所引起的创新方式的变革，使技术创新和产业
变革的扩散路径更具随机性、多样性。

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样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创造了更大空间。 易言之，３Ｄ 打印技术与物联网的

针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有两种类型：一种就

结合，会产生一种新的制造模式，即云制造模式，这

是选择识别出主导产业，对此实行更具针对性的干

是一种替代大规模生产的方案，且由小规模、分布式

预，中国传统的产业政策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就

节点组成，是一种由小型制造企业组成的超大规模

是政府使用范围更广泛的政策，在这样的一种政策

网络的分布系统。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催生分散式的

下，“ 只需要确定受惠于这些政策的行业与那些被

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商品和服务生产及配送

这些政策抑制的行业相比” ，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的

过程中的通信、能源和物流边际成本。 基于互联网

学习效益就可以了，“ 企业和行业会在一个经济体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金融，使得中小企业更容

中自我选择，具有更强学习能力企业和行业的扩张

易获得融资，从而突破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

会提升整体经济能力” 。 与第一种方法比，实行更

业融资难对其发展的资金约束。

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的益处是，可以促进更多的知

面对上述两种趋势，产业组织政策的核心是创

识积累和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具有更高的效率，

建一种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的格局，在具体实施机

但这一方法对国家的治理能力的要求更高，而且需

制上就是要协调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创新政策

要能准确识别出“ 更具针对性” 的具体产业。 总体

的关系，不仅要支持大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平台型企

而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选择运用较“ 广

业的发展，同时要加强对企业垄断行为的监管，充分

泛的政策工具的产业政策” 较为可行。

发挥大企业的引领作用，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提

三、产业布局政策的转型

供良好的环境。
产业组织政策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要

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一个国

建立一种无许可创新的体制机制，竞争是鼓励创新

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就必须使政策不仅能利用其在

的一种方式，但还有一种机制，就是要以创新法律来

知识和学习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且能够不断地

管理创新。 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试错的过程，但

提高这种能力。 影响这种能力利用和培育的因素很

政府管理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所以，政府往

复杂，但扩大可利用的“ 知识池” 肯定是重要的因素

往会让创新与现有法律法规相适应，而不是相反，否

之一。 实施开放式创新策略则是扩大“ 知识池” 资

则会阻碍创新。 为了破除这一阻碍，政府应建立一

源的加速器。 一个国家要处于国际创新的最前沿，

种无许可创新机制，就是新技术的创造者，在其服务

就必须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建立全球创新网络，实行

投放市场前无须得到政府许可，新技术、新的商业模

开放式创新战略，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尤其

式除非其被证明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否则都应

重要。 对产业进行全球化布局是支撑开放式创新的

该被默许。

关键措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学习在地理上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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