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高技术制造业是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能

力对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全要素生

产率有关文献研究的视角，对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动

力进行研究，分析制约其创新能力提升的相关因素，并提

出对策建议。

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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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

施，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进入蓬勃发展阶

段。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效益快速

提升，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对促进我国

制造业健康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同时，高技术制造业也面临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速度放缓的问题。从国际经验

看，效率改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由之

路，根据相关研究测算，美国全要素生

产 率 每 上 升 1% ，GDP 增 长 率 上 升

0.64%，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

力。推动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进一步发

展，需要依靠生产效率改进，增强内生

性发展动能，引领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一、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总
体发展态势

当前，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正处于转

型发展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相关

专业机构的数据，可以发现高技术制造

业总体态势向好，对制造业健康发展起

到了较大支撑作用。一是总量规模快

速扩张。2017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企

业总数突破 3.2 万家，利润总额 1.13 万

亿元，同比增长9.8%。2017年12月，高

技术制造业 PMI（采购经理指数）为

53.8% ，高 于 制 造 业 总 体 年 均 值 的

51.6%，反映出快速扩张的发展态势。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连续提升，从2014的10.6%提

升到2017年的12.7%。二是行业贡献不

断增强。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对制造业

拉动效应明显。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3.4%,比制造业增速高

6.2 个百分点。三是创新投入显著提

高。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中开展研发

活动的企业达到17163家，创新率达到历

史新高（53.6%），远高于制造业平均水

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达到2.0%,是

制造业平均水平的1.8倍；有效发明专利

占制造业比重超过四成（41.8%）。四是

减税降费成效明显。高技术制造业中享

受到研发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

业减免税的企业数分别比上年增长

38.4%和23%，减免金额分别同比增长5%

和28.6%。五是优质企业亮点纷呈。高

技术制造业促进新经济蓬勃发展，主营

业务收入中33.6%由新产品销售贡献，比

制造业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同时，

涌现出一批高成长性企业，呈现出高爆

发性成长特征。

二、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因素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近

年来制造业成本和动力结构持续优化，

在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上涨

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同时，高技术制造业也面临一些突出问

题，主要体现在成本全面上升和市场容

量下降对利润空间造成“双重挤压”。

在这一背景下，高技术制造业的可持续

发展，需要依靠效率改进。通过研究可

以发现制约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有几个方面。

（一）经济成本上升导致创新成本

“水涨船高”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创新驱动能

力的关键指标。虽然全要素生产率体

现的是除资本存量、劳动力等要素之外

的创新因素，但依然与其他传统要素有

着紧密关联。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增长

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相互促进的特

征，经济增长本身也是促进全要素生产

率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有关研究测

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提高1%，高技

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重

就会提高 2.45%。当经济成本上升时，

各类与创新间接相关的要素成本也会

上升，加大了创新的成本。近年来，制

造业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有所上升，部分

地区用地和租房成本上涨过快，人力成

本上升明显，部分企业反映税负下降不

明显。综合成本过高增加了创新的成

本，创新系统是经济系统的一部分，难

以“独善其身”。在成本上升、利润空间

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创新活动受到波及

影响，创新效率难以提升。特别是对高

技术制造业而言，技术创新要依靠创新

人才，而高成本导致人才流失，这对创

新影响较大。

（二）研发投入对创新驱动支撑作

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发展历程上看，制度性变迁和技

术引进曾分别在不同时期对我国制造

业全要素生产率作出较大贡献，但近年

来贡献率持续下降，支撑创新的后劲不

足。根据相关研究测算，国外技术引进

经费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仅为

0.013%。自主创新逐渐替代技术引进，

成为支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动

力。但是，当前我国研发投入对经济效

率的改进贡献不足。相关研究表明，虽

然我国 R&D 经费投入增长迅速，但这

些投入只是增加了技术知识存量，并没

有切实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据测算，2000-2013 年我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研发投入每增加1%，对应产值增

加 0.17% ，远 低 于 资 本 投 入 的 效 率

（0.5%），反映出研发投入对创新驱动支

撑不足。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人均劳

动生产率为 119 万元/人，低于制造业

130万元/人的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创新效率相对不足。

（三）金融发展与效率提升的正相

关性未能充分体现

金融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

重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程

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呈较高相关性，衡量

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每增加1%，战略性

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25%。地

区金融产业占比越高、金融发展程度越

高，越有利于高技术制造业生产效率的

提升。目前，我国金融发展程度仍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创新的高风险、不确定、

长周期等特征增加了获得金融支持的

门槛，部分创新型企业由于“轻资产”的

原因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由于回报率

太低，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不愿投入实

体经济，即使获得银行贷款，有时贷款

利率也要上浮，甚至被要求融资配存。

（四）创新政策实施精准性和有效

性仍需进一步强化

目前，我国创新政策总体上对促进

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部分地方在落实创新政策时仍

存在“一刀切”等问题；创新产品入市

难、创新政策标准高等问题依然存在；

一些地方细化落实不够，配套措施不

完善，使政策效果打折扣。根据有关

研究测算，政府补贴率（政府资金在

R&D 经费内部支出中的占比）与全要

素生产率呈负相关，政府补贴率每上

升 1%，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下降 0.06%-0.1%。全要素生产率微弱

下降可能反映出政府补贴的正面效果

被负面效果抵消，是部分地方在落实

政策时过于简单，扭曲了市场资源配

置，使得资金未能进入到真正的创新

活动中。

（五）所有制不同产生资源分配差

异影响创新效率提升

国有企业在融资、人才、渠道、信息

等方面拥有较强优势。根据相关研究

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有制结构（国

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比例）与全要素生

产率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国有企业产出

占比每上升1%，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

生产率下降0.02%。这反映出创新资源

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配置不平衡不

充分引起创新效率下降。不少民营企

业或中小微企业获取资金成本比国有

企业高，一些国有企业依靠低成本资金

优势挤出民间资本。同时，创新人才资

源也存在配置差异，民营企业吸引不到

优秀科技人才，政府人才政策偏向高

校、科研院所、大型国有企业。

三、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
新发展能力实现路径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高技术制

造业发展，要从多方面协同发力，扩大

创新增量、优化创新存量，使创新效率

逐步提升。

（一）围绕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

产率开展深度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

同行业、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差异，例如

电子通信行业、医疗设备行业要远低于

航空航天行业，计算机行业又远低于电

子通信行业。同时，在细分领域的主要

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仅依靠面上的

总体分析难以精准把握高技术制造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性特征，需要对其

变化规律、内在机理、因果关系进行全

面剖析。建议对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

生产率开展跟踪研究，总结不同行业、

不同区域的特征，并对多种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摸清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全要素

生产率与各种因素的内在关系及其动

力结构，为进一步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

新能力提供理论指导。

（二）充分发挥多方力量促进高技

术制造业创新发展

根据相关研究测算，2010-2014 年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为

26.8%。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发展

的阶段性特征，要充分认清发展动力的

切换需要时间。当前仅仅依靠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短期内可能不足以提供足

够动力，要充分汇集体制改革、技术引

进、自主创新等方面的力量，为进一步

培育高技术制造业创新能力提供良好

环境。在面临制造业成本结构不利变

化时，要统筹考虑创新资源分配不平衡

不充分的特征，重点要从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

协同发力，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和非

全要素生产率两方面的力量，有效挖掘

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创新资源禀赋。

（三）充分发挥科技型企业的创新

主力军作用

2017年，我国拥有国际水平新产品

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

13.1%，反映出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

上仍处在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的中低

端水平。要引导研发与真正的创新相

结合，改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中的

R&D贡献偏低的情况。英国小企业协

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型中小企业人

均创新成果数量较大企业高2.5倍。要

进一步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

新主体作用。鼓励和引导企业、高校等

机构联合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发挥新型

研发机构在聚焦高端人才、高端资源方

面的优势。鼓励科研院所和高校围绕

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相关技术开展创新

创业。

（四）引导科技金融精准覆盖高技

术制造业创新活动

扩大科技金融供给规模，拓宽科技

类项目投融资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效率，引导金融资源回归高技术制造

业。对有条件的成长型高技术制造业企

业降低贷款利率。鼓励有条件的银行设

立高技术研发事业部，加强对优质技术

研发支持。实施高技术制造业重点项目

政银对接机制，探索共建金融创新试验

基地。加强国家级战略引导基金对高技

术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支持力度。

（五）进一步提升对高技术服务业

的支持力度

研究表明，高技术服务业对促进高

技术制造业创新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建议加大对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政策

支持力度。进一步瞄准高技术制造业

发展趋势，打造一批高水平的高技术服

务业聚集区。围绕高技术服务业发展

构建大数据中心，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

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建设

数字化服务园区。

（本文转自《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作者单位：科技部火炬中心）

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蓬勃发展

2017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数突破 3.2万家，

利润总额1.13万亿元，同比增长9.8%；2017年12月，高技

术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为53.8%，高于制造业总体年均值的

51.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连续提

升，从2014的10.6%提升到2017年的12.7%。

总量规模快速扩张

行业贡献不断增强

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拉动效应明显。2017

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4%,比制造业

增速高6.2个百分点。

创新投入显著提高

2017年，全国高技术制造业中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达

到17163家，创新率到达历史新高（53.6%），远高于制造业

平均水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0%,是制造业平均水平的 1.8

倍；有效发明专利占制造业比重超过四成（41.8%）。

减税降费成效明显

2017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中享受到研发加计扣除

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的企业数分别比上年增长

38.4%和23%，减免金额分别同比增长5%和28.6%。

优质企业亮点纷呈

高技术制造业促进新经济蓬勃发展，2017年主营业务

收入中33.6%由新产品销售贡献，比制造业平均水平高15

个百分点。同时，涌现出一批高成长性企业，呈现出高爆发性成长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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