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4 月 学 术 交 流 Apr．，2014
总第 241 期 第 4 期 Academic Exchange Serial No． 241 No． 4

·经济研究·

［收稿日期］2013 － 11 － 20
［基金项目］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项 目“‘四 化’同 步 推 进 东 北 地 区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和 转 型 升 级 的 联 动 效 应 研 究”

( 13YJA790028)

［作者简介］谢金箫( 1986 － ) ，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产业结构与产业升级研究。

经济增长之路:
从“工业化”到“四化”同步发展

谢金箫

( 哈尔滨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哈尔滨 150028)

［摘 要］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本国会选择不同的工业化之路。本文梳理了经济增长
过程中在不同阶段本国的不同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文中对现有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进行了综述，系
统地回顾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融入的必要性。通过现有文
献的回顾，我们也可以更加深刻地掌握党中央在不同的时期提出的政策，呈现出从“工业化”到“四
化”同步发展的一条经济增长之路。

［关键词］经济增长;工业化;“四化”同步
［中图分类号］F061． 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 8284( 2014) 04 － 0102 － 05

对于多数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会选择不同的工业化之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为促

进国家( 或地区) 增长，首先选择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度，大力发展本国( 或本地区) 的工业经济，

依靠工业经济带动经济起飞; 在经济发展的中前期，工业化的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本国的城市化进程

开始加速，经济增长除了依靠工业经济发展还需本国城市化的拉动; 而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本国的农

业开始现代化，依靠农业现代化不断缩小城乡差距，经济获得快速发展; 最后，在经济发展的后期，一国

( 或地区) 通过不断发展的信息化来促进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现代化，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依靠工业经济带动经济起飞

工业化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高本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寄托，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中引起最多争

议的内容之一。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普遍认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依赖于工业化。
其中，制造业更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早在 1755 年，配第( Petty) 在《政治算术》( Political Arithmetick) 一

文中就指出了“商业回报率要高于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回报率要高于农业”。换句话说，随着一国经济

的发展，该国将不再以农业经济为主，为了能够获得更高的报酬率，制造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在利润的驱

动下会逐步得到发展。
一国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该国的经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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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些行业重点发展。藤田( Fujita) 和詹姆斯( James) 在研究韩国工业出口时指出: 在 1960 年韩国的

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 80%，占 GNP 的 5% ; 但是，在 1985 年时，韩国工业品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

90%，占 GNP 的 40%。通过对增长的分解，他们的研究发现 1973 － 1983 年期间韩国工业出口主要源于

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和轻工业对经济的贡献度都比较小。相比较而言，进口渗透对韩国工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台湾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影响。工业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同

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 1981 － 2006 年重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系数为 0． 87。通过 1981 －
2009 年的数据对中国工业化以及工业内部( 轻、重工业) 结构的变化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无论是短期

还是长期，工业化与经济增长都可以相互促进。但是，长期内工业化对工业整个内部的结构影响较大，

但短期这一影响几乎不存在。
工业化不仅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对产业结构的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克拉克( Clark) 对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演变规模进行研究，研究中他使用就业来衡量产业比重，

产业分类以三次产业分类法为基础。使用 20 个国家不同部门的劳动力投入和总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

计算后，克拉克发现随着本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

对二十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库兹涅特发现: 农业部门( 第一产业)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处于下降之

中; 工业部门( 第二产业)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整体处于稳定或略有上升; 服务业( 第三产业) 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在所有国家几乎都有上升。罗斯托研究发现，各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显著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则变动较少。工业在整个经济发展的阶段

中，出现了随着 GDP 的增加工业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呈倒“U”型曲线［1］。
从我国的产业结构演变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基本遵循这样的轨迹，整个产业从传统的的部门向现

代部门、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从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的演进。产业结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也有着

显著的影响，1978 － 2006 年期间产业结构对中国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重要，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对

经济增长反而为负。整体而言，中国的工业进程中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

不断降低，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尽管第二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保持着重要的优势，但是就业比重变

化在未来可能不会太大; 第三产业在未来可能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就业比重会持续提高。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动推动经济发展

从各国过往经验来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与工业化紧密相连，一国的城市化同样对经济增长有着

促进作用。多数研究指出，城市化内生于经济增长，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特定空

间上的集聚，这种集聚形成外部性，从而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城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得到广泛的经验检验，多数研究指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正向

的影响或者成倒“U”型关系。兰帕德( Lampard) 在回归城市历史时发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

关联。通过对全球 95 个国家进行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贝利( Berry) 发现两者具有高度的相

关性。同样，钱纳里等对各国的城市化与人均 GDP 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也发现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

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对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多是从数据上分析: 用 1981 年的

151 个国家的截面数据研究了城市化与人均 GDP 的关系，许学强和朱剑如研究发现城市化率与人均

GDP 有着显著正相关，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 81; 使用了 1977 年 157 个国家( 或地区) 的截面数据，周一

星研究发现，城市化与人均 GDP 的关系有显著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 9079。换句话说，城

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十分的紧密。王小鲁和夏小林沿用了 Henderson 等人的思路，提出通过聚

集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城市化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将会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城市化并非只是简单的土地或者公共财政的扩展，如果不能获得

“外部性”，城市的发展将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
整体而言，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生产法来看，提供了产品供给; 城市化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可以通过支出法来看，提供产品的需求。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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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推动的，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模型快于城市化。受工业化的推动，城市居民对服务的需求增加，城市逐

步获得越来越快的发展。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时得到发展显得极为自然。在《世界发展报告》中，

世界银行根据亚洲 20 多个国家( 或地区) 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指标建立了两者之间的计量模型，研究

发现亚洲国家( 或地区) 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弹性系数为 1． 8。
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通常也会逐步得到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可能出现不同的形态:

平衡发展或者非平衡化发展。平衡发展是指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只有极少数劳动力比较稀缺的国家

才会出现这一现象。非平衡发展包括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两种形态，前者就是

常说的滞后城市化，后者是指超前城市化。从各国工业化历程来看，多数国家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相

对滞后。在工业化初期，本国更多的是劳动力从农村地区转移至城市地区，本国的工业化带动城市化逐

步发展，但是城市化发展的速度比较慢。美国在 1870 － 1940 年期间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的变动几乎平

行上升。发达国家在 1820 － 1950 年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达到 0． 997，无论是法国、瑞典还是

英格兰和威尔斯，各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是呈显著正相关的。中外学者对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之

间的关系也展开了激励的争辩。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更加迅猛，但是城市化发展水平却极

低。整理而言，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不同的意

见，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工业化的偏差，而不是城市化的偏

差。甚至一些研究认为，如果采用 GNP 与城市率的国际经验作为判定依据，中国存在隐性超城市化的

行为。在改革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并不高，但是改革后中国的工业化在大量外资的介入下快速发展。
对于中国滞后城市化，不少研究指出可能与这样几个因素有着直接的关联: ( 1) 改革前中国侧重于发展

重工业，改革后的产业结构模式发生变化。( 2) 中国的户籍制度等限制人口跨区域自由流动。( 3) 中国

的工业具有弱质性。

三、破解二元经济: 工业化、城市化与新型农业化的互动

在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本国的农业通常也会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源于

两个方面: ( 1) 农业部门用更少的劳动投入生产出同样多的农产品，主要通过转移隐性失业农村劳动

力; ( 2) 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提升，单位土地产量更高。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在一国工业化和

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初中期，本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本国的农业生产率并没有得到大

幅度的提升。因此，本国的城市现代部门生产效率相对较高，而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正

因为不同部门的生产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同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出现差距。城市经济发展中以现

代部门为主，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则以传统经济为主，呈现出现了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从而出现了传

统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并存的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的经济结构具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结构存在“双层刚性二

元经济结构”和“转型二元经济”［3］。中国各省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速度并不完全相同，同步性变化

是引致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变化的基本原因，二元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不同部门的分工水平不同，二元

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整个分工组织的演化和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变化［4］。在开放经济中，对外开放政策对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会产生一些促进作用，促使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过度，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

( FDI 的大量流入和国际贸易比重逐步增加) 不断地提高，我国的二元经济有望快速向一元经济转

化［5］。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

中，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如何呢? 上文中我们也提到，在的研究中，农业部门只是一个低生产效率的部

门，对农业生产没有重视。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从而有大量的剩余

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换句话说，农业部门生产技术的提高是整个工业化过程的先决条件，通过农业生

产技术的提高来不断释放劳动力。这样的研究结论也得到了认可，城市化伴随着农村农业经济活动向

城市工业经济活动的转移，通过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释放劳动力从农村逐步移民到城市。但是值得

一提的是，也有一些研究者发现城市化并非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农业生产效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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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国家经济更加容易起飞。使用 90 个国家 1960、1970 以及 1980 年的数据，相关研究发现城市化与

人均 GDP、工业化、出口导向以及外国的援助等等都有有着显著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城市化与农业发展

水平关系显著为负。
对于工业背景下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内外学者也提出了众多的意见。多数研究认为农村地区

的发展需要依赖于工业经济带动，工业部门通过不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

这种方式只是一种简单的解决农村存在隐性失业的方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量的乡镇企业快速出

现，农业工业化势头明显。农业的发展需要农用工业来武装，钱纳里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指出现代意

义上的工业化应当包括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中国的农业化经过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工业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不足 20%，对 GDP 增长的贡献也不足 20% ;

但是截止到 1992 年，农村工业对中国的工业增长的贡献上升到 71． 54%，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上升到

54． 13%。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工业以乡镇企业的形式而存在，中国工业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特征，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用工业化的理论办农业成为农业经济发展

的一条重要途径。改革后中国的农村工业有着长足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构成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农业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隐性的，比如通过为工业部门提供原料等。在本国工

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事情，农业部门对工业有着极强的哺育功能，在本国农业哺育出工业之后，工业需要

对农业进行反哺。对于农业的哺育，在农业初期主要通过工业化来实现，但是在农业现代化水平逐步提

高后，则需要城市化来提高。农业的发展乃至农业现代化需要通过工业部门为其提供机械，实现农业经

济以机械化为主［6］。与此同时，农产品需要向生态化、绿色化转型，同时辅以农产品的深加工，而这就

需要城市化来提高市民的消费能力和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中国大多数省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的初

中期，产业结构的偏差和工业结构升级的缓慢严重影响着整个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影响则中国经济增长

的质量［7］。根据各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三化”发展的关键是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推

进，充分发挥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实现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

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增长之路

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正在逐步衰退，人类社会正在逐步向信息化社会过渡。
经济学家对信息的看法大致相同，普遍认为进入 21 世纪后信息化将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

分。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也就是美国新经济盛行的年代，相关研究发现信息化对经济有着极强的累

积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发现了 ICT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 ICT 对不同国家的贡献存在显

著的差异。信息技术发展最迅猛的美国 ICT 对本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也最大，美国在 1996 － 1999 年期间

产出年平均增长率达 4． 82%，其中信息技术资本就贡献了 1． 10% ( 软件贡献 0． 63%，硬件贡献 0． 32%，

通讯设备贡献 0． 15% ) 。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无论是在 ICT 的支出比重还是投资比重欧洲都是远

远落后于美国，但是 ICT 同样对欧洲的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 1991 － 1999 年期间，欧洲

的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低于美国 0． 25 个百分点。1990 － 2000 年期间，短期内信息技术已

经对中国 GDP 的贡献率高达 10%，长期来看信息技术的产出弹性在 0． 24 左右，即信息技术没增加

1%，GDP 将增加 0． 24%左右，信息成为资本、劳动力滞后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
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前文中指出: 一

国经济发展初期侧重于工业化的发展; 随着本国工业化深入，城市化得到推进; 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

断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效率逐步提高。但是，如果要想经济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仅仅有

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早有论述。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增长经济学指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要想获得长远的进步信息化并不可

少。信息化的过程是整个信息技术的革新与使用过程，信息化的实施需要与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

代化相互融合。
信息化并非工业化的取代，在工业化的同时需要推进信息化的深化和广化，用工业化培育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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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化促成工业化。整体而言，信息化对我国第二产业有着很强的带动作用，其弹性系数高达

0． 5302，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国政府对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也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在党的

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六大提出了“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

化促进信息化作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与我国当前的工业生产率不高有着直

接的关联，依靠传统的工业无法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以通过几个途径来实现，包

括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带动工业化纵深发展等。发达经济体信息化主要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完成的，

而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中国需要在工业化的同时引入信息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协调

发展，实现后发优势。尽管当前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社会基础与欧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但是中

国还是具备推进两者融合的基础，并且核心是提高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中国工业化与信息的融合速

度虽然很缓慢，但是随着融合环境的改变而有所上升。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周期大约为 5 年左右，两

者的融合除了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之外，还可以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
信息化与城镇化同样有着相互的促进作用。信息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信息化能够

快速提升城市的功能体系以及管理效率，提高市民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促使城市的集聚功能增强;

与此同时，城镇化为信息化提供了栖身之地，在城镇化的整个阶段都需要信息化的支撑，信息技术以及

信息产业促成城镇内部的网络化以及一体化［8］。信息技术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人们交易成本的手段，

这种手段是一种面对面交流的替代，但同时也会促进交流频率的增加。从而，信息化能够促进企业的集

聚，增加城市的集聚功能。当然，信息化对城市的作用除了集聚之外，也可能存在分散［9］。在中国经济

发展的历程中，信息化与城市化的协同发展是必然选择。信息化对城市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信息化对城市经济结构的效应体现在经济活动空间及经济活动组织关系的变化中; 信息化能够改进城

市经济运行模式，提高城市经济运行效率; 信息化能够通过信息系统的应用和信息资源的整合提升城市

的管理水平。信息化与城市 GDP 之间有着显著的强线性关系，弹性系数大约为 1． 407 左右，远远高于

资本和劳动力对城市 GDP 增长所做的贡献。信息化对城镇化整体而言是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但是信

息化对不同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并且信息化对城镇化有着门限效应。当人均 GDP 低于6247． 89
元时，信息化率对城镇化率的弹性系数为 0． 197; 当人均 GDP 处于 6247． 89 元至 26108． 08 元之间时，信

息化率对城镇化率的弹性系数为 0． 228; 而当人均 GDP 大于 26108． 08 元时，信息化对城镇化的弹性系

数为将为 0． 201。
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信息化可以直接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也可以通过工业

化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甚至信息化还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

展。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大国，通过信息化装备农业显得尤为重要。农业信息化包括计算机的使用、
微电子、通信、遥感等技术的使用，信息技术的使用将促进农业自动化、信息化和高效化。与工业经济的

发展历程相似，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正在想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着信息化的问题，因此农业现代化与农业

信息化出现了重叠时期。通过信息技术与农业现代化技术的结合，可有大幅和高效地提高农业现代化

项目的建设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具体表现在: 信息化带动农民生活消费现代化、提高

农业生产管理水平、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水平、农业市场流通效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带动农业生态环境

改善。当前，我国需要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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