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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远意义
钟祥财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ꎬ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 科技创新将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动力ꎬ是摆脱中国几百年来贫穷落后循环怪圈的历

史性选择ꎬ也是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ꎬ建设小康社会ꎬ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ꎮ 当前ꎬ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科技创
新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尤为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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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工作时

平就提出:“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ꎬ关键是科学技术要

要求ꎬ上海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能上去ꎬ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

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在世界前列ꎬ加快向具有全

行? 要承认落后ꎬ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ꎮ” １９７８ 年ꎬ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ꎮ 这一艰巨任务的提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时强调:“ 四个现代

出ꎬ既是对上海的信任ꎬ也清晰勾勒出新常态下中国

化ꎬ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ꎮ 没有现代科学技术ꎬ

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战略选择ꎮ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两

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ꎮ 没有

院院士大会上ꎬ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又对科技创

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ꎬ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

新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的阐述ꎮ

高速度发展ꎮ” 他认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ꎬ这是马

１

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ꎮ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ꎬ马克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并且指出:‘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ꎮ 现代科学技术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进程中ꎬ“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
科技创新力量” ꎬ“ 作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
大部署ꎬ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
力的战略支撑” ꎬ把科技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 ꎬ“ 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
足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ꎮ 在概括了

２１ 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ꎬ全球科技

创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之后ꎬ他强调:“ 科技创新ꎬ
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ꎬ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
迹ꎮ”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ꎮ 作为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ꎬ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重视ꎬ为
突破当时的思想禁锢ꎬ激发社会经济的活力ꎬ起到了
积极作用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ꎬ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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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ꎮ
的发展ꎬ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ꎮ 科学
技术作为生产力ꎬ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ꎮ” 在他
看来ꎬ“ 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ꎬ决定
它的发展方向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ꎬ
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ꎬ靠的是什么? 最
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ꎮ” １９８８ 年ꎬ邓
小平表示:“ 马克思说过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ꎬ事实
证明这话讲得很对ꎮ 依我看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ꎮ” 在 １９９２ 年初的南方谈话中ꎬ他再次嘱托:“ 经
济发展得快一点ꎬ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ꎮ 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ꎮ 近一二十年来ꎬ世界科学技术发展
得多快啊! 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ꎬ带动一批产业
的发展ꎮ 我们自己这几年ꎬ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
这么快吗? 要提倡科学ꎬ靠科学才有希望ꎮ” 他殷切
希望:“ 高科技领域ꎬ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搞科技ꎬ越高越好ꎬ越新越好ꎮ” 在思想理论上
明确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ꎬ使三十多年来的经济
发展具备了现代内涵ꎬ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
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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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改革开
放以来ꎬ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ꎬ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ꎬ众多主要经济指标名列世
界前列ꎮ 同时ꎬ必须清醒地看到ꎬ我国经济规模很

的书就有 １００ 多本ꎮ 是什么时候呢? 学了多长时间
呢? 早期大概是 １６７０ 年至 １６８２ 年间ꎬ曾经连续两
年零 ５ 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ꎮ 时间不谓不早ꎬ学的

不谓不多ꎬ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ꎬ也

大、但依然大而不强ꎬ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

学了不少ꎬ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

而不优ꎮ 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

展起什么作用ꎬ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 ꎻ其二ꎬ

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ꎮ” 导致
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ꎬ其中包括相关经济学理论的
认识模糊ꎮ 有一种观点认为ꎬ中国经济有可能保持

２０ － ３０ 年的快速增长ꎬ问题在于选择正确的战略ꎻ一

“１７０８ 年ꎬ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ꎬ后
用 １０ 年 时 间 绘 制 了 科 学 水 平 空 前 的 « 皇 舆 全 览
图» ꎬ走在了世界前列ꎮ 但是ꎬ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

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ꎬ社会上根本看不见ꎬ没有对

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ꎬ一是各种生产

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ꎮ 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

因素要素的增加ꎬ二是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

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ꎬ使西方在相

升级为高附加值的产业ꎬ三是技术进步ꎬ其中最重要

当长一 个 时 期 内 对 我 国 地 理 的 了 解 要 超 过 中 国

的是技术进步ꎻ至于如何实现技术进步ꎬ无非有两种

人ꎮ”

方式ꎬ一是自主研发ꎬ二是模仿和购买ꎻ由于技术开

在学术界ꎬ“ 李约瑟之谜” 曾引发人们的浓厚兴

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ꎬ而模仿和购买新技术

趣和长期思考ꎮ 李约瑟是一位英国科学家和科技史

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ꎬ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

大师ꎮ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ꎬ他关注的重要问题是:

国家ꎬ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ꎬ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ꎬ而未在中国

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进优势ꎬ

( 或印度) 文明中成长? 从 １９４３ 年开始ꎬ他八次来

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ꎮ 作为
学术探讨ꎬ提出这样的思路无可厚非ꎬ在改革开放的

华考察ꎬ撰写了 ７ 卷 ３４ 分册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 ꎬ
而长久困惑的难题仍然没有破解ꎬ即全世界有很多

初期ꎬ学习、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也不失为明智之

基础性的发明产生在中国ꎬ但是后来的科学革命和

举ꎬ但把技术模仿作为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ꎬ显然与

工业革命却不是在中国发生?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有所偏
离ꎮ

无独有偶ꎬ当时中国学者吴景超也思考了相关
的问题ꎮ 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不发达缘于二

正因如此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施创新驱动

因:一者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ꎬ没有用在这个上面ꎮ

发展战略ꎬ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ꎬ最紧迫

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ꎬ其用心的对象ꎬ并不是私人的

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ꎬ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

意志决定的ꎬ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ꎮ 中

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ꎮ 面向未来ꎬ

国自西汉以后ꎬ知识分子的心力ꎬ都用在儒家的几部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ꎬ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

经典上面ꎮ 在这种工作上面ꎬ我们的祖宗ꎬ也曾表示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ꎬ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

了许多难能而并不可贵的本领这种耐心ꎬ这种

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ꎬ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

毅力ꎬ假如改变了途径ꎬ用在自然科学上面ꎬ不见得

伐ꎮ” 强调这个原则很有针对性ꎬ非常及时ꎬ是向中

就没有成就罢ꎮ 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下过功夫的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性回归ꎮ

民族ꎬ对于自然科学ꎬ自然没有成绩可说ꎮ 但没有下

２

过功夫ꎬ并非不能下功夫ꎬ这一点我们是要认识清楚

历史现象的深刻反思

的ꎻ二者ꎬ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ꎬ受别个文

在这次讲话中ꎬ习近平总书记涉及了历史的话

明国家的益处太少ꎮ 我们偏在东亚ꎬ而世界上的文

题ꎮ 他说:“ 我 一 直 在 思 考ꎬ 为 什 么 从 明 末 清 初 开

明国家ꎬ大多数都在西方ꎮ 我们与他们ꎬ因为过去交

始ꎬ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ꎮ” 他举了两个例子:其一ꎬ

通不便的缘故ꎬ接触是很少的ꎬ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文

“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ꎬ请了西方传

明ꎬ我们不能借来做我们的文化基础ꎮ 换句话说ꎬ我

教士给他讲西学ꎬ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

们的文化基础ꎬ在十九世纪以前ꎬ虽然已经含了不少

物学、解剖学、音乐ꎬ甚至包括哲学ꎬ光听讲解天文学

外来的成分ꎬ但大体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建筑起来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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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ꎬ因彼此距离很近ꎬ一国的发明ꎬ不久便成

推广应用的三级跳ꎬ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

为各国共同的所有品ꎬ所以他们的文化基础ꎬ可以说

新驱动发展ꎮ”

是各国共同建筑起来的ꎮ
他们的看法见仁见智ꎬ综合起来无非有两点:首
先ꎬ中国人是具备科技创新能力的ꎻ其次ꎬ如何把善

讲到对接ꎬ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ꎬ科技创新的
主体是 谁? 对 此ꎬ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明 确 表 示: “ 多 年
来ꎬ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

于技术发明的禀赋转变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实力ꎬ并

力、不顺、不畅的痼疾ꎬ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

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ꎬ需要在文化培育、制

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ꎬ创新和转

度设计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实行变革ꎮ 习近平总书记

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ꎮ 就像接力赛一样ꎬ第一

列举了康熙习西学和« 皇舆全览图» 的绘制两个例

棒跑到了ꎬ下一棒没有人接ꎬ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

子ꎬ意在说明:“ 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ꎬ

跑ꎮ”“ 要解决这个问题ꎬ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ꎬ

学得再多ꎬ束之高阁ꎬ只是一种猎奇ꎬ只是一种雅兴ꎬ

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ꎬ处

甚至当作奇技淫巧ꎬ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

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ꎬ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

用ꎮ” 这一论断视野开阔ꎬ思路清晰ꎬ既是一个新颖

深度融合ꎬ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

的学术见解ꎬ也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破解历史迷局

的通道ꎬ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ꎬ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

指点了突破口ꎮ

新体系ꎬ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ꎮ”

３

转变方式的必由之路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深化经济改革的核
心所在ꎮ 就科技创新而言ꎬ政府的作用是“ 加强统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ꎬ生产力

筹协调ꎬ大力开展协同创新ꎬ集中力量办大事ꎬ抓重

是社会的经济基础ꎬ文化教育是上层建筑ꎬ经济基础

大、抓尖端、抓基本” ꎮ 而在激发创新需求、参与创

决定上层建筑ꎬ同时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ꎮ

新过程、承接创新成果等方面ꎬ则要让市场起决定性

这就告诉我们ꎬ科学技术要能够不断创新ꎬ一方面要

作用ꎬ要尊重市场经济的法则ꎬ充分发挥企业家作为

有经济基础的支撑ꎬ另一方面要有经济基础的需求ꎬ

市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ꎮ 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及其价

如果二者的联系割裂了ꎬ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

值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率先发现的ꎬ他把那些敢

良性互动的活力ꎮ 以此反思历史ꎬ封建社会长期停

冒风险ꎬ第一个把发明引入生产体系的企业家称为

滞的原因昭然若揭ꎬ以此思考当下ꎬ转变经济发展方

“ 创新者” ꎬ认为这些人是动态经济中的经济主体ꎬ

式刻不容缓ꎮ

他们身上具备着不畏风险、有进取精神、不因循守

改革开放以来ꎬ对中国奇迹的各种理论解释很

旧ꎬ不断倡导和实现“ 创新” 等素质ꎬ正是那些包括

多ꎬ其中有一个说法是ꎬ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投

品种创新、质量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市场创新、原料

资、出口和消费“ 三驾马车” 拉动的ꎮ 暂且不论这个

来源创新、产业组织创新等在内的企业家活动ꎬ“ 构

概括是否有经济学说史的经典依据ꎬ仅就目前中国

成经济发展基础的各种新组合” ꎮ 显然ꎬ在科技创新

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而言ꎬ这种发展方式至少是难

问题上ꎬ政府具有提供制度供给ꎬ确保教育投入、集

以为继的ꎮ 习近平总书记说:“ 现在ꎬ世界发达水平

中力量办大事等作用ꎬ市场则应发挥创新成果产业

人口全部加起来是 １０ 亿人左右ꎬ而我国有 １３ 亿多

化的需求者、检验者、参与者和配置者的作用ꎬ二者

人ꎬ全部进入现代化ꎬ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

并不是矛盾的ꎬ替代性的ꎬ而是对接的ꎬ可以良性互

要翻一番多ꎮ 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

动的ꎬ需要通过改革实现有机融合ꎮ 正是在这个意

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ꎬ那全球现有资源都

义上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

给我们也不够用! 老路走不通ꎬ新路在哪里? 就在

国发展的新引擎ꎬ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

科技创新上ꎬ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

不可少的点火系ꎮ 我们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

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ꎮ” 而要完

点火系ꎬ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ꎮ”

成这一转变ꎬ关键在于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

总之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

对接ꎬ也就是说ꎬ“ 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

讲话内涵丰富ꎬ思想深刻ꎬ完整揭示了科技创新将成

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ꎬ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

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动力这一历史趋

８２

钟祥财:论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远意义

势ꎮ 这是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大业的继承和发展ꎬ
是摆脱中国几百年来贫穷落后循环怪圈的历史性选
择ꎬ也是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ꎬ建设小康社会ꎬ实
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ꎮ 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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