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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该文分析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等典型国家在面临“ 中等收入” 阶段的企业创新主体建设状况ꎬ发现

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典型国家在当时阶段都已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ꎬ而落入陷阱国家企业的创新主体地
位建设薄弱ꎮ 这对中国目前面临的“ 中等收入” 阶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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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历史经验ꎬ当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
展过程中ꎬ跨过人均 ＧＤＰ 一千美元左右的“ 贫困陷
阱” 后又会直面一个“ 中等收入陷阱” ꎮ 已有经验表
明ꎬ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 ＧＤＰ 增长到三千到四千
美元附近后ꎬ增长乏力ꎬ始终无法突破人均 ＧＤＰ 一

万美元大关并稳定向上ꎬ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ꎬ
而是人均 ＧＤＰ 始终徘徊在低端位置ꎮ 这主要是由
于这些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均 ＧＤＰ 进入中等收

入阶段后ꎬ由于各种内因和外因的影响ꎬ无法克服与
化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累积的各类矛盾ꎬ经济发

尤其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可以看出ꎬ创新是一国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ꎮ 某种意义上ꎬ创新的本质是
促进科技和经济的融合ꎬ 其中存在 着 一 条 从 Ｒ＆Ｄ

(研发) 到转变为经济效益的创新价值链ꎬ而企业就
是这个创新价值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ꎬ它是把科技
竞争力直接转化为经济竞争力的“ 加工场” ꎮ 因此ꎬ
考察跨越和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当时阶段的

企业创新主体建设状况ꎬ就具有了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众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 张
平等ꎬ ２００８ꎻ 蔡 昉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０１１ꎻ 马 岩ꎬ

２００９ꎻ胡鞍钢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２ꎻ王一鸣ꎬ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２ꎻ
等) 进行了分析和探讨ꎬ也有专注于从科技创新角

阱” 无法跳出ꎮ 例如ꎬ大多数拉美国家( 以巴西为典

度探讨的论文( 李春景ꎬ２０１１) ꎮ 对于跨越“ 中等收

型代表) ꎬ在 １９６０ 年代至 １９７０ 年代已经进入中等收

没有发现从企业创新主体建设状况角度来探讨各国

展长期上下徘徊甚至下跌不前ꎬ落入“ 中等收入陷

入国家行列ꎬ但其后人均 ＧＤＰ 一直徘徊在原地附

近ꎬ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ꎬ失去了几十年的时间ꎮ
与此相反ꎬ人均 ＧＤＰ 处于这一阶段的早期的美国

(１９６０ 年代) 和日本(１９７０ 年代) 以及较近时期的韩
国(１９８０ 至 ９０ 年代) 等ꎬ却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跨过
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ꎮ 经过多年发展ꎬ进
入 ２１ 世纪后ꎬ中国已于 ２００８ 年突破人均 ＧＤＰ 三千
美元ꎬ２０１５ 年人均 ＧＤＰ 约为八千美元左右ꎬ按照目
前的 ＧＤＰ 年增长率ꎬ今后几年是中国能否顺利突破
“ 中等收入陷阱” 的至关重要时期ꎮ 由经济学理论ꎬ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１１
作者简介:陈虎ꎬ研究生ꎬ主要从事农业经营管理ꎬ企业创新等方
面的研究ꎻ王一鸣ꎬ博士ꎬ副调研员ꎬ主要从事科技创新、研发产业等
方面的研究ꎮ

入陷阱” 多有提到要加强企业创新ꎬ但是国内目前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比较研究文献ꎮ 本文在实
证上ꎬ比较研究跨越和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在
当时阶段的企业主体建设状况ꎬ力求论证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的确立ꎬ是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一个可
行路径ꎮ

１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典型国家的企业创

新主体建设状况
科( Ｄ.Ｃｏｅ) 和赫尔普曼( Ｅ.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人收集

大量数据ꎬ系统研究了技术变化与生产率增长之间
的关系ꎬ结果显示ꎬ１９９０ 年七国集团( Ｇ７) 国内研发

支出的回报率平均为 １２３％ꎬ对于较小的几个国家ꎬ
平均回报率也达到了 ８５％ꎮ 实证结果在此也指出

了科技研发的巨大经济推动力和对不同国家的普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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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性ꎮ 对于中国科技研发成果的转化ꎬ特别是在应用

之前ꎬ科技研发基本上是一种受个人好奇心推动的

成果转化上的问题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是计划经

小范围、小规模活动ꎮ 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之交ꎬ在

济体制的产物及受其后续影响导致的ꎮ 在企业没有

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德国和美国ꎬ企业开始在内部创

成为一国的创新主体的情况下ꎬ容易导致研发资源

立自己的研发实验机构ꎬ以此为标志ꎬ研发开始成为

与市场需求的分离ꎬ从而使得研发的经济效益较为

企业的一种内部职能ꎻ自此之后ꎬ以美国和欧洲国家

低下ꎮ 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ꎬ它的研发机构直接面

为代表的企业ꎬ其内部的研发活动以及其研发成果

向市场ꎬ可以随着市场需求ꎬ灵活的处理研发什么和

的产业化一直是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主力ꎬ

如何研发与生产的问题ꎬ可以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研

也是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源ꎮ 在此意义

发资源与创新要素ꎬ更高效的使得研发成果迅速带

上ꎬ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功且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来经济效益ꎮ 这也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得以高

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发达国家ꎬ它们的企业研发实验

效ꎬ并且是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的有效手段ꎮ

室的大力发展ꎬ确立了各自企业在各国创新体系中

另一方面ꎬ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其他科研机构在

的主体地位ꎮ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ꎬ企业内生

产学研合作体系中的研发创新的地位ꎬ也应该与各

的技术需求与革新的迫切需求下ꎬ刺激了企业广泛

自所承担的风险相匹配ꎮ 一旦研发创新等合作项目

设立自己的科学中心ꎬ企业实验室在这一时期的美

失败ꎬ企业将造成重大损失甚至面临破产风险ꎮ 而

国得到了极大扩张ꎮ 有数据显示ꎬ在 １９６０ 年代ꎬ发

大学和科研院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主要来源于外界ꎬ
包括政府研发投入和企业的合作研发投入ꎬ这些资
金的损失并不会对大学和科研院所造成类似于对企
业研发创新失败的风险和后果ꎮ 因此ꎬ从理论上来

达国家产生和使用的重大科技成果中ꎬ在美国首先
研发成功的占 ６７％ꎬ在美国首先使用的比重更大ꎬ
达到 ７５％ꎮ 以计算机与微电子为代表的新一代科
技革命首先诞生于企业ꎬ硅谷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是

看ꎬ在产学研合作体系中也应该确立与承担的风险

最著名代表ꎬ并自此占据世界科技创新潮流的显著

相对等的企业创新主体地位ꎮ 更进一步来探讨ꎬ确

位置ꎮ 在这一时期ꎬ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经费占到

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ꎬ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

全国研发总投入的大约 ６６％ꎬ而美国全国的研发总

个核心要素ꎬ作为微观经济组织的企业创新能力强
弱决定了宏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ꎬ是一
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微观层次上的核心要素ꎻ而

投入经费ꎬ约等于同时期世界其余国家研发支出的
总和ꎻ另外ꎬ有统计结果显示ꎬ美国约有 ７５％ 的研发

工作是在企业完成的ꎮ 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企业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成效ꎬ关系着一国的经济与社

研发实力最强的国家ꎬ企业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整

会发展ꎬ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有

体科技活动和创新体系的主体ꎮ

着显著意义ꎮ 按照国标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的统计

至于在上世纪曾经打造了“ 东亚奇迹” 的日本

数据ꎬ巴西 １９８９ 年人均 ＧＤＰ 突破三千美元ꎬ其后长

而言ꎬ在二战后的工业化进程中ꎬ其产品面对美国和

期左右摇摆ꎬ难以稳定的持续增长进入高收入区间ꎻ

欧洲企业强大科技优势等因素下带来的竞争压力ꎬ

而韩国 １９８７ 年突破人均 ＧＤＰ 三千美元大关ꎬ短短

不仅无法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ꎬ甚至本国的市

断上升ꎬ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 ꎬ稳定在高收入区

到ꎬ迫切需要提高其自身科技研发能力ꎬ从而提高日

几年时间ꎬ在 １９９５ 年即突破一万美元大关ꎬ其后不

场也被欧美产品蚕食ꎮ 日本政府和企业普遍意识

间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美国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日

本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力ꎮ 在紧盯市场需

本都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ꎬ迅速迈入高收入阶

求的前提下ꎬ对于车间和设备的更新换代等投资惊

段ꎮ 考察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国家的典

人ꎬ投入总额甚至超过了同期经济总量是日本 １. ８

型———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ꎬ发现在这个跨
越阶段中ꎬ它们都已确立了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ꎻ而
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以巴西为典型代表的一些
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等ꎬ企业创新主体建设情况薄
弱ꎮ 以下分国别来具体探讨ꎮ
实验室的兴起是美国的创新之源ꎮ 在工业革命

倍的美国ꎬ在 １９７０ 年此项投入占 ＧＤＰ 比例甚至达
到 １９％ꎮ 自 １９７３ 年到 １９８７ 年间ꎬ日本大力加大研
发投入ꎬ经费增长了 ４.４ 倍ꎮ 这种企业和政府对研
发活动的共识ꎬ大大提高了日本企业的研发效率和
生产效率ꎬ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ꎬ最终在美国、欧洲
等当时领先日本的发达国家树立了产品品牌ꎬ并自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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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确立了日本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ꎮ 日本
科技厅有统计数据表明ꎬ日本 １９７０ 年以后开展研发
活动的企业ꎬ其中约有 ７０％拥有自身的内部研发机
构ꎬ有的企业甚至按研发具体领域与职能的不同建
立了不同的专业研发实验室ꎬ这些数据表明日本已
经确立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ꎮ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的确立ꎬ是日本迅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重要推动力
之一ꎮ

３０ ∶ ７０ 之间微弱波动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韩国企业
研究所的数量从 １９８３ 年的 １００ 个左右ꎬ发展到 １９９１

年的 １ ０００ 个左右ꎬ到 ２０００ 年时已经有 ５ ０００ 多ꎬ

２００４ 年更是超过了 １０ ０００ 个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韩国
中小企业的研究所数量增加的更为迅猛ꎬ占企业研

究所的比例从 １９８１ 年的 ０ 起步ꎬ１９８８ 年为 ５３.３％ꎬ

１９９８ 年增长为 ７８.７％ꎬ２００８ 年甚至达到 ９３.９％ꎮ 宏

观上来看ꎬ企业研究所ꎬ尤其是分布广泛的中小企业

韩国在上世纪 ６０ 年代ꎬ政府的科技政策仅仅是

研究所的大规模创立ꎬ使得韩国自 １９８０ 年代中后期

能力在这一时期并不是韩国的首要目标ꎮ 在上世纪

外ꎬ通过考察在发明专利的申请中企业所占比重来

８０ 年代后ꎬ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加强了本国研发成

分析企业研究所研发创新的成效ꎬ发现企业发明专

关高科技研发成果的限制ꎬ这使得韩国越来越难获

８７.５％ꎬ这也进一步表征了韩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

引进和消化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ꎬ自主研发

果、先进科技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ꎬ以及对于出口相
得国外的高新科技成果ꎬ之前引进和消化的科技政
策因此难以再适应本国发展需求ꎮ 面对这种外部环
境的变化ꎬ韩国政府立即调整政策ꎬ制定新的各种政
策措施等ꎬ鼓励并支持本国企业提升自己的研发与

开始ꎬ逐步确立并加强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ꎮ 另

利所占比重极高ꎬ比如在 １９９７ 年其所占比重达到
位ꎮ

２

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典型国家的企业创

新主体建设状况

创新能力ꎬ企业开始大幅增加研发投入ꎬ并开始学习

相对于确立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ꎬ从而获得科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经验ꎬ大力创建企业自身的研

技跨越和巨大经济效益、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发机构ꎮ 在此阶段ꎬ韩国创建了数量惊人的中小企

阶段的发达国家而言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期间落入“ 中

业研究所ꎬ并于 １９８４ 年设立了中小企业技术开发基

等收入陷阱” 的巴西等国成为了反面的例证ꎮ 巴西

金ꎬ１９８６ 年设立了工业发展基金ꎻ通过制定« 促进中

的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设严重不足ꎬ具体可以从以

小企业经营稳定及结构调整的特别措施法» ꎬ使企

下几方面分析ꎮ

业的研发和投资有了显著提高ꎮ 韩国的科技政策ꎬ

首先ꎬ在当时面临中等收入阶段的巴西ꎬ其宏观

也由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转变到以增强自

上的科技政策与制度的设计严重阻碍了国内企业的

主研发能力为主ꎮ 韩国的 Ｒ＆Ｄ 强度( 国内研发支

科技创新与发展ꎮ 由于巴西的进口替代政策以及巴

发强度为 ０.５６％ꎬ１９９０ 年为 １. ７２％ꎬ１９９３ 年则猛增

两方面的不利影响:其一ꎬ国内企业从外部获得所需

技术创新从“ 模仿” 转变为“ 创新” 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

长ꎮ 这就打消了占有极大比重的本土企业进行科技

出总额 ＧＥＲＤ 与 ＧＤＰ 比值) 不断增加ꎬ１９８０ 年的研

西国家工业产权局设立的技术转移制度ꎬ至少导致

到 ２.１２％ꎬ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ꎬ从而标志着韩国的

技术转移的审核和批准手续极为繁杂ꎬ所需时间冗

韩国国家创新体系也逐步由上世界 ６０ 年代时的政

创新、引进新技术的动力ꎬ从总体上削弱了巴西国内

府主导转变为企业主导ꎬ具体可以从政府与民间部

企业的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ꎮ 其二ꎬ巴西严格的技

门对研发投入的比例结构变化中得以体现ꎮ ( 韩国

术转移控制制度与国外投资制度的缺陷ꎬ导致外国

费ꎮ)１９６３ 年ꎬ政府投入占 Ｒ＆Ｄ 投入经费的 ９７％ꎬ民

并且不划算ꎬ最终导致外国投资者也不愿意在巴西

不断上升ꎬ到了 １９９７ 年ꎬ民间资本的比重已上升到

的科学技术ꎮ 执行不力的巴西知识产权保护更是加

保持着ꎬ据韩国 ２００８ 年的«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

能获得的技术不是陈旧的ꎬ就是没有什么市场竞争

公共部门研发投入与民间投入的比重在 ２４ ∶ ７６ 到

西几乎没有企业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去考虑提升产品

的民间部门 Ｒ＆Ｄ 投入包括企业和个人等投入的经

投资者认为在巴西申请新技术的使用许可很麻烦ꎬ

间资本仅占 ３％ꎻ进入 ８０ 年代后ꎬ民间资本所占比重

使用其国外母公司或者国际上领先的、更有竞争力

７３％ꎬ而政府比重下降为 ２７％ꎮ 并且这种比例一直

剧了以上两个不利影响ꎮ 这就必然导致巴西企业所

调查报告» 中的数据ꎬ自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７ 年ꎬ政府与

力的ꎮ 在这一面临“ 中等收入陷阱” 的关键时期ꎬ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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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ꎬ或者去研发新的产品及设计ꎬ大多数企业的

可行的路径选择ꎮ

市场地位更多地依赖于粗放生产方式上ꎬ例如自然
资源的开采以及廉价的劳动力ꎮ 这些不利因素从制
度层面严重限制了巴西的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设ꎮ
其次ꎬ企业研发体系相对于政府处于弱化地位
是另外一个关键不足ꎮ 宏观上来看ꎬ巴西在中等收
入阶段完全是政府主导研发投入ꎬ社会资本所占比
重较低ꎮ １９８２ 年ꎬ政府投入占 Ｒ＆Ｄ 资金 ６７％ꎬ而企
业的 Ｒ＆Ｄ 投入 比 重 仅 占 ２０％ꎮ 这 种 政 府 占 Ｒ＆Ｄ

支出主导地位的模式ꎬ也同样存在于阿根廷、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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