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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分析了数字化产业与传统制造业产业间融合的阶段特征,以及产业融合为数字化产业及制造业

数字化带来的创新性效益。 以产业融合过程出现的阶段性问题为导向,分析了促进数字化产业与传统制造产业融
合的具体引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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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
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
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

达到 31. 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4. 8%。

1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众

进入 21 世纪,随着传感器、计算及存储技术、通讯及

多挑战。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能否把握

互联网技术、基础算法研究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批

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变革中

以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和视觉检测为代表的数字

国经济增长方式等重大问题。 分析目前公布的产业

化产业。 同时,数字化产业已经渗透至社会各领域,

政策和数据可以发现,现阶段中国发展数字经济面

推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向网络化、数字化及智能

临的挑战主要在于:

化方向发展,使得经济环境发生了跨维度的改变。
数字经济是全球范围内公认的、引领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全球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埃
森哲的研究结果表明,预计到 2020 年,全球数字经
济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将达到 25%。 2015 年以来,世

1. 1

中国数字经济的总规模仍然相对较小
2016 年美国 数 字 经 济 的 规 模 约 为 11 万 亿 美

元,占其 GDP 的比重约为 59. 2%。 相比较而言,中
国数字经济的总量,以及数字经济 GDP 占比仍然较
低。 中国数字化产业自身实力不强,无法实现对三

界上已有近 30 个国家发布了本国数字经济发展蓝

大传统产业的全面带动。 国内大部分中小型制造企

在中国,“ 数字经济” 一词首次出现在 2017 年

级刚起步,数字经济新业态还在形成的过程中。 中

图,各国间数字经济发展的竞争日益激烈。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出国家层面上对数字经济

的重视。 自 2015 年以来,以“ 互联网 + ” 行动计划、
《 中国制造 2025》 和“ 国家大数据战略” 等为代表的
行动计划陆续出台,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数字经济战
略发展方向的选择。 在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下,中
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初现成效。 据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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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还处在工业 2. 0 的水平,多数企业数字化技术升
国信息技术的后发优势,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1. 2

受制于国内在“ 小、专、精、尖” 技术领域的研

发和制造能力不足,中国传感器、芯片及基础软件等
产业的发展面临短板
由于底层硬件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据采集和
软件测试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无法满足数字经
济发展的需求。 近期的中兴和华为事件,提示中国
数字经济的发展,仍然要提高技术自主创新的比重。
另一方面,目前各国还没有就全球网络空间的国际
规则达成共识,中国在这方面的话语权仍较为有限。

1. 3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偏重消费极
目前,中国工业行业的数字化水平要远低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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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数字经济还未能深入到制造、能源、交通及农

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通过蒸汽动力与农业生产的融

业等国民经济主体产业中。 社会上的资金和人力,

合,推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 第二次产

大量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网购及分享经济等下游产

业技术革命,通过电力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确立

业。 然而,以 BAT 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业,仅仅提

了近现代工业体系的爆发。 由此可见,历次革命性

供消费便利,并不创造实体产品价值,其总体规模占

的技术创新以及随之而来的产业融合,都势必成为

中国 GDP 比重仍远低于 1%,无法起到带动全社会

下一时代经济爆发的主导力量。

产业发展的作用。 中国互联网消费经济之所以能够

以史为鉴,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革命,推

取得短暂的爆发,主要因素还是基于暂时的网络人

动了通讯产业、传感器产业、计算机产业以及软件产

口红利,未来中国数字经济持续的发展,明显会受到

业的兴起,它们也代表着当前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新

市场规模瓶颈的制约。

兴产业。 在中国,随着数字化产业的发展壮大,也出

1. 4

现了数字经济向传统产业渗透的发展形式。 由于缺

美国目前主导全球数字经济贸易规则
自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 美国在全球积极推广其数字贸易规则,强调全

乏系统性的策略导向,这种融合仍处在单向依靠信
息化带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初级阶段。

球数字经济的发展美国利益至上,帮助美国企业降

数字化产业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应当以实

低其在外国数字经济市场所受的监管约束,使美国

现数字化产业的价值增量、带动传统产业存量转型

企业能够主导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

为目标,通过两者的深度融合,推动新产业新业态的

了数字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导

发展,最终落实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鉴于

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受到挑战。

此,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高度重视培育本国数字

综上所述,中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仍然受核心

化产业同传统产业的融合,并将其视为引领本国经

技术研发能力、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以及国际贸易规

济增长的主要动能之一。

则等壁垒的制约。 同时,受互联网消费经济依赖性

3

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数字经济的后继增长略显乏

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产业融合过程解析

力。 显然,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同传统产业融合,是促

数字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融合经济,分析数字经

进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提升的重要抓手,因此,研究推

济同传统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融合过程的内在规

动产业融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策略和方法,就显

律,以及融合带来的创新性效益,可以为推动产业融

得尤为迫切。

合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根据产业融合理论,数字技

目前,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融合的课题,多
集中在产业融合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传媒、金融和
服务等领域。 对于仍处于起步阶段的传统产业融合

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3. 1

技术融合阶段
现阶段,数字化产业逐渐形成了以无线组网技

领域,尤其是同制造业产业的融合,其融合特征及未

术、机器人、视觉检测、自动物流等一批通用的信息

来发展趋势仍然值得讨论。 受限于认知水平,本文

化技术。 通过在传统制造业生产设备中嵌入智能控

主要结合作者参与数字技术产业化的工作体会,讨

制系统,创造出具有分析、推理、决策的智能化生产

论数字经济背景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融合特

设备,通常能够实现减人增效的目的,为企业带来更

征以及数字化产业同传统产业融合过程中,应当思

加丰厚的利润。 然而,这种融合仍处在相对初级的

考的引导策略,相关结论供业内参考。

阶段,仅仅在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把控以及人力

2

成本节约等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仍属于微观层面上

技术革命与产业融合的历史启示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每一次产业飞跃的出现,

均是在科学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的基础上,催生了
一批创新能力活跃的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在自身高

的技术变革,还不具在宏观层面上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和经济快速增长的能力。
3. 2

商业融合阶段
随着数字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会

速成长的同时,能够通过溢出效应带动传统产业的

使制造业的资产投入成本、制造成本和核心技术等

转型升级,最后实现社会经济的爆发式增长。 例如,

逐渐趋于透明化,导致原有的产品开发模式和商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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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模式被打破,随着原有产业的重塑和新兴业态

来统计数据及分析结果的混乱,给准确把握中国数

模式的确立,促使数字化产业与传统产业进入商业

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的实际水平带来困难。 数字

融合阶段。 例如,随着数字技术同传统制造业的深

经济概念的提出,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目前国

入融合,产品生产将从批量化向定制化演变,促使传

内仍然缺乏科学有效的数字经济统计和分析模型。

统产业的产品开发、业务模式及市场推广趋于新型

因此,政府应当主导建立动态的、科学的数字经济发

商业模态,势必会推动制造业利润有效增长。

展指标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由统计部门发布数字

3. 3

经济数据及评价指标,更加标准、客观、公正的反映

产业融合阶段
随着产业领域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数字化产

中国数字经济及产业融合发展状况,为政府大政方

业同制造业产业将进入水乳交融阶段。 制造业产业

针的制定提供有效参考。

数字化的发展,也对传感器、无线网络、智能装备及

4. 2

计算设备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要求。 正如现阶
段工业生产领域对 5G 信息技术的强烈期待,上述

推动产业融合进程,亟需突破一批阻碍数字化

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
信息技术是实现产业融合的内在驱动力,中国

要求势必会促进数字化产业自身的提升。 自此,数

需要在集成电路、传感器技术及基础软件等领域加

字化产业与传统制造业之间的融合,进入了相互促

强科技攻关,率先突破一批核心技术。 要重视复合

进、协同发展的阶段,可以同时起到振兴制造业发展

型科技研发人才的培养,造就一批既具备数字化思

和壮大数字经济规模的作用,将为经济发展注入不

维和能力,又熟悉制造业流程的跨界人才。 最后,需

竭的动力。

要突出创新创业的作用,重视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

综上所述,数字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具备

化工作,加快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建立政府信息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然而,单靠

化技术产业化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重点关注信

企业自发尝试,很难突破传统产业转型的瓶颈。 因

息技术领域,打造一批带动能力强的数字化领域企

此,寻找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策略方法,探索

业。

精准的政策发力点,有利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自身

4. 3

潜能。

4

数字经济与传统制造业融合的策略分析

充分研究技术融合阶段潜在问题,通过建立有

效引导策略,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仅仅是技术融合发生的必
要条件,如果市场客观条件不足,技术融合仍然不会

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打破了产业界原

发生。 举例而言,中国中西部地区人力成本整体不

有平衡,势必带来现实的阻力。 数字经济与传统产

高,导致信息化设备的投资回收期较长;同时,中西

业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会受到数字技术自身发展

部地区的高端技术人才短缺,导致信息化设备的运

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突破传统产业现有市场

行成本偏高。 以上因素导致传统产业对数字技术需

维度的制约。 最后,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催生

求的动力不足,这种供需矛盾决定了技术融合阶段

的新兴业态,往往容易凸显政府监管制度的滞后性。

仍面临着一定的市场壁垒。 建议政府为企业提供技

按照第三节融合过程的解析,推动数字经济与

术咨询和对标诊断服务,引导企业关注信息化改造;

传统产业的融合,首先需要突破制约数字化产业发

同时转变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形式,提高信息化改造

展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同时加强数字技术的产业转

补贴的占比,降低信息化设备进入传统产业的门槛。

化,提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力。 其次,需要

通过政策引导,加快技术融合进程。

准确把握制约两者融合的症结靶点,通过落实针对

4. 4

性强的靶向政策,打破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障
碍,创造有利数字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 具体策略
建议如下:
4. 1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建立科学的数字经济

及产业融合统计标准和测算方法势在必行
数字经济考核标准及测算方法的不完善,会带

合理利用产业管制规则的调控,推动产业融合

尽快进入商业融合及产业融合阶段,有效发挥产业
融合高阶段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例如,将工业互联网的建设标准提升到国家发
布的高度,鼓励龙头企业按照国家发布标准,投入到
工业互联网的研发和建设领域中,努力促进工业互
联网作为一种商品的市场化流通。 另一方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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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深度融合,也增加了数字经
济发展的维度和未知性,建议定期举办全国性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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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产业大会,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研讨,
有效预测数字化产业同机械制造、能源化工、环境保
护等传统产业融合过程中,可能催生的商业及服务
模式的创新,以及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数字化产业
的新需求。
4. 5

产业融合跨学科、跨产业、跨地域的特点突出,

新生业态更加复杂,对传统政府监管模式形成挑战,
管理规制落后于市场发展的矛盾将会不断尖锐
找准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症结靶点,缓和政府
的产业管制,同样是推动产业融合的必要条件之一。
建议摆脱传统规划式的管制思路,转而通过把握产
部门一定的容错空间,通过诊断 - 反馈 - 评价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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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Integration Features and Guidance Strategy Explo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Taking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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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and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innovative benefits that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rings to the digital industry and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aking the staged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s a guide, specific guidanc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and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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