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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资源之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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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从资源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只有两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和
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次转变尚未完成,第二次转变已经开始,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的双重性明显,因此要同时考虑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发展知识经济的双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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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 要从粗放经营

着人类的开发利用其存量逐渐减少,因而是一种减

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积极推进“ 经济增长

在开发利用物质资源的过程中,人类运用自己

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冶1995 年 9 月,

量型资源。

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冶 ,并指出这种转变是

的智慧,逐渐积累形成了一种“ 非物质资源冶 ———知

“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冶 的内容概括为“ 两个坚持,三

因知识的传承而延续,但也因物质资源开发利用的

实现未来十五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十七大报告把
个转变冶 。 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深化改革是加

识资源。 知识资源因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而量增,
终结而停止在一定的量上。 从数值特征上看,只要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

知识传承始终延续,知识资源就是一种恒量资源。

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从资源

1. 2摇 资源与经济发展方式

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梳理,就会发现现阶段中

资源的禀赋能够对经济发展方式构成实质性的

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双重转变要求。

制约。 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

1摇 资源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

物质或非物质资源之上。 在不同的资源基础上,进

1. 1摇 三种资源及其特征

资源是经济之“ 源冶 。 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

行的经济活动各具特色,进而形成了各异的经济社
会形态。 每一种经济社会形态都有其所依托的单一
的主导资源,这种资源对该社会形态有着最大的经

必须依赖于特定的资源,而一切原始的物质资源归

济贡献,而每一次主导资源的转变都会引发经济发

根到底都来自于自然系统。 所有自然系统中的资源

展方式的转变。

统称为自然资源。 “ 所谓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

在农业经济形态中,对经济贡献最大的资源是

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以提高人类

土地、动物或植物。 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决定了农业

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冶

经济的分散经营方式,动物、植物的生长过程决定了

自然资源是一种物质资源,从数值特征上看,可

农业生产的周期性与可持续性。

分为恒量的再生资源和减量的非再生资源。 再生资

土地本身虽然不可再生,但其肥力是可以再生

源一般自我更新速度较快,只要不超出其自我更新

的,可以反复地进行农业种植。 在土地上栽培的农

的能力限度,再生资源在数量上是恒定的。 非再生

作物、饲养的动物都属于再生资源。 只要不破坏这

资源自我更新速度慢,不具有可预期的再生能力,随

些再生资源的资源承载力,农业经济就是一种可持
续的经济形态。 因此,分散经营的农业经济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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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世界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 我们可以看到再生
资源( 土地和动植物) 的属性决定了农业经济的发
展方式。 在对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人类创
造积累形成了针对再生资源的知识体系,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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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天( 文) 、地( 理) 、生( 物) 冶 这三个领域的知识资

类目前已经经历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并

工业经济是建立在矿物质和化石燃料等非再生

工业经济诞生于农业经济的母体。 工业经济从

资源基础之上的经济形态。 矿物质和化石燃料比较

无到有、由弱渐强需要从农业经济中转移资金、劳动

分散地蕴藏在自然界中,但可以较为轻易的转移,这

力甚至是农业赖以存在的土地资源。 从历史上看,

为工业经济在工厂中集中加工或开发这种资源提供

由农业经济形态向工业经济形态的转变过程中,要

了可能。 然而矿物质和化石燃料都是减量型的资

求以损害农业经济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经济。 “ 通过

源。

源,随着人类开发利用,其存量逐渐减少,而且化石

且正在经历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牺牲农业发展工业,似乎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

燃料的使用会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工业

经济的一般规律。冶 英国是第一个进行和完成工业

经济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成为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形

化的国家,其本土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萎缩,到

态。 在对非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人类也创

19 世纪 70 年代其农产品日渐依赖进口。 据统计,

造积累形成了针对非再生资源的知识体系,主要表
现为“ ( 物) 理、化( 学) 冶 这两个领域的知识资源。

上述知识资源是人类具有或创造的“ 非物质资

为了推进工业化,中国在 1952 年至 1990 年,从农业
净调动资金约 1 万亿元。 仅在人民公社时期,主要
通过“ 剪刀差冶 等方式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资金就

源冶 ,其本身并不能成为我们的物质条件,但是知识

达到 5 303 亿元。 因此可以说,“ 工业化是世界各国

我们能够“ 提供知识以找出应用现有知识的创造效

又是各国发动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冶

资源的开发利用仍然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收益———当

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剩余积累

益的最佳方法冶 时,我们就能够获得经济收益。 显

知识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由主要依靠增加物

然,在对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人类也应创造

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

积累形成了针对知识资源的知识体系,现在我们还

管理创新转变,完全符合现阶段我们通常所提及的

无从给出这个知识体系的描述。

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以知识资源为主导资源的经济形态被称为知识

知识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翰·

经济。 “ 知识经济不是工业社会而是知识社会的经

奈斯比特( John Naisbitt) 认为 1955 年美国白领工人

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 较之工业社会,知识社

人,是美国进入信息时代的标志。 也有学者认为,比

会的核心特征,是知识和人才取代自然资源、机器设

尔·盖茨等一大批知识企业家的涌现,不仅标志着

备等有形资本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工业经济时代行将过去,同时也预示着新的知识经

成为创造财富的第一资源,知识经济成为社会的主

济时代的必将到来。

济形态。冶 在知识经济形态中,知识要素在经济和社

要经济形态,创新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和竞争力的

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在人数上首次超过蓝领工

从主导资源的角度来讲,仅仅有知识资源的从

核心因素。冶

业者,或者仅有依托知识资源的企业的出现,还不足

2摇 现阶段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双重性

以判定知识经济是否已经超越工业经济成为主导经
济形态,还需要从知识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来考量。

2. 1摇 经济发展方式的两次转变

只有当知识资源对经济社会的贡献率超过了再生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主导资源的角度可

源和非再生资源资源,才能认为知识经济已占据主

以把经济发展方式理解为在不同资源基础上进行的

要地位,经济形态已完成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然而,

不同经济活动方式。 人类所能利用的资源只有三个

现行产业结构把知识经济划归第三产业大类,依托

类型,由此可以推论人类所能遇到的经济发展方式

知识资源的产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软件业等)

的转变只有两次:第一次是物质资源层面内的转变,

与依托其他资源的产业并没有严格区分,依照现行

即从以再生资源为依托的农业经济形态向以非再生

的产业结构的划分标准是无法准确衡量知识资源对

资源为依托的工业经济形态的转变,第二次是物质

经济社会的贡献率的,因而也不能准确判定一个国

资源层面向非物质资源层面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

家或社会是否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或离知识经

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转变。 人

济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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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是人类发展史上已

方式的转变问题,正是我们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

经历的仅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这种转变是物

第二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已经初步显现的资

质资源层面内的转变,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

源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后得到的

变则是一种物质资源向非物质资源的转变,第一次

经验性结论。 但中国本身并没有完全完成第一次经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能否为之提供借鉴,以及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现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

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之提供借鉴还有待进一步的探

变的双重性是比较明显的。 这是我们国家在经济发

讨。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知识经济必然在

展道路上有异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性,也是大多

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孕育、发展、成熟。 尤

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普遍情况。

其是知识经济的初期发展需要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

3摇 结论与启示

济中转移更多的资源,这或许也会像工业经济由农
业经济中脱胎而来时损伤农业经济一样,造成对现
有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损害。

从主导资源的角度来看,在人类经济社会的发
展历程中只有两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种是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开发再生资源和非再生资源

物质资源层面内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另

一样都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压力,而且如果处理不当

一种是从物质资源层面向非物质资源层面的转变。

都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例如历史上农业

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面临着双重

生产曾致使土地荒漠化。 而知识资源的使用基本不

任务,原有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尚未完成,随着世界经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客观负面影响,因此由工业经济

济发展的走向,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又被提上日程。

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完全符合我党提出的转变经济发

重新界定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

展方式的生态要求。

要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

2. 2摇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双重性

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更重要的是要把知识经济从第

人们之所以愿意选择损害已有经济形态,来改

三产业中独立出来,把知识经济作为一个产业来着

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因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可预

重发展。 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考虑四个产业的

见的时期内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但是原有经

协同发展。

济形态的损失又会使得这种转变面临阻力。 这也是

改革产业结构考量指标。 农业、 轻工业、 重工

现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久推难转的症结所在。

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划分,以及简单

从目前来看,第二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然需要

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划分不符合知识经济的发

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探索过程。

展要求,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并不能准确地

中国的第一次转变从建国后开始,至今一直在

反映知识经济的发展情况。 需要重新设定产业结构

持续,现在同时面临着第二次转变,因此中国经济发

的衡量标准,更加准确细致地显示依托知识资源的

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双重性。 就目前来看,中国较为

知识经济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

改革行政官员考核方式。 现行行政官员评价考

段;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东三省处于工业化后

核体系偏重于 GDP 增长速度,仍然属于工业经济的

期的前半阶段。 走在最前端的北京、上海在 2010 年

指标体系。 而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准确掌握知

即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处于

识资源的经济贡献率的基础上,把促进知识资源的

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 总体上,中国已经基本从

开发和知识经济的增长作为行政官员政绩考核的一

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

项重要指标。

我党十八大把基本实现工业化作为 2020 年奋斗目

企业创新重在知识行业。 工业企业创新在工业

标之一,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仍然是一个艰巨的

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传统的工业企业的创

历史任务。

新会进一步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 但是,知识社会

第二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时代的潮

中的经济发展将主要依靠知识企业的创新。 在向知

流,也是当今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方向,这

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知识企业应该逐渐成为创新

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中国目前热烈讨论经济发展

的主体。 在中国面临经济发展方式双重转变的过程

张栋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资源之维

中,有必要对两种企业创新做出区分,分别加以促
进。
统筹发展方式的双重转变。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双重性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由物质资源向非
物质资源的转变,尚未完成的物质资源层面内的转
变,亦即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依然是一个艰
巨的历史任务。 因此需要统筹两次转变,实现真正
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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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erms of the resources dimension, there are only twice transform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econom鄄

ic development mo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the industrial economy and the transforma鄄

tion of the industrial economy to the intellectual economy. At present, China 's first transformation has not been

completed and the second has just begun. The dual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s
evident. Therefore the new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economy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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