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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地，产业结构升级是依据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依次出现并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
结构变动现象。因此，本文为了表述便利，将产业结构升级等同于产业结构变化而交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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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制造业的行业特殊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一典型事实，去工业化引起了结构主义
者和持“卡尔多传统”学者的极大关注。基于是否生产剩余价值视角，力图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去
工业化理论，并全面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含义和政策意义。从概念上，重点区分和分析去工业化的两种
模式。此外，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去工业化的类型又可以分为: 在生产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和非生产剩余价
值生产活动之间的变动，与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构成变动。基于此，审视中国产业升级的道路选择，将对加
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实现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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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国“十三五”规划建议都强调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谋求创新发展，其中的
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理论上讲，产业转型升级涉及到动力、机制、发展演变、时间窗
口等众多因素的相互联系，而非所呈现出的产业结构升级①结果的唯一结论。接轨当前，中国产业转
型升级遭遇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复杂格局，并拘泥于国内外资源环境、市场环境、供需条件以及可能
基础的联合制约。于是，现实中各级政府将服务业占比提高和对应的产业结构优化显性指标视为产
业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考量。然而，这撕裂了制造业和可能创新之间的过程联系，也忽略
了产业结构变动中价值维度和价值构成的重要成因与后果。

去工业化是资源重置的行业变动，也是近 30年极为突出的世界产业结构演化现象。最先发生于
高收入国家，然后是中等收入国家，当前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等都出现去工业化。去工业化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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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结构和特征，经济活动远离工厂到更为分散的服务场所，生产活动将由易于组织与集中的“科
层”企业组织转变为更加非标准化与灵活性的“松脚型”企业组织。这种变动也将会影响工作过程的
性质和组织整体的收益水平，以及工人所关心的工作安稳性。作为这一典型事实，一国经济产业①构
成变化的最突出特征是:减少制造业，发展服务业，也即去工业化。一般地，去工业化被认为会影响经
济增长率和可持续性。当然，这也取决于去工业化的性质。

主流文献主要关注去工业化的原因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Singh( 1977 ) ［1］较早地界定了
去工业化的概念，指出去工业化是制造业成为一国经济体中“足以胜任的部门”，能够在社会可接
受的产出、就业和汇率水平上提供( 当前和潜在的) 足够净出口来满足该国全部进口需要而出现的
现象。基于此，Singh( 1977) 进一步证实，尽管英国制造业拥有递增生产力和增进的价格竞争力，但
事实上，递增成本使得结构不均衡的英国制造业反而恶化了竞争地位，并指出去工业化是这种“无
效率”的结果，而非原因。然而，Singh( 1977) 也将去工业化视作有疑问的，在某种程度上，去工业化
是经济体结构不平衡的显现，制造业不能以最低成本满足国内需要，也不能在合理汇率提供足够的
出口来满足充分就业时所需进口的等价外汇。Cairncross( 1978) ［2］将 Singh( 1977) 的去工业化方法
视作去工业化的“剑桥观”。Bacon和 Eltis( 1976 ) ［3］则将制造业的挤出归因于是政府支出增加的
结果。Thirlwall( 1982) ［4］以及 Bazen 和 Thirlwall( 1986) ［5］进一步拓展了去工业化对英国经济增长
负效应的分析，指出英国制造业出口需要不断下降是去工业化的原因，也强调了去工业化所导致的
对经济增长支付平衡的风险约束。Rowthorn 和 Wells( 1987 ) ［6］则引入对去工业化的重要区分，包
括正的去工业化和负的去工业化。正的去工业化被定义为一个充分就业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可
持续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发生去工业化是由于制造业生产力增加的如此之快，导致产量增加，以
致于该部门的就业量出现减少，或者是相对的，或者是全部就业份额。然而，这并不会导致失业，因
为服务业部门创造了大量新的工作机会足以吸收由制造业分流的工人。于是，这种去工业化是经
济成功的标志。而负的去工业化则是“经济失败的产品”: 由工业发展极度困难而发生，表现为产
出下降或者生产效率提升，但是从制造业溢出的劳动力不能被服务部门所吸纳。因此，将会提高失
业率。事实上，这种分类法引发出两个问题: ( 1) 制造业就业量相对减少的原因; ( 2) 错置的工人能
否被服务部门吸收。除了正的和负的去工业化，第 3 种去工业化是净出口格局的转换，主导出口的
产业由制造业转变为其他产品( 例如: 资源性产业) 和服务业，也导致劳动力和生产资源流向发生
改变。Tregenna( 2009) ［7］则在多国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去工业化的国际经验，将制造业份额
变化和就业量的层次分解为:制造业占 GDP 比重的变化、制造业增加值变化、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生
产活动的变化和经济发展。一般地，制造业就业量的下降往往与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减少
有关，而非制造业部门的规模或份额的整体下降，这意味着强调区分不同类型去工业化的重要性，
不但需要考虑制造业就业的趋势，而且还要考虑制造业产出的变化。事实上，一般地，去工业化可
以被定义为:制造业占全部就业量和制造业占 GDP 份额的可持续下降。

最近，有一些学者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原因进行了经验分析。Saeger( 1997) ［8］证实了 1970 ～
1990年间 23个 OECD国家较低的制造业就业量是由于从南方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所导致。与此相
反，Saeger( 1997) 发现，18个 OECD国家 1963～1994年间去工业化主要是制造业比服务业具有更高的
生产率增长，“南－北贸易”仅说明了小部分去工业化的原因，而且去工业化是发达经济体产业演进的
自发结果。Rowthorn 和 Coutts( 2004) ［9］对 23 个 OECD 国家 1963 ～ 2002 年间的去工业化进行了拓展
分析，尽管国内因素( 例如:生产效率提升和国内需求变动) 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南－北贸易”有
助于北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Anderson( 1999) ［10］提出 OECD 国家 1968 ～ 1992 年间的去工业化是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和来自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渗透。Kucera 和 Milberg( 2003) ［11］指出 10 个
OECD国家于 19世纪 70年代后期至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去工业化主要是由于“南－北贸易”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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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出现的“产业”等同于“行业”，都是指构成国民经济的行业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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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Palma( 2008) ［12］吸收了 Rowthorn 等( 1997) 的早期成果，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
化，证实了 4种去工业化的来源: ( 1) 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份额下降，制造业就业量和人均收入之
间呈倒 U型关系; ( 2) 人均收入随着时间的延伸与制造业就业量呈递减关系; ( 3) 人均收入水平的变
化; ( 4) “荷兰病”。Rowthorn 和 Coutts( 2004) 则总结了 5 种去工业化的解释: ( 1) 一国经济转向专业
化的服务提供者; ( 2) 制造品相对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支出减少; ( 3) 由于制造业相比于服务业拥有
更高的生产率，降低了制造业相对就业增长量; ( 4) 国际贸易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量; ( 5) 全
部投资支出中制造业投资率不成比例的下降。Cruz( 2015) ［13］进一步指出一国去工业化的内在后果
是经济增长率减速。

现有分析去工业化的文献主要基于行业( 或部门) 概念①，主要分析维度有去工业化的概念化界
定，侧重于制造业占全部就业量中和( 或) GDP 中部门份额的变化，以及去工业化的可能后果，也关注
多种部门的不同特征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尤其是基于卡尔多主张的学者，聚焦于制造业的特性
和经济增长的引擎( Kaldor，1989) ，［14］认为去工业化将会导致负的增长效应。与之相呼应的是结构主
义者的非平衡结构增长方法，强调生产要素配置的增长次优性，重视结构重组和资源再配置。这又与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假设和生产要素的最优分布相矛盾②。

去工业化不仅仅是制造业相对份额的变化，更是涵盖了广泛的工业化中经济、社会、价值和政策
的多维分析，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由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对去工业化的忽略，以及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将产业( 或行业) 视为基本分析单位，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使用
剩余价值这一分析工具探讨去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变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复杂性和探索价值。更为重要
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的高失业率与“收入极化”，以及重启“再工业化”，同时拉美国家陷入“中等
收入国家陷阱”，凸显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和道路尤其值得重视。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剩余价值
替代效应分析将有助于探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选择，也将对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
实现中国“双高”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支持。

二、剩余价值生产的行业分析与特殊性

去工业化分析不能避免行业( 或部门) 分类。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基于部门展开分
析的③，为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产业结构变动( 或内在产业结构升级) 的含义，首要的
是解析产业( 或部门) ，然后进一步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重构经济活动分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循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
的类型与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循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刻画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
关注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划分经济活动的基本问题
是生产、实现、占用和分配剩余价值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剩余价值生产既不能在非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中进行，也不能在非市场活动中开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都能够生产剩
余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区分经济活动的主要问题是是否生产剩余价值。换句话讲，劳
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性质是否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力是雇佣劳动，参与生产剩余价值。
这些劳动力或者创造使用价值，或者转移使用价值，因此生产剩余价值，劳动力和货币互换，货币转
化为资本。与此相反，非生产性劳动力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因此也不增殖资本。非
生产性劳动力的根本特征是:这些劳动力需要资本家支付额外工资，但是这些剩余劳动力却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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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制造业、服务业等。
这涉及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价值分类，而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基于价格分类。现实数据收集基于

价格，因此会带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去工业化经验分析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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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因此，根据是否生产剩余价值，劳动力被区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尽管生产性劳
动力和非生产性劳动力都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活动，但是剩余价值仅仅通过生产性劳动力生产得
到。生产力( 或者不同劳动力) 依赖于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生产与占用的特定关系，进而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将社会总产品①根据其最终用途，区分为用于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资料和用于生活消费的
消费资料。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 第一部类 ( Ⅰ) 由生产生
产资料的部门所构成，其产品进入生产领域; 第二部类( Ⅱ) 由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所构成，其产品
进入生活消费领域。

习惯地，国民账户体系( SNA) 可以划分为第二产业( 以制造业为主) 、第一产业( 以农业为主) 和
第三产业( 以服务业为主) ，为了方便讨论，本文采用三大类产业的主要成份来交互替代分析②( 以下
同) 。根据经济活动是否生产剩余价值，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重组部门结构分类图( 见图
1) 。根据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部门，将国民账户分为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横向来看，根据经济活
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分为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根据生产活动是否增殖，将非生产性活动进
一步细分为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经济活动都可能包括使用非生产性劳
动力，但是只有第 1－4分类格包含生产性劳动力，由于假定劳动力都是需要支付的，“剩余劳动力”③

存在于每一个分类格。用黑体标识的经济活动( 也即除 5、6和 8分类格以外) 都是现代经济活动不可
忽视的组成部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第 9分类格表示的是中低收入国家主要以生存( 或生计) 农业
为主，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已经非常小。

部门

类别
制造业 农业 服务业

剩余价值
生产活动

资本主义的
1. 资本家的
制造业产品
( 包括采矿)

2. 资本家的
农产品

3. 资本家的
服务业产品

4. 生产性的
运输和保管

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

资本主义的 5. － 6. －
7. 资本主义的
循环服务

非资本主义的
8. 非资本主义的

制造业
9. 非资本主义的

农业
10. 非资本家的服务
循环和非循环

注:“－”代表空的，没有经济活动划入这一类别

图 1 剩余价值生产视角的部门分类图

横向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包括生产剩余价值的活动和辅助性活动。“非资本主义的”经
济活动包括为获取收入的活动而非资本交换活动( 例如: 小商品生产或手工生产) 或者自用活动( 例
如: 家用制造业和服务业) 。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 1) 除了资本主义以外的生
产方式( 例如:奴隶制或封建制) ; ( 2) 商品或服务生产不是为了市场交换( 例如:自用的劳动、政府提
供的公共服务等) 。

现实中，大多数制造业的经济活动都是基于资本主义增殖的生产方式，既生产产品，也生产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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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物质形态上区分，因此也可以从价值上分析。
当然，如果要进行规范区分的话，国民经济产业部门通常指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而国民经济产业发展层次

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即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参与报酬分配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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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第 8分类格表示的非资本主义制造业，现实市场经济中基本可以忽略，主要是自用性制造业和
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国有企业①。系统地看，不存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造业，即不生产剩余价值
的制造业活动。因而所有的制造业活动都要归于第 1分类格。

初级部门———农业，横跨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非资本主义的农业( 位于第 9 分
类格) 包括生计农业( 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占较大比例) 以及国有农场。非资本主义的服务业( 位于第
10分类格) 占服务业的较大比重，也涵盖了大部分的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繁育
劳动力的卫生保障、无偿服务、个人自愿服务等相关活动。资本主义的服务业位于第 3、4 和 7 分类
格，也被分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服务业和非生产剩余价值的服务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
济学对服务业生产活动的界定存在重大分歧。从图 1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服务
业部门包括了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国民账户分类法和其他经济学分类法的服务业则包括生
产剩余价值的物品生产活动、非生产剩余价值的经济活动( 例如:公共服务和自有家务等) 、“循环性”
服务业②( 例如:金融业) 。循环性服务业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但是不生产剩余价值。这导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析部门结构转向服务业问题时出现了不同政策含义，其他经
济学将其视为去工业化的一个典型方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较为复杂。换句话说，如果生产
剩余价值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强调生产剩余价值与否以对经济活动进行区分就更为重要，而非
将其归入唯一的服务业部门。因此，基于是否生产剩余价值划分经济活动就比基于部门分析更具有
说服力。

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基于部门展开分析的，但是部门与其分析方法紧密相关。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大工业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扩大了物
质财富生产和生产方式革新。制造业( 或工业) 的规模性和竞争性对经济增长也具有独特含义。Tre-
genna( 2011) ［15］指出，制造业的确具有特殊性。马克思也早亦发现部门具有特殊性，因而马克思应该
是制造业具有“部门特殊性思想”的鼻祖。这些特殊性涵盖了规模递增收益、干中学、技术进步、分工
与专业化，以及规模效益的内生性。马克思( 1975) ［16］也指出，制造业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方
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也依赖于制造业生产力的提升，制造业的特殊性在于有助于积累和增长。其
实，马克思也建构了制造业或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竞争、劳动力分工、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累积
因果循环机制。但是，马克思的制造业特殊性分析与卡尔多主义、结构主义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制
造业的发展与其他经济部门有关，也与经济体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规模经济范围和技术精密程度相
关。也就是说，制造业的特殊性不单纯是部门问题，而且也与生产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方式有关，当然
也包括生产规模和技术内容，即制造业具有“技术－组织③”维度的特殊性。因此，考虑制造业、产业升
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相关维度进行分析，即部门维度和技术－组织维度。经济体内部门
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真正特征是技术－组织的先进性。相对于制造业，当非制造业部门发生重大生产
力增长时，这些部门的自身特征限制了累积生产力增加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经济体部门构成的变
化并非增长中性的，生产活动的技术－组织特征的任何变化都期望具有重要增长意义。

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特殊意义在于其生产效率。积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过程的
中心。反过来，剩余价值生产是积累的核心，剩余价值率是积累率的重要决定量。尤其相对剩余价值
率是可持续积累的根本因素。给定某一生产活动，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升依赖于积累性生产力提升
的机会。积累性生产力提升的潜力随着部门、技术－组织维度经济活动的变动而发生改变。一般地，
制造业倾向于具有更为出众的持续性和积累性生产力增加的潜力。因此，制造业的相对下降将会影
响增长，特别是增长的可持续性。

于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结构变化，不但要分析经济体部门构成的变动，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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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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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讲，还要以非市场交换方式进行分配。
主要特点是不生产剩余价值，但服务于资本增值，且要获取报酬。
这里指企业所投入要素体现的技术关系，以及对应的资源配置凸现的部门组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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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经济体技术－组织构成的变动，因此，基于部门分析法，聚焦制造业经济活动特殊性这一独立维
度将更为明显不及。当然，部门维度和技术－组织维度之间也存在联系，特别是制造业倾向于需要更
高水平的技术－组织先进性，如果能引入新技术实现规模经济性，嫁接“互联网+”回应市场需求、减少
成本和激发创新，从而将会拥有更大的范围去提升积累性生产力。因此，制造业具备更大的潜力实现
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可持续增长，进而提高积累率，最终增加增长率。但是，与传统部门分析法相比，制
造业的相对下降会削弱增长则是不确定的，考虑一个假定情形:首先，制造业由于较低的技术－组织先
进性造成相对下降，而服务业具有更高的技术－组织先进性造成相对增加。其次，制造业甚至拥有更
为高级的技术－组织进步性却相对下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会导致更低的增长，因为存在多种潜在的抗
衡因素综合影响技术－组织水平和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链。当然，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去工业化更加复杂，也更有启示意义。

三、产业结构升级的剩余价值替代效应和去工业化的两种模式

就现有文献而言，去工业化探讨了许多互异现象，也试图解释带有分歧的原因和含义。使用剩余
价值这一重要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能够更恰当地区分现有文献中的去工业化方式。
结合现实，考虑到部门之间存在重要异质性，辨别不同类型的去工业化特别重要，尤其是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特征———是否生产剩余价值。由于服务业包括了生产物品和非生产物品的
经济活动，因此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向的差异将会导致结果出现巨大差别。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分离出两类去工业化的经济活动，提出区分去工业化的两种相
对模式。首先，制造业的相对下降和非生产剩余价值的、非制造业生产活动的相对增加，称之为“模式
Ⅰ”，例如:制造业品生产的相对下降，循环性服务业的相对上升。这涉及到一国经济体物质产品生产
中剩余价值创造活动的份额减少。其次，制造业生产活动转出，导致经济体生产剩余价值活动产生构
成差异。这涉及到如下情形:生产剩余价值的制造业份额下降，而生产剩余价值的农业或服务业份额
提升，称之为“模式Ⅱ”，这牵扯到所有剩余价值创造活动中制造业的份额降低。因此，其余情况相同，
任何一种形式的制造业份额下降都将减少经济体的制造业份额。这也意味着制造业份额下降将会与
经济体剩余价值创造活动份额减少有关，或者与所有剩余价值创造活动中制造业份额减少有关，或者
是两者共同促成的结果。

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这一分析工具，重新阐释部门结构变动和交互作用，并重构
中国产业升级的模式框架，具体见图 2。

·8·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7年第 4期)

ChaoXing



去工业化模式Ⅰ。制造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下降，同时增加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同样的
份额( 包括层次) ，但是假定存在正的经济增长效应。按照图 1，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可以包括服务
业，以非市场方式提供国有的、循环性的活动，或者生存农业。目前突出表现在商品生产性制造业相
对缩减，金融服务业相对增加。事实上，金融化是可观察到的去工业化模式Ⅰ的主导形式，尤其是在
美国和其他大多数高收入国家。概括来说，这涉及到一国经济中金融部门不断上升的重要性。因此，
这也意味着去工业化模式Ⅰ将会削弱生产性资本循环，增强货币资本循环。最近 30 年，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金融化越来越普遍。发达国家以瑞士为代表，发展中国家( 或地区) 以中国香港为代表，都经
历了典型的去工业化模式Ⅰ，经济活动的构成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金融服务业为主。

在开放经济体中，去工业化模式Ⅰ常常需要打破一国( 或某一地区) 的单一资本循环，例如: 生产
剩余价值的生产活动设立在某一国家，而同一资本循环活动则发生在另外一个国家，具体见图 3。

图 3标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资本循环过程。G 代表货币，W 表示投入生产过程
的物品，包括劳动力( Pm) 。P 表示生产阶段或者生产资本循环。W’代表增殖剩余价值后的产出品，
G’表示销售产出品后的货币。去工业化模式Ⅰ采用制造业生产资本循环的生产阶段转移到国外( 或
另一地区) ，而 G－W和( 或) W’－G’保留在国内。这种去工业化模式已经在发达国家和部分中等收入
国家得到证实，通常将制造业生产环节设置到低成本国家，而资本循环部门( 例如: 金融、规划和零售
等) 保留在本国。但就去工业化模式Ⅰ的可能影响而言，先验地认为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降低会减少
整个经济体的剩余价值率，但是全部的综合影响将会更为复杂。假定一国制造业份额下降而循环性
金融服务业份额增加，由于整个经济体生产剩余价值的制造业经济活动份额下降，降低了整个剩余价
值率，因此也会对积累带来负面影响。然而，考虑到资本循环中某种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作用，例
如:包括剩余价值的实现和提升潜在循环速度，因此全部可能的影响依然随其他条件变化而定。如果
循环性金融活动扩大了产业部门授信或者能够加速资本循环速度而促进再生产规模的扩张，这将克
服剩余价值活动份额下降的影响，提升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去工业化模式Ⅰ对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将更为复杂。随着国际劳动
分工的变化，剩余价值生产不断在国家间流动。如果剩余价值可以被“进口”，则用来积累和经济增长
的剩余价值不必是国内( 或某一地区) 生产的。如果其他国家( 例如:中国) 生产成本更低，美国( 或英
国) 一家跨国公司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将利润调回国内。尽管外包导致了去工业化，但剩余价
值将由此流回美国( 或英国) 。

一国( 或某一地区) 出口金融服务将采用利息支付、手续费和服务费等方式占用他国( 或其他地区)
生产的剩余价值。由于增加了循环速度或者积累规模，这些金融服务也增加了进口国( 或其他地区) 的
剩余价值率。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 或某一地区) 也可以避免由于去工业化所带来的对积累和经济增
长的消极影响。但是这种有效性随着贸易条件的演变而不同，尤其是制造品对非制造品①的兑换率。因
为贸易条件受市场和非市场复杂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任何时刻两国贸易条件的实际兑换率都
不会与潜在的兑换价值一致。尽管减少了国内剩余价值的生产活动，但是如果贸易条件有利于某一非制
造品，这种去工业化将不但会提升贸易平衡，而且会增加国内可利用的剩余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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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可贸易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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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去工业化的同时要增加剩余价值积累率和增长率，就必须使用来自他国生产制造品所流回的
剩余价值。尽管商品交换或者金融借贷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尤其是由于政治或者其他方式发生了不平等
交换，但是这些也只是在资本家之间转移而不能创造任何新价值。这些利润通过零售或者金融繁荣，将
会刺激短期的增长，但是如果没有引入额外剩余价值，这是不能持续的。此外，如果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
较，获自制造业的积累性生产力更大，那么作为去工业化模式Ⅰ的后果，这种去工业化对一国长期增长路
径所引致的风险具有重要的经济含义，因为剩余价值是经由非制造品和服务的交换获得。

在全球层面上，去工业化模式Ⅰ将会对整体剩余价值积累和增长率带来负面影响，因为通过进口
他国的剩余价值来补偿某国国民经济，总体而言由于“以邻为壑”，这将会阻止去工业化模式Ⅰ。全球
去工业化模式Ⅰ更将面临的突出影响是资本所有者抽取更高的剩余价值率，而生产国只有压低工资
保持物品生产。因而面对生存工资水平压低、阶层力量平衡以及必要的有效需求结构所导致的相对
需求不足，要顺利实现剩余价值，都将加剧世界经济格局更加不平衡。

去工业化模式Ⅱ。适用于制造业在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中份额下降。由于去工业化模式Ⅱ涉及剩
余价值生产活动构成的变动，因此包括制造业转向原始农产品生产活动和制造业转向服务产品生产
两种方式。前者将会出现将制造业活动迁移海外，而本国将重回到剩余价值生产的初级活动。现实
中，大多数拉美国家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进行了这种类型的去工业化，使得经济体的部门构
成重回到符合传统要素禀赋的经济结构，抛弃制造业，转向初级生产活动( Palma，2005) 。此外，“荷兰
病”是去工业化模式Ⅱ的另一种方式。除了荷兰的原型，中国的山西煤矿、英国北海油田的发现，都是
极其典型的案例。一国或一个地区遭遇荷兰病，经济体的部门构成将会从制造业转向剩余价值生产
的初级活动。就制造业转向剩余价值生产的服务业物品而言，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服务性产品活动，例
如:广告业、设计策划活动等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以及餐饮业、理发业等生活性服务业。

去工业化模式Ⅱ包括生产剩余价值经济活动的部门构成变动，更可能的是包括生产剩余价值活
动的技术－组织构成的变化。这两种维度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具有不同政策含义。剩余价值
生产活动构成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相对收缩和相对增长的经济活动的性质而变动。事实
上，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在部门性质与技术－组织性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意味着去工业化模式Ⅱ将
会带来剩余价值生产的“先进内容”，尤其是当制造业倾向于承载着某种革新的性质，有助于增加累积
性生产力时。当然，这也意味着生产剩余价值的制造业活动份额的降低会对剩余价值率有负面影响，
同时对积累和增长也有负面影响，尤其是长期中尤为不利。然而，这种结果带有高度的不可预知性。
需要重视的是，这种不确定性有两个特征。第一，累积性生产力增加因果链的每一个联系都容易受到
其他因素的影响或干扰，而非仅仅考虑其所能涉及到的因素。第二，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在部门性质与
技术－组织性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因此需要特别关注部门内的异质性。如果制造业生产活动是以低
水平的专业化、有限的规模收益、低范围的干中学、较低的技术层次等进行，那么被高水平专业化、高
规模收益、高度干中学、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服务品经济活动替代将会给积累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
影响。

然而，一般地，制造业在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中份额的降低往往伴随着技术－组织进步性的丧失或
衰退。与制造业相比较，农业、服务业生产的内在特征制约了累积性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因此缺乏占
优能力( 或抗衡力量) 。生产剩余价值活动的制造业份额下降( 例如:产业空心化) 会带来消极的生产
力效应和负面的经济增长效应，降低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率，因此长期中最终会影响积累和增长。

就去工业化的现实过程而言，这两种模式的去工业化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在两种维度上同时
进行。但是，这两种过程的概念区分依旧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包含着不同的原因和后果。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分析方法能够区分并强调这两种去工业化模式的差异，超越了部门结构变动①

现象，探明了一国经济体的发展趋向及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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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析基本国民账户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变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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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越陷阱与中国产业升级的突破路径

中国产业升级需要再审视去工业化陷阱。事实上，去工业化本身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制造业创新
不够、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才是根本难题。此外，制造业承载着创新、就业和创汇三重重担，中国进
入后工业化社会，消费型经济将面临外汇和资本双流出的风险。如果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
而核心竞争力又尚未形成，将会出现比较优势战略能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的局面。同时，服务业受规
模收益递减和服务半径的约束，中国建立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强大的制造业“背书”
与培育则无法实现。因此，中国产业升级需要制造企业推动技术与组织双重自主创新，整合内外部资
源、建立核心技术竞争力以及探索合适的商业模式，实行超比较优势①战略，实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同时转向以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升级。

( 一) 警惕循环性服务业过快增长与中国现代服务业升级的突破路径
服务业的本质是从生产价值链中获取更高的价值。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其发展桎梏来

看，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创新不够、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
服务供给总量与结构约束性问题。总量矛盾集中在教育质量导致基础原始创新不足、医疗提供不均
衡导致费用过高、文化发展缺乏张力等基础公共服务领域，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新兴生产性服务业
中间消费需求与供给双面不足、服务价格过高等方面。

制造业与服务业存在交互外部性( 黄永春等，2013) 。［17］现代服务业能够改变制造业生产组织过
程和组织－技术效率，推进创新需要－供给要素的双向融入，并交互拓展自身市场规模和专业化分工收
益，进而借助规模经济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去工业化模式Ⅰ涉及减少制造业占比，发展服务业，
削弱生产性资本循环，加快货币资本循环。交易费用过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广泛诟病的
问题。现代服务业是高人力资本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新形势下高端稀缺要素集聚、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中国转型升级捷径( 王庭东，2013) 。［18］首先，减少低端制造业，发展现代服务业。中国需要用现代
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来创新驱动中国制造发展，以加速和提升资本循环速度，促进制造
业再生产规模的扩张，抵消剩余价值市场活动中制造业份额下降的影响，提升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
量。其次，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去也需要中国现代服务业提供健康发展和优化升级的动力和引擎，以培
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实现由生产主导转向创新主导。现代服务业提供了中国制
造业摆脱惯性竞争向下策略的工具，推动关键共性技术的战略性攻关，实现价值链攀升。再次，在经
济发展新常态下，只有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聚焦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有效供给、
改进供给质量、提质增效，才能顺利实现产业价值链建构性升级。最后，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要以建
立全球虚拟经济中心为目标，逐步掌控全球资源、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权，实现产业价值网络动态
化升级，构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空间。

当然，值得警惕的是:去工业化往往伴随着货币政策效果的变化，与之相关的是过度发展虚拟经
济，导致金融服务业出现“脱媒”的循环空转现象( Nassif et al.，2015) ，［19］反而损害了实体经济。

( 二) 防控产业空心化与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突破路径
过去 500多年的全球近代史是由西方主导的。西方能够主导世界，主要源于工业化的力量。

2016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1. 6%，高于第二产业 11. 8 个百分点②。
但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依然是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和最国际化的产业，虽然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
业，但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动力来源。随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处于价值链低
端的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正日益萎缩，让人们更紧迫地意识到过分依靠传统要素禀赋优势的发展
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亟需突破发展瓶颈。尽管“中国制造”正在遭遇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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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超比较优势是指建立在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提高基础上，一国某些产业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极大的比
较优势，是一种高层次的动态比较优势。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 / /www．stats．gov．cn / tjsj / zxfb． /201702 / t20170228_14674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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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成本优势的挑战，但是凭借优质的劳动力资源、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产
业基础、巨大的国内市场等高级生产要素条件，“中国制造”仍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崔日明和张婷玉，
2013) 。［20］

中国早熟的去工业化将会遭遇到产业空心化风险。规避风险，建设制造强国，需要以科技创新和
创新发展引领创造新供给，培育经济内生动力，并推进供给侧改革。制造型企业的根本目的是用更低
的成本、更高的质量、更便利的方式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去工业化模式Ⅱ聚焦剩余价值生产
活动部门构成的变动。建设中国制造强国需要遵循三条主线:一是某一特定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向价
值链中高端迈进，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近两年服务业 TFP 增长有
反超工业的趋势，主要源于工业发展方式粗放( 庞瑞芝和邓忠奇，2014) 。［21］二是制造业发展需要培育
形成以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驱动和智能
制造，推动工业提升中高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思路来加速制造业的
结构调整和优化，带动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助推中国制造业攀升全
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在信息社会，知识的可分享性使得瞬间创造出无数竞争对手。因此，“互联网+”
和大数据挖掘的信息经济要作为中国网络强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和重要支撑手段，以商业模式创新和
技术型企业创新协同共生来创造创新原生驱动力。

总之，中国制造业亟需直面快速提高的消费层次与制造业水平相对落后的供需结构矛盾，政府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将财政补贴投向产品层面，并增加提高基础科学发展水平与基础研究的投入，
增强研发能力与研发平台建设，以及提升国民素质。中国之所以没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自动实现
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与中国缺乏人力资本贡献有很大关系( 张勇，2015) 。［22］因此，政府要大力推动
基础创新研究。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根基，也是产品和装备升级的支撑，中国制造业国家核心竞争
力要靠基础研究。

五、结论与启示

依照近 30年世界经济发展演化的趋势，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往复演进将是主导产业结构升级
可预见的持续性态势。主流文献分析去工业化是基于部门，即在国民账户分析框架下进行界定和衡
量。而卡尔多类型的文献关注制造业是经济增长引擎的特性，制造业的相对缩减可能会降低长期增
长。同时，卡尔多类型的文献是基于制造业作为整体的分析方法，因此，制造业的引擎特性对于再分
部门( 或关联部门) 是否具有一致性影响，则存在明显不足，并且对其他部门( 或再分部门) 的“引擎特
性”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于是，制造业的相对缩减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需要重新评估
和界定。基于部门特征的经济活动特性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会推论出确定性结论:部门结构变化
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各种可能效应。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基于部门的去工业化分析具有相对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尽管部
门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畴，但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经济活动也并不必然与部门
边界一致。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分析工具有助于区分不同形式的去工业化与经
由实现的产业升级，有助于分析不同的原因和后果。

去工业化模式Ⅰ的后续效应将会是复杂的与先验不确定的。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相对下降的潜在
影响会超出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相对增加带来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非剩余价值经济活动增加了循
环速度，改善了价值实现“难题”，有利于增加生产规模，但就整体剩余价值率而言，有些类型的非剩余
价值经济活动将会占用一定比例的剩余价值( 例如: 过度金融化，或者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运行) ，
却没有发挥等量的贡献，而有些类型的非剩余价值经济活动则会有助于促进扩大再生产的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 例如: 通信等基础服务业、城市公共服务业等) 。但是，非剩余价值经济活动在何种程度上
是“必要的”，则要取决于生产方式和特定的积累机制。因此，中国服务业升级过程中需要制造业和服
务业双向融合拓展升级，但是金融业“脱媒”现象或者过度金融化的风险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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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上看，去工业化模式Ⅱ，在高收入国家表现为转向生产性服务业，而在中等收入国家则转
向初级农业( 或采矿业) 。就技术－组织特性和部门特性而言，制造业是具有经济增长特殊性的经济活
动，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部门构成变动将不是增长中性的。尤其是相比于其他剩余价值生产部门，一
般地制造业倾向于更有机会增加累积性、可持续的生产力。因此，在某种条件下，中国制造业升级需
要迈进价值链中高端和与生产性服务业交互拓展创新，这会对积累和经济增长带来正面影响。

尽管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分析工具探讨去工业化仅仅限于纯理论分析，但它
提供了一个研究实际问题的理论框架。产业升级不但可以从经济体部门构成的维度，而且还可以从
经济体剩余价值生产活动构成变动的维度来展开。同时，部门特殊性不是可以用来分析制造业活动
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唯一维度，从增加累积性生产力机会视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分析
具有更为丰富且更有启示意义。因此，聚焦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与产业升级，要警惕盲目的去工业化，
不但要分析部门变化，而且还要重视经济活动的其他相关特征。然而，工业化动态演变对产业升级和
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复杂，不但涉及是否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要考虑某一经济活动的技术－组织水平
的复杂性，还要关注每一个因素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的复杂方式。现实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即使去
工业化已存续很长时间，也可能伴随着快速经济增长，这是依赖于某种占优力量主导的过程。例如:
美国国际铸币权和强大的服务业竞争力、世界需求快速增长以及可协调的阶层政策等。更需要重视
的是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调整与打造国家制造业创新系统，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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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rplus Value
LI Jing－haia，HUANG Xiao－fenga，b

( a． Research Center for National Economy;
b． School of Economic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51032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pecific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vital role of the industry
in economic growth，deindustrialization has caught great concern of structuralists and scholars who
advocate“Kaldorian tradi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hether surplus value should be pro-
duced，this paper tries to develop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and
fully thinks about the economic meaning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
ding． The authors conceptually distinguish the two form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ddition，by tak-
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type of deindustrializ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changes of production activities between producing surplus value and no surplus
value，and the composition changes of the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producing surplus value． Based
on the analysis，the paper looks into the path selec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Made in China 2025”plan and a-
chieving medium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Key words: Deindustrialization; Surplus Valu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dustrial Upgra-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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