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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产品是一种不同于货物和服务的经济产品，具有可以极低成本复制传输、

长期反复使用和生产过程不可重复等特点。通过“制造活动知识产品化”、“服务活动知识

产品化”，“软件类新型知识消费品崛起”，“知识创造活动产业化”等途径，知识创造业在

工业化后期得到迅猛发展，成为了独立于三次产业的新兴产业门类。知识创造业增速持续

超过 GDP平均增速，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均增速，在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已经成为了

一种常态，其经济比重与国民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且相关性显著高于服务业以及现代生产型

服务业的代表金融业。知识创造业的发展应成为后工业化时代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综述 

产业是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基层单位的集合（SNA,2008）。产业划分是分析各产业部

门的经济活动、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比例关系和协调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管理的重

要前提。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角度，人们用多种方法和标准对产业进行了划分。迄今为

止，影响最广泛的是费希尔和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即将产业分为农业、工业、

服务业三大产业。这一产业划分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反应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与

经济增长关系的“配第-克拉克定律” ，以及 1980年代钱纳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工业

化阶段理论，也成为了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钱纳里完成其工业化阶段

论之前，社会学家丹尼·贝尔在 1973年就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概念，认为西方国家

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将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其关键经济特征是大多数

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由于早在 20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的第三

产业比重就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此后一直持续上升，日本、法国、联邦德国等发达国

家的第三产业比重也都在 1980年之前达到了这一比例。发达国家的学者很早就试图对第三

产业进行再次划分，以明确在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以后的产业升级规律。 

这种努力主要可分为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是将第三产业再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服务

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划分方式是将第三产业服务业划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

（或消费型服务业），并将为生产制造服务的产业作为后工业化时代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

这种分法的主要问题是金融、交通、通信、物流、住宿等服务行业存在大量同时为生产者

和非生产者服务的情况，在统计上难以对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进行清晰的界定；

而且，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金融业，其 GDP占比是一柄双刃剑，过高的金

融业比例，往往会带来经济泡沫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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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规避这个问题，国内在产业发展实践中有时会采用“二点五产业”的概念来取代生产性服务业。“二

点五产业”可以被理解为介于二产和三产之间的产业，或者说是服务业中为生产制造服务的产业，在定义

上跟生产性服务业并无区别，名字也不够规范，因此少有相关学术文献对其进行研究。但根据作者在产业

规划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它在实际运用中主要被用于指导科技研发类和工业软件类产业的发展，而较少涉

及金融业以及物流、交通、商务等生产生活交叉的服务业。 



第二个产业划分思路，是将新的产业从服务业中独立出来，将其界定为“第四产业”。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波兰特的“信息产业”理论。1977年，波拉特基于马克卢普对知识经

济的研究，试图将社会基本产业结构从克拉克的三分法变为四分法，也即农业、工业、服

务业、信息业。波拉特对美国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详尽的测算。这种方法不仅引

起美国商务部的重视，并在 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采纳，用来测算其成

员国的信息经济发展程度。基于波兰特的研究，宏观信息经济学也迅速发展起来。但信息

产业往往被宽泛的界定为与信息传播相关的各类产业的综合，包括手机电脑等信息产品的

生产制造也被列入其中。波拉特的测算中，早在 1967年，信息产业就已经占据了美国国民

生产总值的 46%的高比例。这一分类法与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法的基本逻辑存在较大的矛

盾，尤其是把传输处理信息的相关硬件设备制造活动从工业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是非常明

显的冲突。但如果把生产制造电子信息产品的产业从信息产业中排除出去，剩下的纯粹属

于传统第三产业的狭义信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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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 GDP中所占的比例较小，长期在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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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国的经济工作实践中，也经常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一个制造业和服务业混合的高科技

产业门类来统计和研究，它的分类逻辑与传统三次产业划分逻辑不兼容，不具备作为第四

产业门类的能力。 

广义信息产业的不兼容问题从知识经济的鼻祖马克卢普开始就一直存在。按照马克卢

普的口径，知识产业的范围包括了从信息传输、信息设备制造到为知识传播服务的政府、

教育、法律、财政、工程、医学等部门活动。波拉特定义的“第一次信息产业”也有类似

问题。
5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即认为马克卢普的计算“造成了不小的误

导”。贝尔试图缩小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产值统计范围，但他定义的知识产业也还是把教育

和信息设备制造包括了进来
6
。沿着马克卢普的思路，西方学者又发展出来了“知识（技

术）密集型产业”的概念。相关研究都侧重于强调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的

重要性，但产业概念边界模糊以及与三次产业划分不兼容的问题则更为突出。2012年美国

商务部发布《知识产权和美国经济：聚焦产业》的报告，正式提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

业”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报告认为美国 313个产业中有 75个产业为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 GDP的总贡献率达到 34.8%。但报告中“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的测算标准则显得过于随意，仅仅是把行业专利（或商标、版权）数量来除以就业人数，

人均知识产权数高于平均数的产业就会认为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2016年美国商务部的

第二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报告也延续了这一标准。这种产业界定方式对研究知识产权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一定意义，但对进一步完善三次产业划分和探究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升

级规律意义不大。 

此外，还有诸如“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概念，也存在类似的不兼容问

题，不再过多综述。 

国内产业研究者关于产业划分的研究，大多都是围绕西方学者给出的研究口径并结合

中国的数据展开，基于底层逻辑构建的学术创新较少。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的 GDP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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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超过二产；2015年，三产比重超过 50%，此后一直持续提高。这与根据发达国家经验

总结的三次产业升级规律完全符合。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出现了金融业占比快速上

升、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问题，2017年金融业 GDP占比 7.9%，超过了美国 2001年和

2007年两次经济危机爆发时的比例，也超过了英国、德国、日本等诸多发达国家。服务业

比重的快速提高、制造业比重的快速下降引发了各界对中国经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

化”的担忧，以及对使用欧美日发达国家的相关实践和理论指导中国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

业化时代产业升级的质疑。要解决这些疑问，除了需要加强对金融、地产行业规律及其与

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以外，基于三次产业再划分的产业升级规律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当

前有关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信息）产业的分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

能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中国需要基于发达国家的已有实践和理论，结合自身实际，积极

进行相关理论创新。 

二、知识产品与知识产品创造业 

波兰特对信息产业的界定中，将信息的载体如计算机、纸张甚至生产计算机和造纸的机

器设备的生产制造都纳入其中显然是不必要的。工业和制造业都是界定得相当清楚且符合公

众常识的产业，与工业或制造业并列的产业分类不应该与其概念存在明显的重合或冲突。过

度扩大信息产业外延并不能真正彰显其重要性，反而不利于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波兰特

和马克卢普界定知识产业的基本逻辑是供应链思维，而非产品思维，而三次产业划分的基本

逻辑是基于产品思维的，二者不在一个维度上，用供应链思维划分产业一定会跟三次产业划

分产生严重的不兼容问题。 

三次产业的划分对应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农产品
7
、工业制成品（包括建筑物）和服

务。三次产业划分法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在第三产业：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服务业，而是

“服务业和其它产业”，也即把供应不属于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各种产品的行业都放到了

第三产业中来。这在克拉克所处的时代来看没有什么问题，但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

技术的进步，“其它产品”的市场在第三产业产值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且

必须将其从服务产品中分离出来的程度。 

这里的“其它产品”，主要就是知识和信息产品。2008版 SNA将“产品”定义为“生产

活动的成果”，包括“货物和服务”两大类型，但新增了“知识载体产品”的概念，作为服

务类型的子项，并认为“无论将这些产品定性为货物还是服务，它们都具备基本的共同特征，

即可以由一个单位生产并提供给另一个单位，从而使劳动分工和市场的出现成为可能。”但

新版 SNA 并未基于这个产品形态对产业划分做出相应的改变。本文认为，从概念上看，“知

识载体产品”或学术界常用的“知识产品”，它既不是货物，也不是服务，而是一种全新的

产品形态。基于三次产业划分的产品逻辑，知识产品的重要性和及其经济体量，都应该对应

一个新的与工业和服务业并列的新的产业大类。 

2008 版 SNA 将知识载体产品定义为“那些以消费单位能重复获取知识的方式而提供、

存储、交流和发布的信息、咨询和娱乐。（6.22）”结合其他已有研究，本文认为，知识产品

具有几个关键特征。首先，它是一种无形的知识或信息；其次，它可以长期保存并重复使用；

第三，它可以极低的成本进行大批量复制或传输；第四，它在产权界定和交易中被认为具有

唯一性
8
；第五，它的生产成本和市场价值主要集中在知识或信息的创造环节，其复制成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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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可以忽略不计。最后，作为一种产品，它可以明确产权边界并进行市场交易，这是它和货

物与服务的相同之处。 

跟货物相比，知识产品是无形的，且可以极低成本大批量复制或传输；跟服务相比，它

可以长期保存、重复使用和低成本批量复制。可以极低成本大规模复制和传播的性质是货物

和服务都不具备的特点。2008版 SNA 认为：（服务）“不是能够确定其所有权的独立实体，

不能脱离生产单独交易；当生产完成时，它们必定已经提供给消费者了（6.21）。” 这段表

述实际上跟其定义的“知识载体产品”的特点相矛盾。因为知识载体产品可以确定所有权，

可以脱离生产单独交易，当生产完成时，它们可以还没有提供给消费者。服务是一种交易开

始之前不存在、交易完成之后就消失的即时产品，这跟知识产品不应归为同一类型。 

从理论逻辑上看，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成果，不应再拘泥与“货物和服务”这两大类型，

而应该是“货物、知识和服务”三大类型。从三次产业分类的产品逻辑出发，对应的产业也

应该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知识产业。这里的“知识产业”跟马克卢普、波兰特或贝尔

定义的不同层次的“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都不一样，跟“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数

字经济产业”等概念也不一样，而仅是指“创造知识（或信息）产品的产业”，可称之为知

识与信息
9
产品创造业，简称为知识创造业或创造业。 

本文对知识产品的定义是：可以供消费单元重复获取知识或信息、可以长期保存并以极

低的成本复制传播、可通过市场机制定价交易的产品。知识产品的权利受知识产权法保护。

生产知识产品的产业之所以叫创造业，是因为知识产品是被创造的，而非被制造的。制造过

程是可重复进行的，创造过程是不可重复进行的。某一知识产品在被创造之前，不存在完全

一样的产品，被创造出来以后，即拥有唯一性和基于这种唯一性的排他性产权。对已有知识

产品进行复制和传播的部门不属于知识创造业。比如出版社和制片厂属于知识创造业，而印

刷厂和电影院则分别属于工业和服务业；高校的科研活动属于知识创造业，课堂教育则属于

服务业。 

如同工业可以根据其产品类型进一步细分一样，知识产业也可以根据其产品类型做进一

步划分。知识产品主要包括四个大类：科学技术专利、软件与互联网产品、图书与音像产品、

规划设计与咨询产品。其中，科技专利、软件、图书音像属于知识产品是易于理解的。而互

联网产品、规划设计及与咨询产品则容易与服务混淆起来。 

互联网产品的是对软件进行生产和销售的一种形式。如果消费者直接购买一款办公软件

安装到电脑上，这个办公软件的开发商无疑属于知识产品生产者；但如果消费者只是购买这

款办公软件的在线使用权，通过互联网登陆该开发商的服务器进行文档编辑，该开发商就提

供了一种互联网产品。这种产品看起来像是一种服务，实则仍然是知识产品的销售，因为该

软件可重复使用、长期保存和低成本复制传播的特性并未因它是安装在消费者个人的电脑上

还是云端服务器上而发生改变。由于生产和消费必须以某种形式的销售活动为中介，这种中

介形式的改变不会改变产品的性质。如果软件开发商把软件卖给了实体商店，再由实体商店

进行销售，实体商店就属于服务业而非知识创造业；如果开发商自行在网络上销售，不管是

提供下载还是云端服务，它都属于知识创造业。而且，互联网销售平台本身也是一种软件，

因此大部分“互联网服务”其实都是以软件生产为核心的知识创造活动而非“人对人”的服

 
以由两个不同的权利主体拥有，而同一本书或一份软件无论复制多少份，其知识产权都只能属于同样的权

利主体，尽管这样的主体可以由许多不同的法人或自然人组成。 

9
本文对知识产品的定义是纯粹形式意义上的，它与内生增长理论关注的知识、技术、思想以及信息经济学

关注的信息等概念是一种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当知识、技术、思想、信息等内容具备产权边界清晰而可以

被用于市场交易的形式的时候，它们就是知识产品，反之则不是。缄默知识或隐性知识由于未被清晰的总

结而难以界定产权和交易，一般不属于知识产品。 



务。比如，著名的游戏销售平台 steam，上面销售的游戏软件并不是平台公司开发的，它仅

利用这个平台进行销售，看起来是典型的服务业。但 steam平台本身就是由数百万行代码所

构成的软件，负责其开发运营的 Valve 公司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职责并不是直接把游戏软

件卖给消费者，而是通过撰写代码形成软件，让平台软件把游戏卖给消费者。它的主要活动

是软件生产而非销售服务，因此 Valve 公司的主要性质就是一家知识创造业企业而非销售

服务企业。Valve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将传统的销售服务活动变为软件代码，让软件代码代替

人类提供销售服务，是一种“服务活动知识产品化”的产业形态。 

规划设计与咨询行业所提供的产品是高度个性化的，因而也容易与服务活动混淆起来。

但该行业为客户提供的产品，无论是规划设计图纸、技术方案还是策略建议，都是典型的知

识产品。这些产品在交易之前不存在，但在交易完成后可以长期保存，且可以进行产权的转

移，符合可以重复使用以获得知识、长期保存和低成本大批量复制的特点。
10
在现代社会，

面向机构的技术咨询和管理咨询等专业咨询活动，乙方向甲方最终交付的成果都是高度复杂

的、成文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而非口头建议，这些解决方案即为知识产品。由于产品是针对客

户个性化需求制作的，产权的二次转移往往会带来产品价值的极大贬值，但这不能改变它作

为知识产品的基本属性。与服装定制行业仍然属于制造业而非服务业类似，面向机构的咨询

活动主要产业属性是知识产品定制化生产行业。
11
  

此外，尽管信息传输活动被几乎所有研究信息产业的文献都归为信息产业，但从基于产

品逻辑的产业划分标准来看，它并不创造知识产品。通讯业是服务业而非知识创造业。 

根据这一标准，本文基于 ISIC（Rev4）的产业分类，对属于知识创造业的行业进行了简

单梳理（见表 1）。  

 
10
 并非所有的咨询活动都属于知识创造业。有一些名义上叫做咨询公司的企业，实际上提供诸如公关、营

销、融资和口头建议等服务，则属于服务业。咨询服务成果知识产品化，也是后文所述的服务活动知识产

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信息技术越发达的社会，咨询行业属于知识创造业的比重也就越高。 

11
面向个人的咨询活动如法律顾问、健康医疗咨询、投资理财建议等服务属性较高，仍然属于服务业。 



表 1：基于 ISIC（Rev4）产业分类的知识创造业分类* 

各级分类代码 产业名称 备注 

J    信息和通讯  

 58   出版活动  

  581  书籍和期刊的出版及其他出版活动 本项所有子项均

为知识创造业 

  582 5820 软件的发行  

 59   电影、录像和电视节目的制作、录音及音乐

作品出版活动 

 

  591  电影、录像和电视节目活动  

   5911 电影、录像和电视节目的制作活动  

   5912 电影、录像和电视节目的后期制作活动  

  592 5920 录音制作和音乐出版活动  

   5421 录音制作与发行活动  

 60   广播和节目制作活动  

  602 6020 电视广播和节目制作活动  

 62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有关活动  

  620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有关活动  

   6201 计算机程序设计活动  

   6202 计算机咨询服务和计算机设施管理活动 不含设施管理活动 

   6209 其它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服务活动  

 63   信息服务活动  

  631  数据处理、存储及有关活动；门户网站  

   6311 数据处理、存储及有关活动 数据处理分析成

果为知识产品 

   6312 门户网站  

  639  其它信息服务活动  

   6391 新闻机构的活动  



   6399 未分类的其它信息服务活动  

M    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  

 70   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活动  

   7020 管理咨询活动  

 72   科学研究与发展 本项所有子项均

为知识创造业 

 73   广告业和市场调研  

  731 7310 广告业 广告为知识产品 

  732 7320 市场研究和民意测验 研究和测验成果

均为知识产品 

 74   其它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  

  741 7410 专业化设计活动  

  742 7420 摄影活动  

  749 7490 未另分类的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  

*注：仅四位数代码对应的活动或备注栏中特别指出的类别属于知识创造业。三位数、二位数和字母代

码仅为注明四位数代码产业的所属产业大类。 

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的产业分类，知识创造业应该包

括除基础接入（6410）以外的互联网服务（64）、除呼叫中心（6591）和运营维护（6540）

以外的软件开发与信息技术服务业（65）、金融信息服务（6930）、咨询与调查（724）中的

市场调查（7242）与社会经济咨询（7243）以及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7249）、广告业（725）、

除了质检技术服务（745）和环境与生态监测服务（746）以及地质勘探（747）之外的科学

研究与技术服务（74）、新闻和出版业（86）、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87）。此外，还

包括文艺创造与表演（8810）中的创作部分（无独立分类代码）。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北美产业分类体系》，知识创造业主要包括信息业中的出版业（含

软件）、电影和录音行业，数据处理网络出版和其它信息服务，以及专业科学和信息服务业

中的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专业科学和技术杂项服务。 

对以上三个主要产业分类标准的梳理，只是基于现有行业分类的整理，用于强化对知识

产品和知识产业概念界定的说明。在上文梳理的行业之外，还有大量由企业设立的科技研发

和软件开发部门的知识产品创造活动，即使这些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属于制造业或者农业，

这些知识产品创造活动仍然应该属于知识创造业。这部分活动应该以何种统计口径计入知识

创造业，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统计核算部门的深入调查。
12
 

 
12
 在对知识创造业的总量和发展趋势进行初步估算的时候，为了方便进行数据分析，本文主要仍然按照基

于现有统计口径的筛选来进行。 



三、对知识创造业经济意义和发展趋势的初步估计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现有统计数据，本文对美国知识创造业的 GDP 占比进行了初步估算。

2019年，美国 GDP中信息产业 1127.5十亿美元，专业、科技与技术服务业（不含法律服务）

增加值 1638.4十亿美元，扣除信息产业中的广播和电信产业以后，总的增加值为 2019.9十

亿美元，比例为 9.4%。也即按照现有的统计口径，将二三产业中大量的企业内部研发和软

件开发活动排除在外，知识创造业占美国 GDP 中就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与制造业

（2345.8）相当，且高于金融与保险业（1665.8），当然更是远远高于农业（484.9）。如果

把美国产业分为农业（含采掘业）、工业、知识产业和服务业，它们的 GDP 比重分别是大约

2.2%、16.7%、9.4%、71.7%。
13
 

相比之下，1963年
14
知识产业的比重在美国 GDP中只占了 3.1%。在过去近五十年中，知

识创造业占 GDP的比重提高了三倍。1963年，制造业增加值是知识创造业增加值的 8.7倍。

到 2019 年，二者已经基本齐平。如果将许多企业内部的技术研发和软件开发活动的经济价

值也纳入知识创造业的统计范围，那么，在美国经济中，知识产品创造业应该已经以较大幅

度超过制造业增加值。 

1963年，美国金融保险业的 GDP占比为 3.4%；1987年 5.8%，到 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

这一比例为 7.1%，金融危机之后，又下降到了 6.1%。金融业占美国 GDP的比重，不仅早就

低于知识创造业，而且一般长期在 7%的水平波动，过高的金融业占比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危

机爆发的前兆。知识创造业的增长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早已大大超过了金融业。 

知识创造业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上升，是美国过去五十年中经济结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特别是在 2000 年，不含知识创造业的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过 70%以后，其比例基本保持不

变，而知识创造业的比重仍然在持续快速上升，且基本不受中长期经济周期的影响。过去二

十年间，服务业占 GDP比重提高了 2个百分点，知识创造业的比重提高了 2.5个百分点。知

识创造业不仅相对增长速度（百分比）继续高于服务业，绝对增量（百分点）也超过了服务

业。 

表 1：1963-2019年主要年份美国四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例变动表  
1963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9 

一产占比 4.9% 3.9% 5.4% 2.9% 2.0% 3.3% 2.3% 

二产占比 31.8% 29.5% 27.2% 23.9% 21.4% 17.6% 16.7% 

三产占比 60.4% 63.1% 63.4% 67.4% 69.6% 71.2% 71.6% 

金融保险占比 3.4% 4.5% 4.8% 5.8% 7.3% 6.7% 7.8% 

四产占比 2.9% 3.5% 4.1% 5.8% 7.0% 7.9% 9.4%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商务分析局网提供的数据整理，https://www.bea.gov/data/gdp/ 

从美国各州和特区（不含夏威夷）人均收入与知识创造业的占比关系来看，知识创造业

 
13
根据美国商务分析局网站 www.bea.gov 提供的数据整理，本文涉及美国全国和各州的 GDP 和产业结构数据

均来源于 BEA。 

14
 1963 年是本文数据来源中，能够将法律顾问和电信业的细分数据从专业服务和信息业数据中拆分出来的

最早年份。 

http://www.bea.gov/


与人均收入的相关性高于传统的三次产业，也高于金融保险业。在把知识创造业去除以后，

纯粹的服务业占比与美国各州人均收入的相关性系数仅为 0.34，各州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

业占比相关性很小。 

表 2：2019年美国五十个州和特区人均收入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系数 

  金融保险业占

比 

知识创造业占

比 

传统三产占比 服务业占比 

人均收入 0.202 0.652 0.624 0.343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商务分析局网提供的数据整理，https://www.bea.gov/data/gdp/ 

在人均收入排名前十的州中，除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的阿拉斯加外，另外九个都是金

融业或知识创造业排名前 11的州，其中金融业占比前十的占了三个，知识创造业占比前 11

的占了五个。美国是全球金融中心，金融业高度发达，存在少数金融业占比极高的高收入州。

如果把纽约州等金融业占比排名前十的十个州去掉之后，计算剩下四十个州和特区的人均收

入与知识创造业的相关性，则二者的相关性系数为 0.826。在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水平

与知识创造业在经济活动中所占比例高度相关。 

表 3.2019年美国人均收入排名前十的州的金融业与知识创造业 GDP占比一览表 

 华盛顿

特区 

康 涅

狄格 

马 萨

诸 塞

州 

纽 约

州 

新 泽

西州 

加州 华 盛

顿州 

马 里

兰州 

新 罕

布 什

尔州 

阿 拉

斯加 

金融保险 GDP占比 4.4% 14.7% 9.6% 19.4% 6.5% 4.9% 3.8% 5.5% 8.3% 2.6% 

知识创造业 GDP占比 15.3% 7.9% 16.2% 10.6% 10.7% 14.9% 17.6% 10.5% 9.6% 3.5% 

人均收入（美元） 83111 77273 74161 71682 70399 66735 64766 64541 63452 62629 

金融保险占比排名 43 4 10 2 20 37 46 30 14 50 

知识创造业占比排名 3 17 2 8 7 4 1 9 11 47 

人均收入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商务分析局网提供的数据整理，https://www.bea.gov/data/gdp/ 

从欧洲各国的数据来看，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由于欧洲各国的细分产业 GDP数据难

以获得，本文以千人研发人员数量和千人程序员数量来作为知识创造业中最重要的两类产业

——科技研发和软件开发产业发达程度的代表来考察创造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排除爱尔兰

和卢森堡这两个 GDP数据严重失真的“避税天堂”， 2019年可获得数据的欧洲 32个国家人

均 GDP 与千人研发人员数量的相关系数为 0.813
15
，千人研发人员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名单

与人均 GDP排名前十的国家完全重合（顺序不同，见表 4）。在 2018 年程序员数量排名前二

十的欧洲国家中
16
，人均 GDP 与千人程序员数量的相关系数为 0.796。两对数据均表现出较

高的相关性。 

表 4：欧洲各国*人均 GDP前十与千人研发人员前十对照表 

 
15
 根据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相关数据整理 

16
 “ Th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software developers in Europe by 

country”,https://stackoverflow.com/ 



 
人均 GDP（欧元） 千人研发人员数量 人均 GDP排名 千人研发人员排名 

丹麦 49720 10.7 3 1 

瑞士 62780 9.5 2 2 

奥地利 38170 9.4 7 3 

芬兰 37230 9.3 8 4 

荷兰 41870 9.2 5 5 

挪威 69560 9.1 1 6 

瑞典 43920 8.8 4 7 

德国 35840 8.8 10 8 

冰岛 39150 8.7 6 9 

比利时 35950 8.3 9 10 

*不含爱尔兰与卢森堡 

数据来源：根据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相关数据整理 

从国内来看，本文对比了 2019年我国 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数据。受细分

产业数据获得的限制，以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比例来进行

代替产业增加值的 GDP比重，并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与“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和地质勘察业”来作为知识创造业的代表。各省知识创造业与人均 GDP 的相关性系数为

0.763，相关性较高，且大大超过了制造业和金融业（见表 5）。 

 

表 5：2019年中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人均 GDP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系数 

  金融保险业 GDP占比 知识创造业 GDP占比 制造业 GDP占比 

人均收入 0.48 0.763 0.36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stats.gov.cn 相关数据整理 

从美国各州、欧洲各国、中国各省的横向数据来看，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

知识创造业的发展都与人均收入或人均 GDP 高度相关。从美国五十多年的纵向数据来看，

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知识创造业在 GDP中的比重持续稳定提高，是四大产业分

类中增速最快的。知识创造业是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代的重要产业升级方向，其增加

值占 GDP的比重，是衡量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代经济体产业结构先进程度的关键指

标，其重要性高于服务业，也高于金融业。 

四、知识创造业发展的中观与微观案例分析 

（一）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变迁背后的美国产业升级 

过去半个世纪半导体产业的变迁是制造业向知识产品创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典型案例。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半导体产业链最核心的装备是光刻机，最关键的制造是环节芯片的生产，这两个产业可以被

视为全球最先进制造业的典型代表。光刻机和芯片都是美国企业发明并率先实现了产业化。

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最先进的光刻机和高端芯片都在美国生产。时至今日，七八十年

代最重要的美国两大光刻机巨头 GCA和 SVGL 公司都已经消失，最高端的 EUV光刻机生产已

经转移到了荷兰。同时，全球 10nm 以下的高端芯片制造已经全部集中到了韩国（三星公司

市场占比 8%）和中国台湾（台积电公司市场占比 92%），美国仅保留了英特尔公司部分 10NM

以上的中高端芯片生产制造
17
。这一跨越数十年的产业转移过程相当复杂，但从最终结果来

看，最顶级的民用级先进制造业也离开了美国本土，这是否能视为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表现呢？

这就需要看美国在将尖端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之后，在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环节还剩下什么。 

荷兰 ASML 公司是全球唯一的 EUV光刻机供应商。但它仅是一个光刻机系统的总装者，

需要利用全世界有关光刻机的技术专利、零部件和软件来生产光刻机。通过全球专利数据库

Innography的检索数据，EUV光刻机的核心专利
18
共有 91件，其中美国占了 83件，比例高

达 91.2%。如果把非核心专利也算进来，EUV 光刻机涉及的专利共有 4002件，其中美国占了

1991件，居第一位，占比为 49.8%，接近一半；ASML公司所在的荷兰占了 1394件，居第二

位，占比为 34.8%。
19
 

除专利外，EUV光刻机工控系统和数据仿真技术由美国公司 Brion开发。
20
光刻机还必

需和芯片设计软件（EDA）配合才能制造芯片。目前高端 EDA软件的前三大供应商都集中在

美国，这三家企业占据了全球 EDA大约 60%的市场，在中国更是占据了超过 90%的市场份

额。 

此外，ASML公司股份以存托凭证的方式在美国上市交易，从 2020年 3月的股权结构

来看，前十大股东均为美国金融机构，产业利润以金融投资的方式大量回流到了美国
21
。 

全球 10nm 以下高端芯片制造环节的情况与 EUV光刻机制造情况有相似之处，只是美国

企业的控制力稍弱一些。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公司占领了高端芯片 90%以上的市场，并拥有几

乎全部有关的核心专利。Innography 数据显示，在台积电代工芯片使用的普通专利中，中

国台湾占领 80%的份额，美国则占了大约 18%左右的份额，是第二大专利占有方。
22
同时，台

积电芯片代工所使用的高端光刻机全部都是美国占据绝大多数核心专利的 ASML 光刻机，其

代工芯片的也全部是基于美国 EDA 公司的软件设计方案。跟 ASML 一样，美国投资者也拥有

台积电的大量股权。
23
 

 
17
 Antonio Varas, Raj Varadarajan, Jimmy Goodrich, and Falan Yinug，《Government Incentives and 

US Competitiveness 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来自 BCG 公司官网 https://www.bcg.com/en-

cn/publications/2020/incentives-and-competitiveness-in-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 

18
 “核心专利”是 Innography 判断专利价值的综合指标，通过权利要求数量、引用与被引用次数、是否涉

案、专利时间跨度、同族专利数量等因素影响计算出专利的强度系数，专利强度系数高于 90%的即为核心专

利。 

19
来自 Innography 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https://app.innography.com/ 

20
ASML 在 2007 年收购了 Brion公司，但 Brion 公司总部仍然在美国。此外，其关键零部件极紫外光源由美

国 Cymer 公司制造，还有大量核心零部件也是从美国企业采购。相关信息根据 BCG 和 SIA 的联合报告内容

和 ASML 公司网站的信息整理，见注 17。 

21
 根 据 美 股 交 易 网 站 提 供 的 相 关 资 料 整 理 ：

http://emweb.eastmoney.com/pc_usf10/Shareholders/index?color=web&code=ASML 

22
 来自 Innography 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https://app.innography.com/ 

23
 台积电最大的名义股东为花旗托管台积电存托专户，存托凭证在美国上市交易，股权比例约 20%。台积电

美国股东数量众多且股权分散，其中大部分可以被理解为财务投资，企业决策权始终掌握在台湾管理团队



从 EUV 光刻机和 10NM以下高端芯片制造业的现状来看，过去五十多年美国光刻机制造

业和高端芯片制造业的转移，并不是产业空心化而是一种典型的制造业向知识创造业的升级

过程。
24
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的产业控制力和利润攫取能力在制造环节向外转移之后，

主要通过两大渠道来实现：知识产权和金融投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始

终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且知识创造业的比重持续提高。这种制造环节的转移同时也起到

了推动全球产业发展的积极效果。 

（二）知识创造业发展的微观层面观察 

当前，世界上许多先进制造或服务业企业，正在朝着“知识产业化”的方向转型，也就

是将主营业务从制造或服务中逐步退出，改而专注于知识产品的生产创造，以保持行业领先

地位和较高的利润。当前全球最大的知识创造业企业应该是美国的苹果公司，其营业额在

2020年财富世界五百强中排名第 12位，利润排名第 2位，股票市值则排名世界第一。苹果

公司并不直接生产制造硬件设备，无论是芯片还是消费终端如苹果手机、耳机、手表等，都

是委托代工厂生产。硬件产品只是其获得利润的一个载体，真正由苹果公司生产的产品都是

知识产品，包括：专利技术、设计方案、软件（操作系统、自研 APP 和网络平台）。其基本

运作模式是将拥有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设计方案、软件系统授权给零配件制造商、组装厂

和销售商使用，并凭借知识产权对其产品涉及到整个产业链条从生产制造到销售服务进行管

控，从中获得收入和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制造能力和负责销售的企业处于辅助地位，

拥有知识产权的苹果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并拿走了产业链条中的大部分利润。 

苹果公司在其成立早期，在美国建立了先进的自动化工厂来制造个人电脑，但这家工厂

在 1992 年被关闭，生产制造环节被转移到了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随着技术进步的全球分工

的加强，苹果公司在九十年代末期将新加坡和台湾的自有工厂也放弃了，转而全面委托代工

厂生产。
25
这并不是“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而是典型的“制造业向知识创造业转型”。在

把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之后二十年时间里，从 1999年到 2000年，专注于知识产品生产的苹果

公司的利润从 6亿美元增长到了 574亿美元，增长了 90多倍。
26
 

比苹果公司走的更远的是美国高通公司。高通公司是全球通讯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它

的业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半导体业务和技术许可证业务。半导体业务模式与苹果手机类似，

基于自身技术专利和设计方案授权代工厂生产半导体芯片并销售。而技术许可证业务则是纯

粹的专利授权收费，高通公司直接向全世界采用其专利的智能手机收取定价 3.25%到 5%不

等的费用而完全不介入智能手机的设计、制造、销售以及售后服务链条。这两种业务都属于

知识创造业。2018年，高通许可证业务部门公布的收入为 51亿美元，净利润为 35亿美元，

 
手中，股权结构主要体现了美国金融业的产业利润攫取能力。 

24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是数控机床产业。美国是第一台数控机床和计算机数控系统的发明地，但到 2019

年，其数控机床产业全球份额仅为 6.3%，低于日本（32.1%）、德国（17.2%）和中国（31.5%）。但在数控机

床的 1194 项核心专利（基于关键词“NC machine”的 Innography 分析结果）中，美国拥有 984 项，占了

82.4%，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超过日本（42 项）、德国（40 项）、中国（11 项）等其它国家拥有的核心专利

之和。 

25
 主持这一转型工作的副总裁蒂姆·库克因此引起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重视，这次成功的“外包革命”为

他后来成为乔布斯的接班人担任苹果公司 CEO 奠定了基础。这也说明这一战略对苹果公司发展的重要性。

【美】李恩德·卡尼 著， 李世凡、梁德馨 译：《蒂姆·库克传》，中信出版集团，2019，p97 

26
 根据苹果公司网站提供的年报数据整理计算 



超过了高通全年利润的 50%。高通已经成为一家以专利授权为主要盈利模式的知识创造企业。 

在发达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完全不参与硬件生产活动，仅从事软件开发销售或知识产权

授权的知识创造业企业。切萨布鲁夫在《开放式创新》中提到一家叫 Rambus 的公司，它拥

有一系列用于内存芯片加速的专利技术，自从诞生以来就完全依靠这些专利授权收费生存，

2015 年收入达到了 2.93 亿美元
27
。著名的微软、谷歌、亚马逊、书脸、甲骨文等美国高科

技企业，都是纯粹的软件开发型知识创造业企业，引领着全球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方向。

美国斯坦福大学作为一家非企业公益机构，也采用建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的方式来收

取专利许可费用，2018 年许可收入超过了 1 亿美元。这种模式目前已经成为了美国大学技

术转移的标准模式，是大学知识创造活动产业化的体现。
28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总结了

“2020全球技术转移百佳案例”，包括了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大学、实验室、私人企业等诸

多主体探索的诸多知识创造产业化模式。
29
这些丰富的知识产品产业化形态，是知识创造业

在美国 GDP中比例持续上升的微观基础。 

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的控制力和利润攫取能力都相当强大。2020 年，美国股市市值

最高企业前三名均为知识创造业企业。在排名前十大企业中，知识创造型企业占据了五个席

位，包括苹果、谷歌母公司、微软、亚马逊和书脸公司，超过了金融企业（伯克希尔哈撒韦、

摩根大通、美林）的席位数。 

在经济控制力方面，美国政府也不断利用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来为其霸权主义提

供支持。其中最为国人熟悉的是 2019 年 8 月 17 日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华为公司专门发布

禁令。该禁令要求基于美国软件和技术的产品不能用以制造或开发任何华为子公司（实体名

单内）所生产、购买或订购的零部件、组件或设备中。
30
 

美国禁令中提到的“软件和技术”正是后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两种知识产品，是在大量

先进制造业从美国本土转移出去以后留在其国内的知识创造业产出成果。业界分析，对华为

影响最大的“软件和技术”主要是芯片设计的 EDA软件和加工芯片所用的光刻机相关专利技

术。“以知识产权控制实体经济”、“以上游知识产业的产品链条影响下游物质产品生产”是

一种值得关注的新现象，也体现了知识创造业相对于制造业的控制力。尽管中国拥有全世界

最完整的半导体和通讯设备制造产业链，但许多企业由于无法绕过美国的“软件和技术”授

权而不得不暂停向华为供货。知识创造业的控制力如此强大，以至于禁令发布以后，华为公

司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一家能为其制造高端手机芯片的企业。华为公司的通讯产品制造仍然受

到了巨大的打击。在美国“8·17”制裁之后半年，华为手机份额从全球第 1 下滑到全球第

6，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也从 2020年第二季度的 20%下滑到了 2020年第四季度的 8%
31
。 

为了在禁令条件下生存和发展，华为公司也拿起知识产品的武器，并在 2021年 3月 19

日宣布从 2021年开始实施专利许可收费计划，对单台 5G手机的专利许可收费上限为 2.5美

元。在此之前，华为因为自己销售大量智能手机，有足够的硬件载体收费来支撑其研发投入，

 
27
 【美】亨利·切萨布鲁夫、罗亚·加费莱，《开放式创新和知识产权：双向市场视角》，载【美】亨利·切

萨布鲁夫 等 编著，扈喜林 译，《开放式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p242 

28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2020全球百佳技术转移案例13——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Stanford OTL）》，

来源于中心官网：http://www.ciste.org.cn 

29
 同上。 

30
美国商务部官网：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8/commerce-department-

further-restricts-huawei-access-us-technology-and 

31
数据来自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官方网站发布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调查报告：

https://www.counterpointresearch.com/global-smartphone-share/ 



一直没有公开收取专利授权费。这一声明是在华为在芯片供应出现问题，丧失了大量获得收

入的硬件载体之后，采取知识产品收费的方式来获得新的收入渠道
32
。此外，华为在被美国

制裁以后加快了“鸿蒙”操作系统的研发步伐，试图以软件系统业务来抵消因为手机业务缩

减带来的损失。这场全世界瞩目的高科技竞争中，技术和软件为代表的知识产品成为了双方

攻防的关键武器，进一步凸显了知识创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五、知识创造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知识和信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已是一个常识。但在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

分，或者探讨对应的产业升级规律的时候，现有的研究并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诸如

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提法其实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因为几乎任何形式的人类经

济活动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即使在农业社会，人们也是以对农作物生长规律的知识为基础

来进行生产的。后工业化时代与工业化及其之前的时代相比，真正改变的并不是知识在经济

活动中的基础地位，而是知识作为一种产品进行生产销售成为一种有重要意义的经济活动和

独立的主要产业门类、成为支撑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力量。 

（一）知识生产大规模产业化是工业化发展到后期的产物 

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作为有固定物资形态的产品，是便于界定产权边界并通过市场定价

机制来交易流通的。物质产品的交易几乎仅凭人类的本能就可以实现
33
。服务产品则只能在

交易发生的同时提供，交易难度高于物质产品。服务业在农业社会发展发展缓慢，在进入工

业社会以后，受益于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契约体制逐

步成熟，服务业才得以快速发展壮大。知识产品由于不具有固定形态又可以极低成本大规模

复制，其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的难度极大。此外，技术研发活动需要得到来自生产、销售和

消费过程的反馈信息，在信息获得成本和传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技术研发在空间上和组织

结构上都难以与制造和服务活动分离。因此，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知识创造活动的价值，

往往会依附于农产品、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和服务活动，融入到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定价中去。

研发设计等知识创造活动，在工业社会往往表现为制造企业“干中学”形成知识以及企业内

部研发设计部门的工作且这种工作的计酬并不以产权交易的形态在研发设计部门与生产制

造部门之间进行。尽管知识始终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基础动力，尽管图书出版作为一种知识创

造活动也拥有悠久的历史，但知识创造业长期未能够作为一个独立于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产业发挥作用并被深入研究。 

知识生产的产业化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升级的结果，也是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和国民

素质提升的结果。初步来看，知识生产的大规模产业化应该具备至少三个外部条件。 

第一，制度方面，要有发达的完善的知识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机制。 

第二，技术方面，要有低成本复制和传播知识产品的载体和技术。 

 
32
 2021 年 4 月 28 日华为发布一季度财务数据，营收同比下降 16.92%，但利润却增长了 35.4 亿元，达到

168.47 元，并特别说明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季度收到了 6 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仅这笔专利费就超过

了华为一季度的利润同比增加额，相当于华为一季度利润的大约 30%。知识产权收费成为了华为抵消美国

制裁冲击的重要且有效的武器。来源：华为公司官网。https://www.huawei.com/cn/news/2021/4/huawei-

q1-2021-business-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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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即持这样的观点，他把物质产品交易视为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差异之一。 



第三，社会基础方面，需要培养一大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从业人员，且要求社会大众普

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消费能力，具备理解抽象的知识产权概念的能力、认可知识产品的

排他性权利并愿意为知识产品消费付费。 

简单来说，知识创造业的发展，对制度、技术、人才以及人口素质的要求都要高于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尽管知识创造活动在经济发展中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知识产品创造作为

一个独立的产业只有在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才能迅猛增长，并成为国民经济

的主导产业门类。 

在这三个条件中，技术方面的限制是“硬约束”。 

知识产业的发展，与知识载体的技术进步密切相关。每一次知识承载或传播技术的重大

进步，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根据载体技术的进步，知识产业的发展大约可

以分为四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字诞生以后到造纸术发明，第二个阶段是造纸术发

明之后到古登堡发明现代印刷技术，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印刷术诞生到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之

前；第四个阶段则为信息革命之后。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包括诸多重要的发明，其关键是芯

片（集成电路）的发明及其加工技术的进步，它极大的改变了人类自从古登堡以来进行知识

和信息存储、处理、传输的方式。芯片加工是人类工业化进程发展到后期、工业制造技术高

度发达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人类对工业品的加工精度到达微米甚至纳米级的工艺水平，才

具备将大规模电路进行集成的能力。在这个水平上，知识信息的极低成本复制、传输和处理

运算才变得可能。 

尽管最早的集成电路在 1958 年就在实验室中诞生了，但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看，更具

有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 1971 年美国的英特尔公司发布人类历史上第一款商用微处理器，它

的加工精度是 10 微米。之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知识创造业在美国 GDP 中的比重才超过

5%，迈过了主导产业的统计门槛。此外，现代互联网的技术起源是 1968 年，但长期只被应

用于军事和科研领域，大规模民用互联网要到 1990 年代初才在美国兴起；第一台消费级个

人电脑是 1981 年出现；第一台智能手机出现在 1993年，而能高效传输图文信息的 3G网络

标准则在 2000 年才开始在发达国家推广使用。受此影响，无论波兰特、钱纳里还是贝尔都

未能从知识产品和知识创造活动产业化的角度来分析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结构特点。SNA对

产业的阐释在 2008 年才出现了“知识载体产品”的概念，而在 1993 年的版本中无此概念。 

（二）知识信息代码化是知识创造业迅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信息革命不仅极大的提高了知识创造业的生产效率，还极大的扩展了知识产品的范围。

可执行的计算机代码（以下简称“代码”或“计算机代码”）成为了继文字和数学符号发明

之后最重要的新型知识载体。代码与文字和数学符号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可以让知识在没有人

类作为中介的情况下直接控制机器或者与人类交流。在此之前，只有人类可以读懂文字和数

学符号，知识在被创造出来之后，必须通过人类的学习并以人类活动为载体才能转变为制造

货物或提供服务的活动。而计算机代码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可以直接控制机器制造货物或提

供服务。代码的集合——软件成为了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知识产品。受此驱动，“制造活

动知识产品化”和“服务活动知识产品化”成为了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代产业升级的一

大途径。 

软件的概念诞生于 20世纪 50年代，但长期都是作为硬件的附属品而存在。软件开发活

动的产业化是在 1971年英特尔发布商用微处理器之后，70年代中后期，以微软和甲骨文两



家著名软件企业的诞生为标志
34
。 

“制造活动知识产品化”是指：人类通过对制造规律的总结，将制造流程写成计算机代

码，用软件来代理人脑控制机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劳动的价值就不再直接体现到制造活

动中，而是体现到代码的编写过程
35
。劳动者的工资和企业家的利润在此过程中，都会从制

造环节向代码编写环节转移。 

知识产品化的过程，也是人类劳动从重复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转型升级的过程。因为代码

一旦完成，其代表的劳动过程即可通过机器无限次低成本重复。代码的编写过程是一种创造

活动而非制作或服务活动。代码编制完成之后所需要的工作，就是继续对代码进行优化改进，

而不是由人类进行重复性的脑力或体力劳动。经济活动从第二第三产业向第四产业升级，人

类劳动的创造性也得以大幅度提高。一般来说，对经过合格训练的人而言，创造性劳动比重

复性劳动更有趣或者更少痛苦。因此，这一过程既是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也是人类劳动效

率提升和劳动者幸福感提高的过程，同时，它也要求劳动者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以具备将

知识转变为计算机代码的能力，可以认为它代表了产业升级的应然方向。 

“制造活动知识产品化”中比较代表意义的是德国的工业软件龙头西门子。西门子公司

曾经是一家典型的制造业巨头，其产品线包括灯泡、洗衣机、录音机、电视机、电子显微镜、

计算机、半导体设备、心脏起搏器、通讯设备和终端等等。进入 21 世纪以后，西门子开始

逐步出售其生产制造业务，大力投资于工业软件。2011年联合德国工业界提出了“工业 4.0”

概念。2014 年，西门子将其历史悠久的家电业务整体出售并发布“2020 愿景”转型战略。

其转型的核心战略之一就是逐步做大以工业软件为核心的工业数字化部门同时大力削减硬

件制造业务。今天西门子已拥有超过 15000 个软件产品，涵盖了工业生产的全流程，成为了

欧洲第二大软件企业。对比 2010 年和 2020 年西门子的组织结构和财务收入的变化，2010

年，工业数字化业务属于一级部门工业部之下七个二级部门之一，营收为 6421 百万欧元，

占公司总营收的 8.5%；到 2020年，工业数字化已成为一级部门，营收 14997百万欧元，占

公司总营收的 26.2%，其利润率也远高于智慧基础设施、交通等硬件制造比重较高的其它部

门，其贡献的利润占总利润的约 40%。此外，从西门子公司年报披露的信息来看，其智慧基

础设施、交通和健康部门的研发方向，也都以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软件类技术为主，其销

售收入中都有相当部分来源于软件。
36
当前，全世界大部分手机和家用电器的制造环节都已

聚集到了中国，西门子自身也不再生产这些电气产品，而是通过为电气产品的生产制造提供

软件和自动化解决方案来盈利，并获得了高于制造环节平均水平的利润率。这也是一种制造

活动与知识创造活动在产业上分离的微观过程。在交通通讯和知识产权交易机制高度发达的

时代，这种分离既可以跨越国家和区域，也可以跨越企业组织。 

表 6：2020年西门子主要部门营收与利润率 

 产 值 & 营 收

（百万欧元） 

利润率 主要研发方向 

 
34
 梅宏，《软件定义的未来世界》，载《卫星与网络》，2018 年 6 月，p28-33 

35
 “制造活动知识产品化”与学界研究较多的“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制造业服务化主要

是指制造业企业将自身经营活动进行延伸，进入服务领域，提升服务业收入来企业收入中的比重（魏佳波，

2020；郭跃进，1999）。而“制造活动知识产品化”则主要是知识创造活动对制造活动的替代。在之前的诸

多研究中，由于知识产品创造活动被视为是一种服务业，许多“制造活动知识产品化”的过程也被视为是

一种“制造业服务化”的形式。如果将知识创造业视为独立于服务业的第四产业，则制造业企业进入服务

业和进入知识创造业就是两个彼此独立的不同的过程。 

36
 根据西门子公司官网 siemens.com 提供的历年财务报告整理。 



数字工业 14997 21.7% 面向工业自动化和数字化的人工智

能、云计算、边缘计算、5G 通讯等 

智慧基础设施 14323 9.1% 能源物联网、可再生能源、云计算、

边缘计算、数字孪生、数字化服务等 

交通 9052 9.1% 清洁能源、自动驾驶、云计算与物联

网、数字孪生等 

健康 14460 15.1% 人工智能 

金融服务 345 11.7%  

随着知识创造业的崛起，制造业利润持续下降成为一个长期趋势，这是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中占比持续快速下降的微观基础。传统制造业中的高利润环节被不断分解出来，成为独

立的知识创造业，专利授权、软件采购和软件平台的渠道抽成成为了压低制造业利润的重要

途径。 

传统的制造业利润，是以工业制成品为载体获得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中，包含了技术

研发和流程控制等环节的利润。在知识创造业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以后，大量的制造经验被

“打包”进入工业软件。工业软件自身技术的进步将极大的影响乃至决定制造环节的生产效

率并从中拿走一大部分利润。同时，工业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诸多技术将需要以获得专利授

权的形式购买。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由于人类制造产品高度复杂化，没有任何一家企业

可能掌握制造某一种主流工业品或者它的关键零部件的大部分技术，单一企业独自研发的技

术不足以让它在市场竞争中维持生存。同时，小企业、大学和非盈利机构的研发质量越来越

高（切萨布鲁夫，2003）。在研发机构乐于售卖自己的专利且技术和法律制度让这种交易十

分方便的情况下，制造业企业要么大量购买专利授权生产自己的产品，要么成为掌握着专利、

设计和品牌的知识创造业企业的代工厂。制造业企业家获得市场超额利润的来源，将主要是

那些在生产活动中无法进行编码化总结的知识和对生产过程中不确定性的随机应变的管理

能力。 

当负责创造软件、专利、设计方案等知识产品的企业把利润拿走以后，留给制造企业的

利润就会降低。西门子工业数字化公司的利润率约为 22%，苹果公司的利润率约为 20%、高

通公司的专利许可证业务利润率高达 68%，而代工苹果手机的富士康公司的利润率则低于 5%。
37
从这个角度而言，制造业企业利润率的降低以及由此导致的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 中比例下

降，并非是人类工业制成品“技术含量”或“创新水平”下降导致的，相反，它是工业制成

品工艺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上升的必然结果，制作活动相当大部分的技术创新环节被转移到

了专业化的知识创造过程之中。只有将创新过程中的很大部分从制造活动中剥离出来加以专

业化和市场化，制造活动的创新效率才能得以更快的提升。此外，由于专利和软件的使用范

围与具体的工业制成品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从事技术研发和软件开发所需的人才、环境、设

备、管理机制等都存在重大差异（见后文表 2），由生产制造企业独立研发所需的全部专利

 
37
 以上数据来自于对各家公司 2019 或 2020 年财务报告。当前，拥有强大的市场垄断能力的制造业巨头仍

然可能获得很高的利润率，其中以高端半导体加工龙头企业台积电为代表。其拥有浸润式光刻技术的大部

分核心专利，凭借强大技术能力垄断高端半导体加工，利润率高达 33%，甚至超过了苹果公司。但这只是极

端情况，且台积电的高利润率也主要来自于它极高的专利申请量，这代表了它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持续高强

度投入的产出，这部分活动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看，是可以计入知识创造业的。从宏观统计数据来看，

制造业增加值率持续下降并低于知识创造业，是一个普遍现象。本文关于苹果手机的案例仅用来说明这一

宏观现象背后的微观机制。 



和软件也必然是低效率的。 

除了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的很多业务也被“知识产品化”
38
。在机械自动化时代，几乎

所有的自动化都只是制造业的自动化，服务活动因为极为强调个性化的即时反馈，很难实现

机器对人力的替代。这也是在工业化中后期服务经济比重迅速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随

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的进步，重复性劳动性质较高的服务活动——如餐饮、

销售、会计等的知识产品化也在加速。
39
此外，低代码开发技术

40
的进步，也可以方便的让各

行各业的劳动者方便的转型为软件开发者，这将大大加速制造业和服务业知识产品化进程。

美国过去二十年知识创造业的绝对增加值超过了服务业，过去十年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基

本不再增加而知识创造业持续高速增长，即是这一趋势的反应。 

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将支持创新活动的知识分为“编码化知识”和“隐

含经验类知识”。一般认为，人类知识中只有少部分知识是可编码化的，而大部分是不可编

码化的隐含知识。只有可编码化的知识才能经过人类劳动转化为知识产品用于市场交易。随

着计算机代码编程技术的不断进步，编码化知识在人类所有知识中的比例将会不断上升。这

一过程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未编码化知识被转化为编码化知

识，二是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对物联网传感器直接生成的大数据进行分析，知识直接以编码化

的形式诞生而不再经过人类经验知识进行编码转化。编码化知识数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大趋势

是知识创造业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越来越高的主要原因。 

制造与服务活动的知识产品化，让“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都在同

时被知识创造业所迅速占据。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崛起，从新的四

次产业分类的视角来看，很大程度就是销售、通讯等服务活动被变为了一种知识产品。因此，

尽管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支付宝公司是提供金融支付服务的企业，但其真正提供的产品实

际上一个知识产品——支付软件，而且支付宝公司的主要工作也是从事软件开发，将支付流

程变成支付产品。支付宝公司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创造企业而非服务业企业。
41
支付宝等网络

支付工具的发展，就是服务活动知识产品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制造和服务活动的知识产品化，不仅极大的提高了这些活动的效率，还让大量不必要的

人类体力和智力资源从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进入知识创造领域。知识创造活动的一

大特点就是不可重复，是一种较为纯粹的创新活动。表现到工作岗位上，就是大量的程序开

发和技术研发岗位取代了制造和服务岗位。比如，2020 年 5 月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公司公

布的数据，其金融支付业务支付宝公司的研发人员数量已经超过了 63%。这一比例大大高于

传统的支付服务企业。过去十年，中国信息行业就业人员数增长了 113.62%，高于同期 GDP

 
38
 “服务活动知识产品化”与“服务业制造化”也是两个差异较大的概念。后者主要是指生产性服务业企

业将自身经营活动延伸至制造业领域（郭琳，2021）。而前者则是指服务业企业通过生产知识产品让知识产

品（主要是软件）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方式来代替直接“人对人”的服务活动，将价值创造过程从“人对

人”的服务转移到了软件开发过程中。 

39 我们有理由认为，带有较高比重的重复劳动性质的服务活动可以被弱人工智能软件取代，服务业在 GDP

的比重将跟工业化中后期的制造业一样，开启一个快速下降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 

40
 低代码开发平台是无需编码通过少量代码就可以快速生成应用程序的开发平台。它允许终端用户使用易

于理解的可视化工具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而不是传统的编写代码方式。2018 年 7 月西门子公司以 6 亿欧

元收购的低代码平台开发企业 Mendix 便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企业。 

41
 这一分类仅关系到国民经济核算标准和对产业升级趋势的研究，与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的金融活动是否

需要遵守金融业监管标准无关。 



增长率 95.58%。
42
 

此外，在面向消费者的知识产品创造业中，软件类消费品也在迅猛增长。占全球份额 70%

的应用商店平台 Google Play 在其《10年数据纵览报告》中提到，2018年用户支出达到 270

亿美元，从 2012 年到 2018 年的 6 年复合增长率为 72%。
43
人类在经过工业化，衣食住行用

等物质需求在得到较为完善的满足之后，诸如探索未知世界、学习知识、获得成就感等方面

的精神需求便会爆发出来。真实的物理世界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即使在制造业技术高速进

步的条件下，对人类需求的满足能力也必然长期受到极大限制。与之相比，软件类终端消费

品提供的虚拟世界，可以以近乎无限的可能性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或者说为消费者提供精

神上的愉悦感满足感成就感。随着 AI技术、物理拟真和 VR/AR技术的进步，虚拟世界的真

实性将无限逼近真实物理世界，而其提供的无限可能性则将保持不变。
44
软件类消费品增长

速度长期超过物质消费品增速将是一个大趋势。 

（三）开放式创新与知识创造活动产业化 

随着软件技术的进步，知识创造活动本身，也大量以各种辅助性的知识软件来提高效率。
45
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为知识产权的形成和交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利于知识创造活

动的产业化。在知识软件上形成的科技研发成果可以方便的形成产权清晰的知识产品并通过

网络收取使用授权费用。高通公司能依靠专利向全球智能手机企业收取授权费用，只有在全

 
42
 根据 https://data.stats.gov.cn 相关数据整理 

43
 来自《App Annie：Google Play 10 年数据纵览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784455.html 

44
 这些技术并不是仅为游戏服务。“数字孪生”技术是工业拟真的关键技术，物理仿真对科技研发产业的推

动力量也非常巨大，实现数字孪生和建立科研仿真平台的技术与电子游戏产业的诸多技术是相通的。电子

竞技产业的终端拉动能力与工业自动化和科研自动化之间在产业链条上可以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目前发

达国家在高端游戏、工业软件和科研仿真方面都处于全面领先乃至于垄断性地位，是我国重要的短板产业。 

45
 结合软件的用途及其与新的四次产业分类的关系，我们可以对软件产品进行更准确的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解释 举例 

平台软件  跨行业的软件运行平台 Windows、安卓、IOS、鸿蒙 OS 

产业软件 农业软件 为农业活动提供辅助的软件 智能养猪系统 

工业软件 为工业制造业辅助的软件 机床数控系统 

知识软件 为知识创造业提供辅助的软件 MATLAB、office、CAD、PS 等 

服务软件 为服务业企业提供辅助的软件 酒店管理系统、线上客服机器人、服务

机器人控制系统 

消费软件 游戏类  各种电子游戏 

非游戏类 为个人生活提供辅助的软件 淘宝、爱奇艺、记账、日程安排软件 

在这个分类体系下，中国软件产业在操作平台、工业软件、知识软件领域均极大的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是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关键领域。 

https://data.stats.gov.cn/


球市场高度一体化和信息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才能变成现实。 

在技术、法律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企业的研发活动市场化程度必然不断提高。

切萨布鲁夫（2013）认为，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也在从以防御为主向开放交流为主。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企业界对知识产权交易并不重视，研发活动主要是“防御式”的而非开

放式的。8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几个有影响力的事件，包括 1986年德州仪器收购基尔比公司

的专利然后依靠授权费大量获利、1989 年宝丽来在专利权诉讼中击败柯达获得了破纪录的

9亿美元赔偿金，以及 IBM公司专利授权收入在 80年代后期的高速增长。这样，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企业向外部知识源购买技术和让自己的技术走向市场才成为一种潮流。
46
中国

华为公司的成长史也体现了这一趋势。在创业初期，华为公司自行研发的各项技术都不太重

视专利申请，仅用于自产设备使用；1995 年，由于其 C&C08 万门交换机系统受多家竞争对

手抄袭，华为才开始在研发部门内部成立知识产权部门负责专利技术的申请、保护等工作；

2003 年，华为的全球竞争对手思科公司在美国对华为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让华为加强了国

际专利申请的工作并在 2007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 PCT专利申请者；在掌握了大量专利之后，

开始探索交叉授权的方式来生产智能手机等硬件设备，其中最重要的是在 2015 年与苹果公

司达成专利授权协议47；在 2020 年起硬件设备生产销售遭遇美国技术禁令以后，又在 2021

年 3月宣布开始公开收取专利授权费用来获得收入。从将技术作为商业机密，到采取积极申

请专利的防御型策略，再到交叉授权的准市场策略，最后进入完全市场化的许可证业务。

2020 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有 10.5 万名，约占公司总人数的 53.4%，研发人员超

过半数，华为实际上已成为一家知识创造业企业。这四个阶段的演进是研发活动知识产业化

的一个典型过程，也是一家硬件制造企业向知识产品生产型企业转型的典型过程。 

  

 
46
 【美】亨利·切萨布鲁夫、罗亚·加费莱，《开放式创新和知识产权：双向市场视角》，载【美】亨利·切

萨布鲁夫 等 编著，扈喜林 译，《开放式创新》，p233-252，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47
 张利华 著，《华为研发（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p149-152 



表 7：华为公司技术研发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路径 

 封闭式研发模式 防御式研发模式 准市场化模式 市场化模式 

特点 自研自用，不申

请专利，技术保

密 

申请专利以防止研发

技术被侵权或对抗诉

讼 

与主要竞争对

手进行交叉授

权 

直接收取专利

授权费盈利 

时间 1994年之前 1995-2001 2001-2020 2021- 

标志

性事

件 

1990年华为开始自主研

发第一款交换机，研发

部门成立 

1995 年在研发部内成立知识产

权部门，并申请第一项中国发明

专利；2002年成为和中国专利申

请量第一企业 

2001 年与高通签署知

识产权交叉授权协

议；2015 年与苹果达

成交叉授权协议 

华为宣布开始在5G领

域公开收取专利费

用，每台 5G 手机不超

过 2.5 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华为官网发布的《华为创新与知识产权白皮书 2020》、张利华《华为研

发》（第 3 版）和有关新闻报道内容整理 

六、知识创造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 

总之，通过“制造活动知识产品化”、“服务活动知识产品化”，“软件类新型知识消费品

崛起”，“知识创造活动产业化”等途径，知识创造业在工业化后期得到迅猛发展，成为了独

立于三次产业的新兴产业门类。知识创造业增速持续超过 GDP平均增速，以及制造业和服务

业的平均增速，在美国和中国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从产业划分的产品逻辑、经济体量、

发展趋势（基于创新的重要性、增速和利润率）三个方面来看，知识创造业都应该从传统的

三次产业划分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第四产业”。经济体系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将进入

知识产业化时代而非服务化时代，经济产出的知识产品化是一个后工业化时代的主要产业升

级方向。 

知识创造业由于产品种类的不同，导致了它的发展跟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存在诸多重要

的区别。这些特殊性是知识创造业需要作为独立的第四产业进行统计和研究的原因。同时，

对这些特殊性的深入研究，也应该成为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关注的重要领域。 

知识创造业在产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至少包括： 

首先，知识创造业在政策指向上的特殊性。知识创造业的发展高度依赖知识产权管理制

度。完善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以及交易市场的完善是促进知识创造业发展的制度根本。

当前，我国大量的制造业经验知识不能够知识产品化，与企业家担心这些知识数字化、网络

化以后容易被窃取，因而更愿意使之保持一种技术机密的状态而不是转化为专利、软件、数

据等知识产品的形式。这已经成为了阻碍技术交流创新和产业效率提升的一个关键障碍。
48
  

其次，知识创造业的空间布局上的特殊性。知识创造业在产业圈层中，现代服务业往往

集中在中心城区以满足人与人高密度交流的需要；制造业则往往集中在城市郊区，以满足对

较大土地占有需求和回避噪音、污染等问题的需要。知识创造业的空间需求与二者相比存在

明显差别，它对人与人即时交流的需求低于现代服务业，无需占据城市核心区；对土地占用

的需求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低于制造业，往往集中于智力资源密集或者生态生活环境对高智

 
48
 祝守宇、林雪萍在 2019 年常州企业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阻碍企业落实工业互联网的主要原因中，

“信息安全”为第二重要的原因，仅低于人才缺乏，而高于缺乏预算、政策环境不利、设备连接比较麻烦

等。见祝守宇、林雪萍《工业互联网创新之路》，中国宇航出版社，2019，p90。 



力人才具有较强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一般位于传统的高等院校、高等级实验室或大科学

装置附近以及城市中心区和远郊区之间的第二圈层。以纽约都市区为例，金融和跨国公司总

部主要聚集于曼哈顿下城，科技企业则主要集中在切尔西、硅巷、布鲁克林科技三角区等邻

近核心区的外围
49
，制造业则主要分布在纽约市以外的区域

50
。北京市金融中心位于金融街，

距离天安门约六公里，总部经济中心位于朝阳区 CBD，距离天安门约六公里，在三环以内；

科研与软件开发中心位于中关村，是北京高校聚集地，距离天安门约 15 公里，在三环到五

环之间；高端制造业如京东方液晶屏、奔驰汽车生产线等位于亦庄开发区，距离天安门在 30

公里左右，在五环以外。深圳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圈层结构主要以沿海或靠近香港的距离

来判断城市圈层结构，其传统金融商务中心位于邻近香港和深圳湾的福田区，也是深圳市政

府所在地；新的金融中心前海也位于临海一线的位置，而科研与软件开发中心南山区粤海街

道位于南山区中部，距离深圳湾海岸约 3公里，距离市政府约 16 公里，无论从临海还是与

市中心的关系来看都属于第二圈层，其生产制造业的聚集地则位于距离市中心和海岸线更远

的龙岗宝安等第三圈层并不断往东莞等地转移。 

以华为公司的选址变迁为例，它诞生之初以销售香港进口的程控交换机为主，公司位于

相对靠近香港的南山区，后转入独立研发和组装制造自由品牌，公司随即搬迁到更远的龙岗

区，在这里形成了从管理到研发到生产制造的一体化格局；随着深圳土地价格的高涨，华为

从 2008年开始逐步将生产制造环节往东莞等二线城市转移，2018年，又正式将研发总部搬

往东莞松山湖。松山湖位于东莞南部，紧邻深圳，风景优美。这样，华为在珠三角地区的产

业布局就变成了决策管理、融资营销等属于高端服务业的总部继续留在深圳，负责技术研发

和软件开发等知识创造环节的研发总部位于靠近深圳的松山湖，生产制造环节则布局在东莞

距离深圳更远的地区。这样的空间选址与二三四产业环节的分离是一一对应的。 

就整个美国国家产业分布的总体格局来看，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心为西海岸的纽约大都

市区，知识创造业中心则位于东海岸的旧金山湾区。对美国五十个州的经济数据分析表明，

金融业 GDP占比与知识创造业占比的相关性系数为-0.064，几乎不相关，甚至有微弱的负相

关关系；制造业 GDP占比与知识创造业占比的相关性系数为-0.295，也呈现较弱的负相关关

系。
51
 

第三，知识创造业需要的人力资源以及对应的企业管理模式的特殊性。随着知识创造业

的崛起，其就业群体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工程师文化”。工程师文化起源于互联网行业
52
, 指

的是弥漫在企业内部尊重知识、重视人才、鼓励创新的 ,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文化。它跟

制造行业的“工匠精神”存在重大差别。
53
 “工程师”并非传统意义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主

要包括程序员、科技研发人员、规划设计人员、专业咨询人员等。工程师文化既不同于制造

业的蓝领工人文化也不同于服务业的白领文化。跟蓝领工人相比，知识创造业劳动者更强调

 
49
李献苗、鲁政委：《大都市区的产业结构：从纽约到上海》，兴业证券研究报告系列，2018 年。

https://m.gelonghui.com/p/167440［2018/5/27］. 

50
 盛维,戴跃华,吕同舟,魏蒙,柳俊.全球城市中心城区功能布局的动态演化及对上海的启示[J].全球城市

研究(中英文),2020,1(02):1-18+190. 

51
 根据美国商务分析局网站提供的数据整理，https: //www.bea.gov 

52
 “工程师文化”的最先提出者难以确认，但它的流行与谷歌公司前 CEO 埃里克·斯密特在《重新定义公

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中信出版集团，2019，靳婷婷 译）一书中的大力强调有关。斯密特在书中将谷

歌公司的“工程师”定义为“杰出的程序员和系统设计师”，并指出谷歌创始人从创业之初就始终坚持谷歌

的员工要至少有一半是工程师。 

53
 吴阳 仝嫦哲，《工程师文化对企业智能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一项基于多案例研究的探索》，载《中国人力

资源开发》  2018, Vol. 35, No. 4，p153 



自由和创造性；跟服务业相比，更强调理性严谨的解决客观问题，知识创造工作者往往不重

视衣着打扮和精致的社交技巧，网络上流传的程序员千篇一律的“格子衫加牛仔裤”集体照

以及各种关于程序员刻板生活方式的笑话代表他们对衣着和社交活动的忽视。这一就业群体

的特点必然要求知创造型企业进行管理模式创新。2019 年 3 月 26 日，一位以“996ICU”

为 ID 的程序员在 GitHub 上发布了一个名为“996.ICU”代码仓库，用以控诉国内互联网

以“996”工作制为代表的严重超时加班工作制。这一行动短时间内得到了国内几十万名程

序员的关注和支持，并迅速成为网络热点讨论话题。被批评采取“996”工作制的代表性企

业包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华为等企业都是本文所界定的知识创造业企业。梁萌（2019）

认为，这一网络热点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引发的管理控制类型的变化导致劳动者失去了

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决策空间，从而造成了劳动者文化资本与企业文化和管理机制之间的

矛盾
54
。这种“自主性”和“决策空间”与知识产品创造活动的特殊性密切相连。这一事件

可视为知识创造业劳动者群体对传统企业管理模式的抗议和变革要求，是我国过去二十年来

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创造业迅猛发展在劳资关系领域的体现。 

第四，知识创造业对基础设施要求的特殊性。知识创造业不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厂房，

工作空间与生产型服务业类似，但对算力和数据信息传输类基础设施的要求高于服务业。大

科学装置、数据与计算中心、软件开发平台、国家实验室等都是知识创造业聚集的重要基础

设施。 

表 8 知识创造业与三次产业的主要区别一览表 

  核 心

产 品

形态 

是 否

财 富

生 产

活动 

生 产

过 程

可 否

重复 

产 品

保 存

周期 

运 输

成本 

高速发展

期 

核 心

制 度

基础 

特 征 性

空 间 指

向 

劳动者

文化符

号 

主要基础设

施 

一

产 

农

业 

农 产

品 

是 可 短 高 农业社会 土 地

制度 

农 村 与

城郊 

无领 灌溉系统 

二

产 

工

业 

工 业

品 

是 可 长 高中低

多元 

工业化初

期和中期 

物 权

制度 

城 市 外

围区域 

蓝领 电力、能源、

机器、厂房 

三

产 

服

务

业 

服务 否 - 无 法

保存 

无法运

输 

工业化中

后期 

契 约

制度 

城 市 核

心圈层* 

白领* 通讯交通设

施与办公楼

宇* 

四

产 

知

识

创

造

业 

知 识

产品 

是 否 接 近

无 限

期 

接近于

0 

工业化后

期和后工

业化时代 

知 识

产 权

制度 

城 市 第

二圈层、

研 究 机

构周边 

格子领 高校、重点

实验室、大

科学装置等 

*服务业的空间特征、劳动者文化符号和主要基础设施栏内容均为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特点。消费服务、

政府公共服务和交通通讯等基础服务往往作为生产生活配套与就业和居住空间密切结合，就业人员情况也

比较复杂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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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知识创造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服务业持续快速增长应该只是工业化中后期的产业升级趋势，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

知识创造业快速增长、占 GDP 比重不断提高，并超过工业制造业才是一个更重要的长期趋

势。至于知识创造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提高的速度，从目前来看尚难以做出定论，甚至是

否可以根据知识创造业在 GDP中的比重，像工业化理论一样，将后工业化社会划分为知识化

的前期、中期、后期从现在来看还有些为时尚早。本文认为，知识创造业在 GDP中的比重超

过制造业应该是一个经济体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55
。理解后工业化时代主要的产

业升级趋势应该主要从知识创造业与二三产业关系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传统的服务业与制

造业关系的视角出发。 

当前，由于尚没有关于知识和信息创造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对知识创造业的比重

变化与经济增长的诸多关系进行精确和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困难。本文仅根据现有的分类进行

了初步的估算，必然存在较大的误差。基于对知识创造业发展规律独特性的研究，有利于政

府制定更为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有利于企业制定更加科学的战略决策。可以预料，随着 5G

等新一代通讯技术、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等关键技术的进步，知识创造

业对国家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影响将会持续加强。由于知识创造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

性，建议有关权威机构尽快建立相应的国民经济核算口径和方法，将知识创造业与三次产业

分开统计，以便学界对其进行更准确和深入的研究，并为政府政策制定和企业战略选择提供

更好的参考。跟“知识经济”或者“数字经济”
56
这类概念相比，基于知识产品概念的知识

创造业可以是一个定义得更清晰的、且与传统三次产业分类的底层逻辑兼容的概念，可以方

便且准确的纳入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跟知识创造业的增加值概念相比，诸如专利申请

数、万人研发人员数量等指标由于没有考虑价格竞争机制的因素，其可比性也相对较差。特

别是专利申请数量，由于核心专利控制了专利市场中的绝大部分经济价值，而美国在诸多关

键领域控制了数量巨大的核心专利且技术转化效率更高，用专利申请或授权量来衡量中美差

距可能会导致严重误判。 

在我国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科技研发被划归为专业服务，甚至与地质勘探活动放

在一起，软件产业和电信服务业归为信息产业，金融信息服务、咨询和文化艺术创作也各自

属于不同的一级分类。统计部门很少发布这些细分行业的详细经济数据。在国家和各地统计

年鉴中，服务业中的细分产业如金融业、交通物流也等都有专章数据，重要性更高的知识创

造业数据却严重缺乏。这样的传统分类方法已经不能适应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

代的产业发展特征，应及时加以改进。此外，对企业研发机构的活动，有一些技术产出直接

进入生产环节，没有形成知识产权或者虽有专利申报但从未进入市场交易，研发部门与产品

部门之间也不存在市场化的结算机制，对这部分经济活动也应该以适当的核算标准纳入知识

 
55
 知识创造业跟工业制造业一样，是一种“生产型产业”，可以生产能长期保存的非物质产品，因此除了增

加值以外，跟工业一样有总产值的概念。也可以认为，当一个社会知识产品的总产值超过工业品总产值之

后，这个社会就真正的进入了知识社会或后工业化社会。反之，由于服务业 GDP 早在工业化中后期就会超

过工业 GDP，三次产业结构的概念难以支持后工业化社会判断标准的构建。目前的统计数据尚难以支撑对

知识产品总产值的估算，本文只采取增加值数据来作为标准。 

56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或者推动信息化的思路，与发展知识创造业的思路即有重合的方面也有重大差异。数

字经济的核心是制造和服务活动的“软件和互联网化”，但并不包含科技研发活动的产业化、技术研发成果

的产品化。科技研发活动固然大量使用了信息技术作为辅助，但其核心仍然是各个学科领域研发人员的创

造性思维，而不是数字化信息化。将信息化和研发活动产品化共同加以研究，是因为二者存在重大共性，

包括都高度依赖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机制、高学历的人才培养机制、信息传输和复制的低成本等，且具

有相似的空间指向性。 



创造业的 GDP范围。 

正确理解知识创造业与制造业、服务业的关系，也是正确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这一重大命题的重要方面。从知识创造业发展规律的视角来看，我们在处理实体经济发展的

问题上，不应该过度强调保持制造业占 GDP比重。如果要制定“保护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

那么相关考核指标至少应该把工业制造业和知识创造业合并计算。工业制造业和知识创造业

都是生产性行业而非服务性行业，它们所生产的产品都是可以长期保存的人类财富。知识创

造业可以极大的影响乃至控制和决定实物生产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知识产品的“国民财富

属性”甚至比工业制成品更强。工业制成品会经过长期的消费使用而消失。知识产品几乎可

以无限期保存，而且无论被使用多少次都不会损耗。在知识创造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工业增加值率下降，是经济结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标志而不是相反，是政府需要鼓励而非阻

碍的方向。发展知识创造业并不是在发展服务经济，更不是不重视实体经济或者“脱实向虚”。

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可以更少顾虑制造业 GDP比重快速下降的现象，把制造业和知识创造

业的此消彼长当成一个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而非消极的现象来处理，从而更有利于形成更

合理的区域分工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