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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激烈的转型和 “自然资源诅咒” 的作用下俄罗斯出现了明

显的去工业化趋势ꎬ 然而俄罗斯的去工业化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去工业化不同ꎬ
这也决定了俄罗斯的再工业化道路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ꎮ 本文以去工业化和再工

业化为视角对俄罗斯工业发展进程进行解读ꎬ 剖析俄罗斯的去工业化的特性、 诱

因及主要表现ꎬ 阐述俄罗斯再工业化的特点及主要政策措施ꎬ 并对未来发展趋势

进行预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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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业化及相关概念解析

(一) 工业化的含义

多年来ꎬ 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工业化赋予了不同的定义ꎬ 但在众多定

义中大多具有以下两点共识:
第一ꎬ 工业化是指工业 (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 的发展ꎬ 具体表现为经济

总量中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ꎬ 同时农业产值比重和就业人口

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ꎮ 根据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 的定义: “工业化是一

种过程ꎮ 首先ꎬ 一般来说ꎬ 国民收入 (或地区收入) 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

所占比例提高了ꎻ 其次ꎬ 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

趋势ꎮ 在这两种比例增加的同时ꎬ 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ꎬ 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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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ꎮ”① 刘易斯 (Ａ Ｌｅｗｉｓ)、 钱纳里 (Ｈ Ｃｈｅｎｅｒｙ) 和库兹涅茨 (Ｓ Ｋｕｚｎｅｔｓ)
等经济学家也持有相同观点ꎬ 认为工业化是指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连续上升ꎮ

第二ꎬ 工业化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突破性变革ꎬ 同时也包含着生产组织和国

民经济结构各层次相应的调整和变动ꎮ 张培刚指出ꎬ 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

列基要的生产函数 (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

化 (或变革) 的过程②ꎮ 此外ꎬ 他还提出ꎬ 工业化不仅是一场生产技术革命ꎬ 工

业化还引起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ꎮ 这种变化将对农业、 制造业等生产结

构产生巨大影响ꎬ 工业和服务业等部门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都将在国民

经济中达到优势地位ꎬ 农业产业或部门的地位逐渐下降ꎻ 工业化能够引起整个经

济体制或社会制度的变化ꎬ 以及人们生活观念和文化素质的变化③ꎮ 从这个意义

上讲ꎬ 它首先强调工业化是一个过程ꎬ 强调工业化是动态的ꎬ 从一国开始工业化

那时起ꎬ 就是一个不断发展ꎬ 并且具有阶段性特征的过程ꎮ 二是强调工业化是一

个经济结构变动的过程ꎬ 在此过程中ꎬ 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ꎬ 城乡结构更趋城市

化ꎻ 要素投入结构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ꎬ 消费结构也日趋多样

化ꎮ 最后还强调ꎬ 工业化的作用不仅是工业部门自身的发展ꎬ 同时还会带动整个

国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ꎬ 推动制度日趋完善ꎬ 提高人们的观念和素质ꎮ

(二) 后工业化的主要特征

后工业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贝尔在 １９７３ 年提出的ꎮ
贝尔认为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ꎬ 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ꎮ 如

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ꎬ 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

要结构特征④ꎮ 根据他的推测ꎬ 美国将是第一个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ꎮ
贝尔在其著作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中提出ꎬ

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广泛的概念ꎬ 可以用五方面特征来加以说明: 一是后工业社会

的经济已经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ꎻ 二是后工业社会的职业分布中专

业和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ꎻ 三是中轴原理ꎬ 即理论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中轴ꎬ
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主要源泉ꎻ 四是后工业社会通过技术预测和技术评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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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约翰伊特韦尔等编: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二卷ꎬ 陈岱孙等译ꎬ 经济科学出版
社 １９９６ 年版ꎬ 第 ８６１ 页ꎮ

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ꎬ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ꎬ 第 １３９ 页ꎮ
张培刚: «发展经济学教程»ꎬ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２９ ~ ３０ 页ꎮ
〔美〕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ꎬ 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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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进行控制ꎬ 工业化初期ꎬ 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ꎬ 忽视了技术

发明的一些副作用ꎬ 导致工业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等危

害ꎬ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ꎬ 应有意识、 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ꎬ 减少技术发展

为人类社会带来的不利因素ꎻ 五是在政策制定方面ꎬ 后工业社会通过创造新的

“智能技术” 进行决策①ꎮ

(三) 去工业化的含义

去工业化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一词最初指的是ꎬ 二战后盟国作为战胜国对

德、 日等战败国的工业生产进行限制和改造ꎬ 以削弱其经济基础的经济制裁方

式ꎮ 对去工业化的公开讨论则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至 ８０ 年代初期的英国和

美国ꎮ
去工业化的定义可以分为地理学意义上的和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两种界定ꎮ

地理学意义上的去工业化大多指的是产业转移ꎬ 这既包含国际产业转移ꎬ 即制造

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②ꎬ 也包含国内梯度的转移ꎬ 即在曾经以传统制

造业生产活动而闻名的大都市中ꎬ 大量工业企业面临倒闭和破产ꎬ 被迫转移到生

产成本更低的地区③ꎮ 这个意义上的去工业化可以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去理

解ꎮ 经济学意义上的去工业化又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ꎮ 狭义的去工业化是指ꎬ 曾

经作为国家经济繁荣基础的工业ꎬ 特别是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ꎬ 具体表现

在制造业的就业和产出的份额不断下降④ꎮ 广义的去工业化则并不拘泥于就业和

产值方面的变化ꎬ 而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全面地反映发达国家经济及社会结构等

各方面的变化ꎮ 菲利浦 (Ｐｈｉｌｉｐ) 等认为ꎬ 去工业化就是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

的转型⑤ꎮ 多萨德 (Ｄｏｕｓｓａｒｄ) 认为去工业化反映了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调整ꎬ
预示着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滞后以及服务业的巨大增长ꎬ 也意味着向新的不平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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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ꎬ 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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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ｒｏｓ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Ｎｏ ４ꎬ Ｐ６６ －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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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Ｒｅ －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ｉ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ｃｄ ｉｅ / ｉｉｉ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 ｄｕｂ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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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增长转型的开始①ꎮ 杰佛森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和海斯科特 ( Ｈｅａｔｈｃｏｔｔ) 则提出ꎬ
去工业化不仅是指就业数量、 质量方面的变化ꎬ 而且包括与工业化本身相关的社

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基本变化ꎮ 这种去工业化即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观点ꎬ 在

某种意义上是向钱纳里、 库兹涅茨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有关经济增长与结构

变化一般理论的回归②ꎮ

二　 对俄罗斯工业化所处阶段的研判

根据上文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描述ꎬ 可以说ꎬ 俄罗斯早在苏联时期就开始

了工业化进程ꎬ 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ꎮ 然而俄罗斯目前到底处于

工业化的什么水平和阶段ꎬ 这里参照钱纳里和塞尔奎的 “标准产业结构模型”ꎬ
结合人均收入水平、 三次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判断ꎮ

世界银行经济顾问钱纳里和塞尔奎通过对多国数据的分析ꎬ 提出了著名的

“标准产业结构模型”ꎮ 他们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很

大的一致性ꎬ 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ꎬ 即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工业化阶段、 后工

业化阶段ꎬ 其中工业化阶段又分为前期、 中期和后期ꎮ 上述五阶段的划分标准主

要参照人均收入水平: 以 １９６４ 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ꎬ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的人均

收入水平在 １００ ~ ２００ 美元ꎻ 工业化前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 ２００ ~ ４００ 美元ꎻ 工业

化中期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为 ４００ ~ ８００ 美元ꎻ 工业化后期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

为 ８００ ~ １ ５００ 美元ꎻ 后工业化阶段人均收入水平须达到 １ ５００ 美元以上ꎮ
参照钱纳里的计算方法ꎬ 以美国实际 ＧＤＰ 和 ＧＤＰ 平减指数推算出换算因子ꎬ

将 １９６４ 年的基准收入水平换算到 ２０１０ 年ꎬ 以 ２０１０ 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为标准来

判断俄罗斯工业化所处阶段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ꎬ 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实际 ＧＤＰ 为

９ ０９２ ６６ 亿美元 (按 ２００５ 年价格计算)ꎬ 换算成 ２０１０ 年的购买力平价③为

１６ ４２１ ３４亿美元ꎬ 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人口为 １ ４２８ 亿人ꎬ 则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１ ４９４ 美

元ꎮ 参照表 １ꎬ 以人均收入水平判断ꎬ 俄罗斯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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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 Ｄｏｕｓｓａｒｄꎬ Ｊａｍｉｅ Ｐｅｃｋ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Ｎｉｋꎬ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ｅｖ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ｉｃａｇ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２００９ꎬ ｖｏｌ ８５ꎬ Ｎｏ ２ꎬ ｐ １８３ － ２０７

王展祥、 王秋石、 李国民: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问题探析»ꎬ 载 «现代经济探讨»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俄罗斯历年的 ＧＤＰ 平减指数ꎬ 我们推算出换算因子为 １ ８０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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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

基本指标
前工

业化阶段

工业化阶段

初期 中期 后期
后工业化阶段

基准收入水平 (人
均 ＧＤＰꎬ 美元)

１９６４ 年 １００ ~ ２００ ２００ ~ ４００ ４００ ~ ８００ ８００ ~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以上

２００４ 年 ７２０ ~ １ ４４０ １ ４４０ ~ ２ ８８０ ２ ８８０ ~ ５ ７６０ ５ ７６０ ~ １０ ８１０ １０ ８１０ 以上

２００５ 年 ７４３ ~ １ ４８６ １ ４８６ ~ ２ ９７３ ２ ９７３ ~ ５ ９４５ ５ ９４５ ~ １１ １５８ １１ １５８ 以上

２０１０ 年 ８１８ ~ １ ６３６ １ ６３６ ~ ３ ２７１ ３ ２７１ ~ ６ ５４２ ６ ５４２ ~ １２ ２７８ １２ ２７８ 以上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产业结构) Ａ > Ｉ Ａ > ２０％

Ａ < Ｉ
Ａ < ２０％

Ｉ > Ｓ
Ａ < １０％
Ｉ < Ｓ ※

Ａ <１０％
Ｉ < Ｓ

制造业增加值占总
商品增加值的比重
(工业结构)

２０％以下 ２０％ ~４０％ ４０％ ~５０％ ５０％ ~６０％ ６０％以上

人口城市化率 (空
间结构) ３０％以下 ３０％ ~５０％ ５０％ ~６０％ ６０％ ~７５％ ７５％以上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占比 (就业结构) ６０％以下 ４５％ ~６０％ ３０％ ~４５％ １０％ ~３０％ １０％以下

备注: Ａ、 Ｉ、 Ｓ 分别代表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 ＧＤＰ 中所占的比重ꎮ
※ 引用文献中为 Ｉ > Ｓꎬ 但基于产业经济学基本理论ꎬ 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比重已占支配

地位 (苏东水: «产业经济学»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 第 ２３５ 页)ꎬ 故在此进行了修正ꎮ
资料来源: １９６４ 年和 ２００４ 年数据来源于陈佳贵等: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

特征分析»ꎬ 载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数据为作者参考其计算方法计
算得出ꎮ

然而ꎬ 仅仅参照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够全面ꎬ 这里还加入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 人口城市化率和第一产业就业占比这四个指

标ꎬ 对俄罗斯工业所处工业化的阶段进行综合判断: 按产业结构标准衡量ꎬ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三次产业的产出占比依次为 ４ ３％ 、 ３４ ９％ 和 ６０ ８％ ꎬ 对照标准值判

断ꎬ 俄罗斯处于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ꎻ 按工业结构标准衡量ꎬ ２０１４ 年俄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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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工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为 ４５％ ①ꎬ 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ꎻ 按人口

城市化率衡量ꎬ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城市人口比例为 ７４％ ②ꎬ 属于工业化后期指标范

围ꎻ 按照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ꎬ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为 ６ ７％ ③ꎬ
属于后工业化范围ꎮ

综上所述ꎬ 按照基准收入水平、 产业结构、 城市化来衡量ꎬ 俄罗斯处于工业

化后期水平ꎬ 按照就业结构衡量ꎬ 俄罗斯处于后工业化范围ꎬ 但按照工业结构来

衡量ꎬ 俄罗斯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ꎮ 由此进行综合判断ꎬ 俄罗斯大约处于工业

化中、 后期阶段ꎬ 但并未进入后工业化时期ꎮ

三　 俄罗斯去工业化的特性、 诱因及表现

(一) 俄罗斯去工业化的特性

根据上文对去工业化定义的解析ꎬ 去工业化的含义既包括以制造业为代表的

工业经济在地域之间的转移ꎬ 同时也包含经济结构、 增长方式及社会结构等多方

面的变化ꎮ 其中ꎬ 经济结构的变化中ꎬ 既可以指从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向服

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的过渡ꎬ 也可以指以制造业为主导向第一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的

过渡ꎮ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ꎬ 工业化的过程是从劳动转向资本ꎬ 而去工业化的过

程则是从资本转向劳动ꎮ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一般是从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过

渡ꎬ 其外部诱因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ꎮ 国际贸易的意义在于ꎬ 世界各

国可以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组织生产ꎬ 通过贸易实现效益最大化ꎮ 发达国家的比

较优势在于技术、 资本和技术熟练的劳动力ꎬ 因此ꎬ 发达国家大多出口的是技

术、 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ꎬ 进口的则是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

产品ꎮ 由此ꎬ 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熟练工人的需求逐渐增加ꎬ 继而推动第三产业

的产值和就业份额的增长ꎬ 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值和

８５

①

②

③

这里的 “制造业增加值” 实际上是俄罗斯统计中的 “加工工业”ꎬ 因此ꎬ 实际制造业 (包括: 食
品工业、 纺织和缝纫工业、 皮革及制品的生产和制鞋业、 化学工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生产、 机器和设备的
生产、 电子设备和光电仪器生产、 运输工具和设备生产、 其他制造业) 的增加值在总商品增加值中的比重
比 ４５％还要低ꎮ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ｗａｇｅｓ /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ｏｒｃ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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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不断下降ꎮ 随着经济全球化ꎬ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和资源的低成本优势不断强

化ꎬ 抢占低端制造业市场ꎬ 随着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转移ꎬ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趋

势也不断加强ꎮ
根据 “配第 －克拉克” 定理ꎬ 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是ꎬ 随着经济发展

和人均收入的提高ꎬ 第一产业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ꎬ 第二产业的国

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逐渐上升ꎬ 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ꎬ 第三产业的国民收入和劳

动力的比重逐渐上升ꎮ 因此ꎬ 发达国家从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

过渡的去工业化进程可以看成是一种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ꎮ 但近年来理论界中越

来越多的学者更强调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ꎮ 杜永康认为ꎬ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对经

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来源于两个因素: 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损失ꎮ 劳动力从劳动生产

率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流向低劳动生产率的服务业部门ꎬ 导致效率损失ꎬ 这将不利

于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ꎮ 二是资本投入的减少ꎮ 一般情况下ꎬ 服务业的资本 － 劳

动比率较低ꎬ 随着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流向服务业ꎬ 整个经济中的资本投入将会

减少ꎬ 继而导致经济增长受阻①ꎮ 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看ꎬ 从制造业主导到

服务业主导产业升级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次质变ꎬ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ꎬ
在此过程中ꎬ 如果在经济中没有形成支持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坚实的工业基础ꎬ 那

么去工业化就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ꎬ 就需要进行再工业化ꎬ 重振制造业ꎮ
尽管理论界关于去工业化的研究大多为针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研究ꎬ 但去工

业化不仅仅出现在发达国家ꎬ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ꎮ 卡瑟姆

(Ｋａｓｓｅｍ) 在研究哥伦比亚的案例时ꎬ 将这种出现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中的去工业化现象称之为 “早熟的去工业化”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②ꎮ
与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相比ꎬ “早熟的去工业化” 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在人均收

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出现ꎻ 二是出现这类工业化的国家大多没有完成工业化ꎬ 也

没有实现现代化ꎬ 这类去工业化实际上是正常工业化进程的一种停滞、 倒退甚至

是逆转ꎮ
从俄罗斯的情况看ꎬ 首先ꎬ 苏联解体之后ꎬ 俄罗斯以激进的方式进行了从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ꎬ 随着经济的大幅下滑ꎬ 人均收入也大幅降低ꎬ 这符合

９５

①

②

Ｙｏｎｇ Ｋａｎｇ Ｄｕꎬ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２００５ꎬ ７ (２)

Ｄｉａｎａ Ｋａｓｓｅｍ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ｍｉｂ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ｅｇ ｙｎｕ ａｃ ｊｐ /
ｄｏｃ / ｄｐ / ２０１０ － ＣＳＥＧ － ０６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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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的去工业化” 的第一个特点ꎻ 其次ꎬ 根据上文中对俄罗斯工业化所处阶段

的判断ꎬ 俄罗斯至今仍未完成工业化ꎬ 这符合 “早熟的去工业化” 的第二个特

点ꎮ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ꎬ 俄罗斯的去工业化又与这种发展中国家的 “早熟的去

工业化” 有所不同ꎮ 在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

型ꎬ 在制度转型过程中ꎬ 工业基础遭到破坏ꎬ 工业发展严重倒退ꎬ 而此后的工业

化进程更多的是一个重建的过程ꎮ
综上所述ꎬ 俄罗斯去工业化的发生并不意味着从以制造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

为主导的经济的过渡ꎬ 而是正常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停滞、 倒退ꎬ 因此ꎬ 俄罗斯

的去工业化具有与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都不一样的特性ꎬ 而

导致出现去工业化的原因则主要归结为激进的转型方式和 “自然资源诅咒” 对

工业化的影响ꎮ

(二) 俄罗斯去工业化的诱因: 激进的转型方式和 “自然资源诅咒”

１ 激进的转型方式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ꎬ 经济转型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ꎬ 因为经济转

型的同时伴随着制度的变迁ꎬ 而制度通过决定交易和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ꎬ
高质量的经济制度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①ꎮ 然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并不是

伴随着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 “制度变迁”ꎬ 而是出现了 “制度突变”ꎮ
由于俄罗斯采用了激进式的转型方式ꎬ 在转型过程中没有考虑好各项制度安

排的次序关系ꎬ 导致财政赤字以及资本外逃等原因引起恶性通货膨胀ꎬ 市场经济

的价格信号失真ꎬ 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主体表现出投机和各种短期化行为ꎬ 导致

工业生产持续下降ꎮ 此外ꎬ 在激进的转型过程中ꎬ 伴随着私有化的过程ꎬ 一方

面ꎬ 大规模的证券私有化导致工业企业股份分散ꎬ 经营和决策权难以统一ꎬ 由此

造成工业生产下滑ꎻ 另一方面ꎬ 由于俄罗斯的工业大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ꎬ 货币

私有化导致大量货币用于购买企业股份ꎬ 削弱了实际投资ꎬ 而在通货膨胀的条件

下ꎬ 本币的贬值也造成投资能力的下降ꎬ 继而导致工业生产下降ꎮ

２ “自然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 是指从长期的增长状况来看ꎬ 那些自然资源丰裕、 经济中资源

０６

① 〔美〕 道格拉斯Ｃ 诺斯: «制度、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ꎬ 刘守英译ꎬ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１９９４ 年
版ꎬ 第 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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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产品占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反而要低于那些资源匮乏的国家ꎬ 尽

管资源丰裕的国家可能在短期内会由于资源价格上涨而实现经济增长ꎬ 但最终又

会陷入停滞状态ꎬ 丰裕的自然资源最终反而会成为 “赢者的诅咒”ꎮ
“资源诅咒” 的传导机制可以解释为ꎬ 自然资源行业的发展对制造业产生了

挤出效应ꎬ 因此ꎬ 可以说 “资源诅咒” 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阻碍

的作用ꎮ 自然资源出口带来了巨额外汇收入ꎬ 这为国内经济注入了购买力ꎬ 导致

非贸易商品和非贸易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ꎬ 同时ꎬ 由于制造业产品价格取决于国

际市场ꎬ 不会因国内价格而变化ꎬ 这样ꎬ 制造业成本的提高导致其在国际市场上

竞争力下降ꎮ 此外ꎬ 国内的生产要素ꎬ 如劳动力、 人力资本、 资本等也会相继从

制造业部门涌入不断扩大的自然资源部门ꎬ 最终导致制造业的萎缩ꎬ 工业化遭遇

阻碍ꎮ
更可怕的是ꎬ 无论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下ꎬ “资源诅咒” 对工业化

的阻碍作用都会实现ꎮ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ꎬ 非贸易行业随着不断增加的国内需求

而承受通胀压力ꎬ 然而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ꎬ 随着工资和物价

水平的上升ꎬ 投资逐渐流向资源部门ꎬ 国内制造业部门生产成本提高ꎬ 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失去价格优势ꎬ 制造业逐渐萎缩ꎮ 这种现象因荷兰获得天然气而失去制

造业而闻名ꎬ 被称为 “荷兰病”ꎮ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ꎬ 由于市场预期具有放大效

应ꎬ 资源出口国将受到更快更剧烈的负面影响ꎮ 这里ꎬ 英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

例证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ꎬ 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ꎬ 世界主要货币开始实施

浮动汇率制度ꎬ 英国发现并开采了北海油田ꎬ 而当时又正处于油价不断上涨的时

期ꎬ 因此ꎬ 人们预期英国将会赚取大笔外汇ꎮ 然而ꎬ 英国人还没来得及赚取这笔

收入ꎬ 货币投机者就突然急剧推高了英镑汇率ꎬ 结果使英国失去了价格优势ꎬ 进

而严重损害了英国制造业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到 ８０ 年代早期ꎬ 北海油田占

英国 ＧＤＰ 的份额由 ０ 上升到 ５ 个百分点ꎬ 而英国的制造业占 ＧＤＰ 的份额却由 ３０
个百分点下降到 ２４ 个百分点①ꎮ 此外ꎬ 在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ꎬ 自

然资源丰富不仅会阻碍工业化进程ꎬ 还加剧了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ꎬ 那些经

济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往往会受到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ꎮ
“资源诅咒” 也是俄罗斯去工业化的又一大诱因ꎬ 即制造业在挤出效应下长

期发展滞后ꎮ 从固定资产投资看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矿产资源开采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１６

① 大野健一: «学会工业化 从给予式增长到价值创造»ꎬ 陈经伟译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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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５ ０１９ 亿卢布ꎬ 低于加工工业的 ５ ９３９ 亿卢布 (见表 ２)ꎬ 到 ２０１３ 年ꎬ 矿产资源

开采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２９８％ ꎬ 达到 １９ ９７４ 亿卢布ꎬ 而加工工业的固定资

产投资额增长了 ２１４％ ꎬ 达到 １８ ６５２ 亿卢布ꎬ 无论从增长速度还是从投资额看均

低于矿产资源开采业ꎮ 如将加工工业中的原材料行业进行简单剔除ꎬ 则 ２００５ 年

制造业①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２ ７６８ 亿卢布ꎬ 是该年矿产资源开采业固定资产投资

的 ５５％ ꎬ ２０１３ 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至 ８ ４２２ 亿卢布ꎬ 仅为当年矿产资源开

采业的 ４２％ ꎮ 也就是说ꎬ 矿产资源开采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加工工业ꎬ
更快于制造业ꎬ 自然资源行业的发展对制造业产生了挤出效应ꎬ 去工业化趋势不

断强化ꎮ

表 ２　 工业各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较 (按现价计算ꎬ 亿卢布)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矿产资源开采业 ５ ０１９ １２ ６４０ １５ ３４３ １８ ５８４ １９ ９７４

加工工业 ５ ９３９ １２ ０７６ １４ １８７ １６ ８８７ １８ ６５２

其中: 食品工业 (包括饮料和烟草) １ １２６ １ ７６５ １ ８６８ ２ １８５ ２ ２６２

纺织和缝纫工业 ３８ １１３ １１０ １２１ １３３

皮革及制品的生产和制鞋业 １２ ４２ ６１ ５１ ５６

木材加工和木制品生产 ２０５ ２７７ ５１９ ５６４ ４３６

造纸和印刷业 ２６９ ４３０ ５４１ ５８７ ５１２

焦炭和石油制品生产 ５１０ ２ ０１３ ２ ３７３ ３ １０９ ４ ３９４

化学工业 ５６８ １ １２９ １ ６２６ ２ １２３ ２ ２４９

橡胶和塑料制品生产 １６８ ２７５ ３３１ ３６５ ４０４

其他非金属矿石加工 ４７２ １ ２２７ １ ３５８ １ ４６８ １ ３８１

冶金和金属制品生产 １ ３７２ ２ １６２ ２ ４０２ ２ ５８６ ２ ４６６

机器和设备的生产 ３１９ ６２０ ６０５ ７６２ ９０４

电子设备和光电仪器生产 １９６ ３５１ ４５１ ５９２ ６６９

运输工具和设备生产 ３４１ １ ０１０ １ １５０ １ ４３９ １ ７４５

水、 电、 气的生产与调配业 ２ ４４１ ８ １８８ １０ １６５ １１ ６６０ １１ ９９７

资料来源: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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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制造业包括: 食品工业、 纺织和缝纫工业、 皮革及制品的生产和制鞋业、 化学工业、 橡胶和塑料
制品生产、 机器和设备的生产、 电子设备和光电仪器生产、 运输工具和设备生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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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俄罗斯去工业化的主要表现

根据去工业化的定义ꎬ 去工业化指的是制造业的就业和产值不断下降ꎬ 这里

既包括制造业就业和产值绝对额的下降ꎬ 也包括制造业就业和产值的相对下降ꎬ
即份额的下降ꎮ 从俄罗斯工业发展数据看ꎬ 苏联解体之后ꎬ 俄罗斯的制造业产值

经历了从绝对下降到相对下降的过程ꎬ 而制造业的就业则呈持续下降状态ꎮ

１ 就业下降

从就业看ꎬ 俄罗斯的工业及加工工业既出现了绝对下降也出现了相对下降ꎬ
也就是说ꎬ 工业及加工工业的就业人数及就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均呈现持续下

降的趋势ꎮ 从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３ 年ꎬ 工业就业人数从 ２ ２８０ 万人下降至 １ ３０７ ６ 万人ꎬ
工业就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从 ３０ ３％下降至 １９ ３％ (见表 ３)ꎬ 相应地ꎬ 服务

业就业人数和占比均持续增长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俄罗斯经济中的劳动力从工业流

向服务业的前提是工业生产下降或增长缓慢ꎬ 服务业就业尽管一直呈现增长态

势ꎬ 但这种增加并不能满足全部就业需求ꎬ 即经济没有实现充分就业ꎬ 可以说俄

罗斯的去工业化是阻止经济达到潜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一种失衡状况ꎮ

表 ３　 俄罗斯工业 (加工工业) 的就业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人数 (万人)

工业 ２ ２８０ ９ １ ７１６ １ １ ４５４ ３ １ ４４６ ９ １ ３２９ ４ １ ３２９ ４ １ ３１９ ７ １ ３０７ ６

加工工业 － － １ ２２９ ７ １ １５０ ６ １ ０２９ ２ １ ０２８ １ １ ０１７ １ ００６ ５

占比 (％ )

工业 ３０ ３ ２５ ８ ２２ ６ ２１ ７ １９ ７ １９ ７ １９ ５ １９ ３

加工工业 － － １９ １ １７ ２ １５ ２ １５ ２ １５ １４ ８

资料来源: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ꎮ

２ 产值的相对下降

转型初期ꎬ 在制造业产值绝对下降的同时也伴随着其在整个经济及工业中份

额的下降ꎮ １９９４ 年后ꎬ 随着工业和制造业产值的增长ꎬ 在 “资源诅咒” 的作用

下ꎬ 俄罗斯去工业化更多表现为制造业份额的下降ꎮ
苏联解体前的 １９９０ 年ꎬ 制造业产值在工业中的比重达到 ６６ ５％ ꎬ １９９５ 年该

比例已经下降至 ４２ ７％ 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制造业在俄罗斯工业结构中的比例尚能维持

３６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在 ４０％以上 (见表 ４)ꎮ ２００４ 年之后ꎬ 国际能源价格高涨ꎬ 在 “资源诅咒” 传导

机制的作用下ꎬ 形成了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ꎬ 劳动力、 人力资本、 资本等生产要

素不断从制造业涌入自然资源部门ꎬ 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不断扩大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

金融危机后ꎬ 国际能源价格暴跌ꎬ 俄罗斯获取的出口收入也相应减少ꎬ 在固定资

产投资大幅下滑的条件下ꎬ 制造业产值以超过自然资源行业的速度下降ꎬ ２００９
年ꎬ 制造业产值在工业中的比重仅为 ３４％ 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ꎬ 随着国民经济的复

苏ꎬ 在政府的反危机政策的扶持下ꎬ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态势ꎬ 制造业

在工业中的比例也略有回升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俄罗斯经济增速出现明显放缓趋势ꎬ
２０１４ 年ꎬ 在西方制裁、 国际油价暴跌等因素的影响下ꎬ 经济仅维持了 ０ ６％的增

长ꎬ 制造企业资金紧张ꎬ 发展步履维艰ꎬ 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继续下滑至

３２ ８％ ꎮ 尽管近年来俄罗斯政府一直致力于经济现代化ꎬ 也制定了不少纲要、 规

划和措施扶植制造业发展ꎬ 但从实际数据看ꎬ 工业结构反倒更趋能源和原材

料化ꎮ

表 ４　 俄罗斯工业结构变化 (％)

年份　 工业 能源和原材料工业 制造业

１９９０ １００ ３３ ５ ６６ ５

１９９５ １００ ５７ ３ ４２ ７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８ ４ ４１ ６

２００４ １００ ６０ ６ ３９ ４

２００８ １００ ６５ ４ ３４ ６

２００９ １００ ６６ ０ ３４ 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０ ６５ ６ ３４ ４

２０１１ １００ ６６ ２ ３３ ８

２０１２ １００ ６５ ４ ３４ ６

２０１３ １００ ６６ １ ３３ ９

２０１４ １００ ６７ ２ ３２ ８

备注: 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包括: 采掘业、 木材加工和木制品生产、 造纸和印刷、 焦炭和
石油制品生产、 其他非金属矿石加工、 冶金和金属制品生产和水、 电、 气的生产与调配业ꎻ
制造业包括: 食品工业、 纺织和缝纫工业、 皮革及制品的生产和制鞋业、 化学工业、 橡胶和
塑料制品生产、 机器和设备的生产、 电子设备和光电仪器生产、 运输工具和设备生产、 其他
制造业ꎮ

资料来源: 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每年各部门产值经计算得出ꎮ

４６



俄罗斯经济　

四　 俄罗斯再工业化的特点

再工业化是工业化国家针对本国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所制定的一种 “回归”
战略及政策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ꎬ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对本国制造业发

展进行了反思ꎬ 提出了相应的再工业化战略ꎮ 而对俄罗斯而言ꎬ 由于其去工业化

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去工业化有很大不同ꎬ 因此ꎬ 俄罗斯的再工业化战略也与传统

意义上的再工业化和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有所不同ꎮ

(一)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再工业化

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ꎬ 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ꎬ 从这个意义上

讲ꎬ 早在苏联时期ꎬ 就已完成了这一过程ꎮ 传统意义上的再工业化则一般是指对

传统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ꎮ 然而ꎬ 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ꎬ 微电子技

术、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ꎬ 信息和知识成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ꎬ 信息、 知识应用于

传统产业的速度大大加快ꎬ 进而引起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ꎬ 工业化

与信息化变得密不可分ꎮ 因此ꎬ 当前俄罗斯的再工业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

化ꎬ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ꎬ 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五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ꎬ 全

球化、 信息化、 网络化、 虚拟化、 集成化、 绿色化等一系列特征都对俄罗斯再工

业化产生重要影响ꎬ 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二) 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

近几十年来ꎬ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社会ꎬ 其制造业占国民经济

的比重出现逐步降低的趋势ꎬ 呈现 “去工业化” 发展趋势ꎮ 此外ꎬ 随着新兴经

济体的日益发展壮大ꎬ 发达国家在很多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逐步减弱ꎮ ２００８ 年

国际金融危机下ꎬ 德国受到的冲击较小ꎬ 且迅速从危机中恢复ꎬ 这主要得益于德

国有着强大的制造业ꎮ 在经济复苏步履维艰的情况下ꎬ 西方发达国家被迫调整立

场ꎬ 反思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ꎬ 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ꎬ 强

调回归实体经济ꎬ 重新认识制造业价值ꎬ 强化工业地位ꎬ 巩固全球竞争优势ꎮ
俄罗斯的再工业化从起点、 内容和目标上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ꎮ
从起点上看ꎬ 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ꎬ 进入

后工业社会ꎬ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是建立在制造业继续增长的基础之

上的ꎮ 此次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则是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ꎬ 针对金融创新快速发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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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导致金融市场过度扩张、 实体经济空心化而提出的ꎮ 与之相比ꎬ 俄罗斯再工业

化的起点则要低得多ꎮ 根据上文对俄罗斯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判断ꎬ 俄罗斯仍处于

工业化的中、 后期ꎬ 尚未进入后工业社会ꎮ 由于产业结构畸形发展ꎬ 制造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下降ꎬ 因此ꎬ 俄罗斯的再工业化是指在工业化进程出现倒

退、 工业结构逐渐低度化情况下ꎬ 让工业发展回复到工业化的轨道上来的战略

措施ꎮ
从内容上看ꎬ 俄罗斯的再工业化包含两方面内容: 一是对传统工业部门的现

代化改造ꎮ 俄罗斯的传统工业ꎬ 如石油天然气行业、 森工综合体等传统的资源部

门ꎬ 技术设备落后ꎬ 需要进行彻底的更新换代和现代化改造ꎻ 二是巩固和强化航

空航天、 原子能工业、 军事工业、 纳米、 生物和遗传工程等部门的技术优势ꎬ 增

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ꎮ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则是发展以绿色和高

效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ꎬ 控制全球分工体系的战略制高点ꎮ 欧美等发达国家将经

营重点从产品制造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ꎬ 致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ꎬ 发展技

术领先、 附加值高的先进制造业ꎬ 淘汰低技术含量、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传统

产业ꎬ 从而形成以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国际产业化分工体系ꎮ 在这种体

系中ꎬ 发达国家引导和满足世界范围内的市场需求ꎬ 掌握着制造业的核心技术ꎬ
控制着世界制造业领域的技术标准、 产品规范和业务流程ꎬ 控制和管理加工制造

环节ꎬ 获取比物质产品生产多得多的利润①ꎮ
从目标上看ꎬ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目标是要维持和重塑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优势ꎬ 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ꎮ 因此ꎬ 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政策导向更注

重技术应用和新兴产业发展ꎮ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ꎬ 主要发达国家展开了对未来主

导产业选择的激烈竞争ꎬ 通过各国的战略部署ꎬ 推动节能环保、 信息技术、 生物

等新兴产业的发展ꎬ 力图通过新兴产业的发展刺激实体经济增长ꎬ 继而形成新的

主导产业ꎮ 对他们而言ꎬ 再工业化的实质是产业升级ꎬ 是发展能够支撑未来经济

增长的高端产业ꎮ 与发达国家相比ꎬ 由于目前俄罗斯机器设备仍主要依赖进口ꎬ
因此ꎬ 俄罗斯再工业化的目标首先仍是满足国内对机器设备的需要ꎬ 其次才是增

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ꎮ

(三) 不同于英美等国的内生模式

俄罗斯的再工业化不同于英美等国的内生模式ꎬ 具有明显的国家主导、 政府

６６

① 金碚、 张其仔等: «全球产业演进与中国竞争优势»ꎬ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６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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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的特点ꎮ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ꎬ 其工业化进程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特点ꎬ 经历了一

个相当漫长的过程ꎮ 美国的工业化与英国的发展模式相类似ꎬ 都是在市场经济发

展到一定程度ꎬ 以市场的发展推动工业化的发展ꎮ 这种内生模式建立在私有制的

基础上ꎬ 资本的原始积累、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世界市场的开辟为工业化创造了

条件ꎬ 技术的革新使得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ꎬ 通用制和股份制的产生实现

了社会化大生产ꎮ 市场在英美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ꎬ 而政府对市场的

干预手段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间接调控ꎬ 很少直接参与资源配置ꎮ 政

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有利条件ꎬ 从而保证市场能够充分发挥其

功能ꎮ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工业化完全由国家主导ꎬ 自上而下推进ꎬ 国家通过挤压农

业、 压缩消费、 扩大积累等特殊手段为重工业积累资金ꎬ 为了统一调度和集中使

用全国的人力、 物力、 财力ꎬ 确保重工业的高速发展ꎬ 建立并巩固了高度集权的

国家统制经济体制ꎬ 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ꎬ 并以行政手段作为推进工业化和实现

经济赶超的主要方法ꎮ 这种国家主导的模式之所以可行ꎬ 主要还是要归功于其丰

富的资源禀赋和粗放的增长潜力ꎮ
苏联解体之后ꎬ 俄罗斯实行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ꎬ 然而新建立起

来的市场机制并不完善ꎬ 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完成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尚存在障

碍ꎬ 只能靠政府干预为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ꎮ 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ꎬ 俄罗斯政

府制定战略规划及实施纲要ꎬ 配套相应的财政资金ꎬ 由政府干预推进相关产业的

发展ꎬ 如支柱产业、 主导产业等ꎮ
此外ꎬ 与英美等内生模式的工业化不同的是ꎬ 英美等国的工业化经历了漫长

的过程ꎬ 而无论是苏联的工业化ꎬ 还是当前俄罗斯的再工业化都具有 “赶超”
的性质ꎬ 这就意味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ꎬ 这种非常规的发展模式也需要依靠政府

强有力的干预手段ꎮ

五　 俄罗斯再工业化的政策措施

俄罗斯再工业化的主要任务是改变工业内部结构不均衡、 机器制造业发展严

重滞后的现状ꎮ 为此ꎬ 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ꎬ 其中ꎬ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政府批准的 «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构想» 和 ２０１１ 年

７６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１２ 月 ８ 日政府批准的 «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 中ꎬ 都对工业发展有相

关表述ꎮ 然而ꎬ 这两个规划都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ꎬ 并没有对工业及其

子部门进行具体的规划和设计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俄联邦政府批准了 «发展工业和提高工业竞争力» 国家纲要①

(下文称 «纲要»)ꎬ 旨在激发工业领域发展潜能、 提高工业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

的竞争力ꎮ «纲要» 是在俄罗斯政府总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ВП － П１３ － ８１６５ 号

文件的授权下制定的ꎮ «纲要» 指出ꎬ ２１ 世纪之初的发展经验表明ꎬ 俄罗斯应当

制定国家工业政策ꎬ 形成系统的工业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实施手段ꎬ 在俄罗斯ꎬ 没

有国家的参与ꎬ 工业领域重大的基础设施、 投资和创新任务很难完成ꎬ 在国内和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水平也很难有所提高ꎮ 这份国家纲要是俄罗斯政府专门针对

工业发展而制定的、 系统的、 长期政策ꎬ 是研究俄罗斯再工业化政策的主要参考

文件ꎮ
«纲要» 实施的期限为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ꎬ 分为两个阶段ꎬ 第一阶段为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ꎬ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 (子纲要七实施阶段与其他子纲要不同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为第一阶段ꎬ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为第二阶段)ꎮ

«纲要» 根据不同市场类型制定了不同的优先发展方向ꎮ 针对新兴市场 (目
前尚不存在或规模并不大ꎬ 但从长期看属于未来新兴工业ꎬ 比如ꎬ 新材料行业)
的优先发展方向是: 复合材料、 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ꎮ 针对传统消费领域工业部

门ꎬ 其优先发展方向是: 汽车工业、 轻工业、 民族工艺ꎮ 针对生产投资品的传统

工业部门ꎬ 优先发展方向是: 冶金、 重型机械制造、 运输工具制造、 电机制造、
车床制造、 森林工业、 农机制造、 食品工业、 专业化生产部门的机械制造、 化学

综合体ꎮ 在技术标准方面的优先发展方向是: 根据 ＷＴＯ 贸易技术壁垒的标准ꎬ
建立本国标准化体系ꎻ 在后苏联空间 (包括关税同盟和独联体)ꎬ 制定并实施统

一的跨国标准ꎻ 使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衔接ꎻ 制定创新领域及优先发展领域的

标准ꎻ 在制定国家标准的过程中吸引商业团体参与ꎻ 提高俄罗斯国家标准的技术

要求ꎮ
«纲要» 的目标是在俄罗斯建立有竞争力的、 稳定的、 结构平衡的工业ꎬ 与

世界技术领域接轨ꎬ 研发世界领先的工业技术和工艺ꎬ 在此基础上保证工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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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ꎬ 形成创新产品的新市场ꎬ 保证国家的国防能力ꎮ
«纲要» 根据不同优先发展领域制定了不同的任务: 在建立新兴行业和新兴

市场方面ꎬ 要完成两项重要任务: 一是针对新兴产业建立领先的创新基础设施ꎻ
二是消除壁垒ꎬ 为进入创新产品市场创造平等条件ꎮ 对于发展国内消费领域工业

部门ꎬ 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 刺激预算外投资ꎻ 逐步削减国家直接拨款ꎻ 采取措

施刺激消费ꎮ 对于生产投资品的工业部门ꎬ 需要完成的任务主要为: 对相关工业

部门进行技术更新ꎻ 激励新技术和新材料的生产和研发ꎻ 保证俄罗斯企业以平等

的条件参与国内及国际市场的竞争ꎻ 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出口ꎻ 培育竞争机制ꎬ 逐

步削减国家在企业中的资本份额ꎻ 协调工业部门技术发展规划与能源消费部门技

术产品需求趋势ꎮ 发展国防工业综合体需要完成的任务是: 为保证新型武器和新

型军事装备的研发和生产ꎬ 提高军工综合体生产潜力的利用率ꎮ 在技术标准的制

定方面ꎬ 需要完成的任务为: 在俄罗斯建立有效的技术调控体系ꎻ 完善国家标准

化系统ꎬ 使俄罗斯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ꎻ 为保证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竞争力

的提高ꎬ 实行统一的度量单位ꎻ 不允许俄罗斯在技术上落后于世界公认的精确水

平ꎻ 维护俄罗斯在度量领域的主权ꎮ
«纲要» 下设 １７ 个子纲要ꎬ 前 １６ 个子纲要针对专门的工业领域ꎬ 为相关行

业及领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ꎬ 最后一个子纲要则为了保证国家纲要顺利贯彻

执行而制定ꎮ 具体子纲要包括: 汽车工业ꎻ 农用机械ꎬ 食品及深加工ꎻ 专业生产

部门的机械制造业ꎻ 轻工业及民族手工艺品制造业ꎻ 国防工业综合体ꎻ 运输工具

制造业ꎻ 车床及工具制造业ꎻ 重型机械制造业ꎻ 动力工程和电机工程机械制造

业ꎻ 冶金业ꎻ 森林工业综合体ꎻ 技术标准ꎻ 化学工业综合体ꎻ 复合材料及制品的

生产ꎻ 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工业ꎻ 完善煤矿工人的生活保障体系ꎻ 保障本国家纲

要的实施ꎮ
为了保障国家纲要及相关子纲要的顺利执行ꎬ «纲要» 中还规定了一系列的

优惠措施ꎮ 例如ꎬ 国家及政府机构将向重点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ꎬ 用于支付

投资项目和创新项目的贷款利息ꎻ 以关税及非关税措施限制机器设备的进口ꎬ 并

鼓励其出口ꎻ 对俄罗斯本国生产的技术设备制定长期的国家订货目标参数ꎻ 打击

盗版ꎬ 保护俄罗斯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的合法权益ꎻ 扩大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合

作伙伴关系ꎻ 对相关部门提供税收优惠等ꎮ 此外ꎬ 为了保证 «纲要» 的顺利执

行ꎬ 国家从联邦预算资金中划拨 ２ ４０８ 亿卢布ꎬ 在 １７ 个子纲要中ꎬ 对其中 １１ 个

子纲要的实施提供了预算资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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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俄罗斯再工业化的未来趋势

(一) 发展道路的选择

未来俄罗斯将面临着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ꎮ
一条道路是 “能源之路”ꎬ 延续目前依靠能源出口拉动经济的模式ꎬ 巩固并

加强俄罗斯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ꎬ 将俄罗斯打造成为能源超级大国ꎮ
如果沿着这条道路发展ꎬ 俄罗斯将面临一系列问题: 第一ꎬ 经济增长具有高度的

脆弱性和外部依赖性ꎮ 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为能源产品ꎬ 而这类商品的定价权

并没有掌握在俄罗斯手中ꎬ 而是取决于国际市场行情ꎮ 这样就形成了经济增长依

赖出口ꎬ 而出口收入取决于国际能源价格和俄罗斯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两方

面因素ꎮ 一方面ꎬ 一旦国际能源价格暴跌ꎬ 俄罗斯经济就会陷入危机ꎬ 在民生、
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会难以为继ꎮ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国际油价两度出现大跌行情ꎬ
俄罗斯经济都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ꎬ 这充分暴露了能源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

性ꎻ 另一方面ꎬ 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国 “页岩气革命” 后ꎬ 国际能源格局发生深

刻变化ꎬ 俄罗斯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被严重削弱ꎬ 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能源出口ꎮ 第二ꎬ 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ꎮ 首先ꎬ 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的特

点ꎻ 其次ꎬ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ꎬ 尽管在资源出口的支撑下俄罗斯经济保持较为

快速的增长ꎬ 但这种增长并没有提升俄罗斯的国际竞争力ꎬ 反而使其逐渐沦为世

界经济的 “原料附庸”ꎻ 最后ꎬ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ꎬ
世界许多国家开始将以碳基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发展低碳经济为特征

的绿色发展模式ꎬ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ꎮ 这将引起国际能

源市场供需关系发生重大变化ꎬ 碳减排和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将会降低石油和天然

气价格ꎬ 这也将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威胁ꎮ 第三ꎬ 俄罗斯国内行业

间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将会继续加大ꎬ 引发更多社会问题ꎮ 油气行业与非油气行

业、 乌拉尔、 西伯利亚和远东等产油区与其他地区间的不平衡将会加剧ꎮ 显然ꎬ
随着国际能源格局和全球能源供需关系的变化ꎬ 在全球经济低碳化、 绿色化的背

景下ꎬ “能源之路” 将会越走越窄ꎮ 对于俄罗斯而言ꎬ 调整产业结构、 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点、 改变传统发展模式的紧迫性越来越强ꎮ
另一条是 “创新之路”ꎬ 在这条道路上ꎬ 俄罗斯将致力于经济结构的改革ꎬ

０７



俄罗斯经济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经济的比例ꎬ 重振制造业ꎬ 增强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ꎬ 逐步实现经济和出口的多元化ꎬ 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ꎮ 毫无疑问ꎬ 这才是未

来俄罗斯应选择的正确方向ꎮ

(二) 改革的突破口

２０１２ 年ꎬ 普京在竞选总统期间连续发表了 ７ 篇阐述其执政理念的纲领性文

章ꎬ 其中在 «论我们的经济任务»① 一文中ꎬ 他对俄罗斯未来创新型经济发展道

路的规划思路并不是单单加大对教育、 科研的投入ꎬ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带动

经济发展ꎻ 而是基于俄罗斯的自然禀赋ꎬ 在改革中将能源行业涵盖在内ꎬ 甚至作

为其重点ꎮ 放弃发展能源行业ꎬ 转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ꎬ 在俄罗斯是行不通的ꎮ
在普京看来ꎬ 能源等传统行业恰恰是改革能够向前推进的突破口ꎬ 提高能源行业

的加工度和出口附加值ꎬ 从单一能源经济向现代能源经济过渡ꎬ 同时保住制药、
化工、 复合材料、 航空航天、 信息通讯技术、 纳米技术和核工业等领域的传统优

势②是向创新型发展道路迈进的第一步ꎮ 正如 «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社会经济长期发

展战略» 中提及的ꎬ “巩固和增强俄罗斯在传统领域中的全球竞争优势” 是向创

新型经济过渡的重点方向之一③ꎮ 从普京的一系列论文和观点表述来看ꎬ 普京对

俄罗斯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表现出更加务实、 稳健的特征ꎮ 即在稳定增长的前提

下谋求经济结构的突破④ꎮ

(三) 未来发展趋势

对俄罗斯而言ꎬ 再工业化和结构改革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ꎬ 仍将面临一

系列阻力ꎮ
首先ꎬ 能源价格的影响ꎮ 当国际能源价格走高时ꎬ 俄罗斯经济坐收能源红

利ꎬ 国内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不强ꎬ 而当能源价格下跌时ꎬ 财政收入减少ꎬ 改革所

需要的资金得不到保障ꎬ 政府疲于应对危机ꎬ 改革依然难以进行⑤ꎬ 这也是俄罗

斯结构改革多年来一直未能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其次ꎬ 国际分工的困境ꎮ 目前ꎬ 以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国际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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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体系已经形成ꎬ 发达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ꎬ 控制着世界制造业领域的技

术标准、 产业规范和业务流程ꎮ 相比之下ꎬ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然能够

依靠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来提高自身制造业水平ꎬ 然而ꎬ 这些国家一方面受本

国技术水平的限制ꎬ 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保密、 专利包围等手

段的控制和打压①ꎬ 很难摆脱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宿命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禀承着

资源先天优势的俄罗斯能否走出 “全球原料基地” 的国际分工困境ꎬ 能否在短

期的政治、 经济利益和长期的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兼顾的折中方案ꎬ 也是一项

严峻的挑战ꎮ 尽管俄罗斯已经意识到ꎬ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ꎬ 重振制造业ꎬ 推进结

构改革是打破现有国际分工体系的根本途径ꎬ 但真正去实现这一目标却非常

困难ꎮ
最后ꎬ 制度环境的约束ꎮ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产业结构调整奠定了制度基

础ꎬ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ꎮ 然而ꎬ 普京总统执政以

来ꎬ 尤其是第二任期之后ꎬ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进一步扩大ꎬ 干预程度进一步

加深ꎮ 这样ꎬ 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构调整功能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ꎬ 还会因各

种形式垄断的加强导致生产要素难以在竞争中实现优化组合ꎬ 进而导致产业结构

难以优化ꎮ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之所以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期ꎬ 就是因为在此过程

中ꎬ 制度建设与技术创新交织前行ꎮ 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必

须建立在国家综合实力全面提升的基础上ꎬ 无论技术水平ꎬ 还是经营模式和管理

手段ꎬ 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培育和市场竞争的过程ꎮ 因此ꎬ 法律体系的完善、 竞

争机制的培育、 知识产权的保护、 创新激励机制的建立、 产业化渠道的拓展等一

系列制度因素都会在俄罗斯再工业化道路中形成约束ꎬ 而要突破这种约束又将是

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一场激烈博弈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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