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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下ꎬ 俄罗斯数字经济转型在某

些领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成效ꎬ 数字经济价值链构建就是其中之一ꎮ 俄罗斯数

字经济价值链的构建是以政府推动、 本土市场、 本土技术为支撑ꎬ 显示了俄罗斯

较为独特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ꎮ 但 ＩＣＴ 产业基础薄弱、 大公司创新能力低下、 技

术人才准备与教育模式短板等因素ꎬ 制约了俄罗斯数字经济底层技术发展潜力ꎮ
同时ꎬ 受制于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的数据能力瓶颈ꎬ 特别是算力短板的存在ꎬ 也

对俄罗斯数字经济转型与数字经济价值链构建形成制约ꎮ 但是ꎬ 这些制约仍处于

浅表层ꎬ 而源于体制对技术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制约更有待于进一步突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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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既有研究和问题的提出

伴随全球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前行ꎬ 世界各国对生产效率和产

品、 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ꎬ 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转型ꎬ
“数字经济” 应运而生ꎮ 纵观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ꎬ 有俄罗斯学者将其归纳为两

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数字技术的引入ꎬ 这可以归结为现有业务流程

的自动化ꎮ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其显著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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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在全球范围内引入和传播到生活之中①ꎮ 从狭义范围来看ꎬ 数字经济可以被

解释为基于数字产品或服务的一种商业模式②ꎮ 事实上ꎬ 数字经济涉及的领域和

业务范围要比想象中丰富得多ꎬ 广义概念上的数字经济涉及更为广泛的技术和产

业领域ꎬ 可以将其内涵分为三个层面ꎬ 一是由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构成的数字经

济底层支撑ꎻ 二是产生嵌在溢出效应的关键产品生产部门ꎬ 包括依赖于核心数字

技术的服务ꎬ 数字平台、 移动应用和支付服务ꎻ 三是数字经济所影响的部门ꎬ 相

关领域被广泛数字化ꎬ 衍生出新的经济和商业模式③ꎮ
从时间的维度看ꎬ 过去 １０ 年间全球信息通讯技术服务和数字化服务总额占

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ꎬ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７ ４２％ 攀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３ ５７％ ꎬ 这反映了世界经济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④ꎮ 数字经济的发展ꎬ 带

来了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及价值链重组ꎬ 并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创新转型带来了

全新的挑战ꎮ 从全球地域的维度看ꎬ 数字经济发展的地理分布并没有呈现出传统

的南北分化特征ꎮ 它的进程始终由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即美国和中国

主导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全球数字经济报告数据显示ꎬ 中美两国物联网支出占全球的

５０％ ꎬ 公共云计算市场占全球的份额超过 ７５％ ꎮ 最令人瞩目的是ꎬ 在全球 ７０ 大

数字平台市场中ꎬ 中美两国共占 ９０％ ꎬ 欧洲地区占 ４％ ꎬ 非洲和拉丁美洲仅占

１％ ꎮ 全球七大超级数字平台均来自于中美两国ꎬ 占据全球市场近三分之二的市

值⑤ꎮ 因此ꎬ 分地区看ꎬ 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极度不平衡的状态ꎬ 传统的

工业强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ꎮ
在这场新一轮的全球技术竞争中ꎬ 俄罗斯显然也注意到了数字经济本身对于

经济转型的重要性ꎬ 其推动数字经济价值链的建设既是追赶全球技术前沿的努

力ꎬ 也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必然选择ꎮ 对于俄罗斯数字经济本身ꎬ 学者们普遍给

予了关注ꎬ 并抱以积极的态度ꎮ 经济学教授斯林等人认为数字经济标志着新信息

时代的到来ꎮ 在俄罗斯已初露头角的数字技术将成功地使俄罗斯及其地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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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ꎬ 因此在俄罗斯建立数字经济是完全可能的任务①ꎮ 卡林等认为俄罗斯

的数字化进程将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积极影响②ꎮ 张冬杨在研究中

指出ꎬ 尽管俄罗斯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先发国家存在一定差距ꎬ 但在数字经济

规模和边界、 信息通讯技术 (ＩＣＴ) 产业向数字媒体、 电子商务以及工业控制领

域延伸水平方面ꎬ 俄罗斯还拥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③ꎮ
此外ꎬ 也有不同的看法ꎬ 如俄罗斯沃罗涅日国立大学教授埃琳娜多布罗柳

博娃认为俄罗斯在数字连通性、 数字技能、 商业数字化和数字政府方面远落后于

欧盟平均水平④ꎮ 更有学者指出ꎬ 在俄罗斯仅靠发展数字技术无法实现数字化转

型ꎬ 必须对俄罗斯政府的决策机制和治理方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ꎬ 俄罗斯数字

经济发展的未来才会变得明朗⑤ꎮ 而从最新的研究分析来看ꎬ 尤利娅奥莱尼科

娃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使得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ꎬ 但俄罗斯仍处于数字经济发

展的初级阶段ꎬ 其面临着数字人才缺乏、 数字基础设施不发达、 企业数字化转型

认识不足等诸多问题⑥ꎮ 中国学者高际香在文章中指出俄罗斯在数字国际贸易、
数字驱动创新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ꎬ 体现出其信息技术能力不足、 信息基础设施

有待强化、 ＩＣＴ 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差等亟待突破的瓶颈短板⑦ꎮ 余南平则认为ꎬ
尽管苏联在计算机软件和计算机硬件能力上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ꎬ 但是苏联解体

后ꎬ 由于经济的大幅波动、 人才的流失以及国力不济导致的投入短缺等原因ꎬ 俄

罗斯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下的数字经济竞争中依然面临许多困难和不确

定性⑧ꎮ
在学界给予关注的同时ꎬ 俄罗斯政府也始终表现出对发展数字经济和实现数

字转型的决心ꎮ 早在 ２０１６ 年普京总统国情咨文中就提到ꎬ 俄罗斯要启动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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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新一代经济技术发展计划ꎬ 称为 “数字经济”ꎮ 普京称 “这是一个关乎俄

罗斯国家安全和科技独立ꎬ 也就是关乎国家未来的问题”①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数字经

济被列入俄罗斯战略发展清单并被予以特别重视ꎬ 而在已经发布的 «俄罗斯联邦

数字经济规划» 中则强调 “要满足数字经济的经济优先权ꎬ 实现经济的全面数

字化”②ꎮ 此外ꎬ 俄罗斯政府还计划设立 １７ 亿美元的经济基金ꎬ 以支持俄罗斯数

字经济的转型ꎮ ２０２０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一定程度上为俄罗斯数字化

进程按下了快进键ꎬ 普京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在疫情期间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③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普京再次将 “数字化转型” 确定为国家目标ꎬ 而在此前的一个月ꎬ
俄政府数字发展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俄罗斯经济数字化转型战略ꎬ 该战略涵盖能

源、 金融、 工业、 教育、 科技等 １３ 个领域ꎬ 并强调每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都将

应用人工智能和国产替代技术④ꎮ
虽然俄罗斯在国家战略方面给予了数字经济高度关注ꎬ 出台了相当完备的规

划和一定的激励政策ꎬ 但有学者直接指出俄罗斯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存在 “愿景、
野心宏大ꎬ 但不切实际” 的问题⑤ꎮ 但可以明确的是ꎬ 通过数字化转型带动俄罗

斯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ꎬ 加快整体经济转型步伐ꎬ 这是俄罗斯对于数字经济

转型的顶层设计和国家希望所在ꎮ 而俄罗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与现状如何ꎬ 特

别是其数字经济价值链构建的要素约束如何? 面对全球数字经济竞争ꎬ 俄罗斯数

字经济发展又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这些问题值得进行综合评估分析ꎮ

二　 俄罗斯数字经济转型的影响因素与数字竞争力国际比较

一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转型成功与否依托于许多基础条件准备ꎬ 从技术准备到

教育、 人才培养ꎬ 再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牵引的大公司转型和政府政策引导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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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邦议会发表的 ２０１６ 年度总统讲话ꎬ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３３７９

参见 Программаꎬ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ｋｕｒｄｙｕｍｏｖ ｒｕ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ｅ － ｃｉｆｒｏｖｏｊ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ｉ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 － ｄｏ － ２０３５ － ｇｏｄａ /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тенденций к цифровизац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ｉｚ ｒｕ / １０２２０３９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０ / ｐｕｔｉｎ － ｚａｉａｖｉｌ － ｏ － ｎｅｏｂｋｈｏｄｉｍｏｓｔｉ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ｉａ － ｔｅｎｄｅｎｔｃｉｉ － ｋ － ｔｃｉｆｒｏｖｉｚａｔｃｉｉ

Президиум правкомиссии одобрил стратегии цифров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экономик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２１０６２６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ｓｉｙａ － １７３８７２６２６５ ｈｔｍｌ

Ｔａｔｉａｎａ Ｓｔａｎｏｖａｙａꎬ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ｔ ａ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Ｔｈｅ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Ｚｏｎｅ”ꎬ ｉｎ Ｓｉｎｉｋｕｋｋａ
Ｓａａｒｉ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 Ｓｅｃｒｉｅｒｕꎬ ｅｄｓ 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Ｆｕｔｕｒｅｓ ２０３０: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Ｃｏｍｅ”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ｆｕｔｕｒｅｓ － 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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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ꎬ 而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影响ꎬ 整体上决定了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特点ꎮ

(一) 俄罗斯数字经济转型技术准备与创新能力

首先要指出的是ꎬ 国际经验表明ꎬ 数字经济无论是按数字产业化路径ꎬ 还是

按产业数字化路径ꎬ 或是两者兼具的发展路径来构建ꎬ 其发展均不能离开国家的

技术准备与创新①ꎮ 而从技术准备与创新的国际横向比较来看ꎬ 根据 ＩＭＦ 专家的

分析和评估ꎬ 在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间ꎬ 也就是全球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迭代进步

最快的十年间ꎬ 俄罗斯的技术准备与创新能力是明显下降的ꎮ ＩＭＦ 对俄罗斯技术准

备的评估结果认为ꎬ ２００６ 年ꎬ 俄罗斯保持了与 ＯＥＣＤ 国家基本同一的水准ꎬ 处于全

球前２０％ꎬ 高于中东欧转型国家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 波兰ꎬ 同时也高于发达

西方国家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家ꎬ 但是到了 ２０１５ 年ꎬ 俄罗斯这一评估结果却下降

到全球５０％的水平ꎬ 与土耳其和墨西哥在同一水平线上ꎬ 并明显落后于中东欧转型

国家ꎮ 同期俄罗斯的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与技术准备评估几乎相同ꎬ 目前与斯洛伐

克、 波兰、 墨西哥等表现比较差的国家在一个水平位上②ꎮ
因此ꎬ 尽管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巨大的科技研发遗产ꎬ 但在全球横向比较中却

可以发现ꎬ 过去十几年间俄罗斯的技术准备和创新能力处于持续下滑趋势ꎬ 而这

种基础能力的下降ꎬ 导致了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底层技术支撑和积累薄弱ꎬ 进

而明显制约了俄罗斯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力ꎮ

(二) 俄罗斯教育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数字能力形成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国家数学和科学教育的水平ꎮ 数字化转

型需要的是新一代劳动力供给ꎬ 而教育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不仅是为社会经济体

系供给了 “数字能力” 的劳动力ꎬ 同时它还承担了全社会 “数字思维” 和 “数
字创新” 能力的塑造ꎮ 因此ꎬ 关注国家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中教育的角色

是不能或缺的ꎮ 从教育宏观的供给角度而言ꎬ 俄罗斯 ２５ ~ ３４ 岁年龄组受高等教

育的比例为 ６０％ ꎬ 这个比例分别高于 ＯＥＣＤ 国家的平均数 ４２％ ꎬ 美国的 ４７％ 、
德国 ３０％ 、 意大利 ２５％ ꎬ 仅低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韩国 ６９％ ③ꎮ 但是庞大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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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研究所采用的数据ꎬ 除非特别指出均采用欧洲议会研究部 «如何突破滞涨———俄罗斯 ７ 个经
济挑战»ꎬ 具体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ꎬ “Ｓｅｖ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结构性政策报告»ꎬ 第 ２０ 页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Ｒ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１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 Ｉｓｓｕｅｓ － ４４０８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７”ꎬ ＯＥＣＤ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ｔ － ａ － ｇｌ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７ ＿ ｅａｇ － ２０１７ －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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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人口是否能够带来数字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创新? 还必须从教育供给的质

量进行必要的分析ꎮ
虽然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ＰＩＳＡ) 测试中ꎬ 俄罗斯表现略为逊色ꎬ 但从另

一个考试科目ꎬ 即数学、 科学和阅读测试 (ＴＩＭＭＳ / ＰＩＲＬＳ) 的国际横向比较来

看ꎬ 俄罗斯依然排在优秀组ꎬ 其基础教育水平ꎬ 特别是数学和技术的学科训练在

国际上表现非常突出ꎮ 但遗憾的是ꎬ 教育过程并没有培养劳动力的 “问题发现、
问题解决、 团体协同” 能力①ꎮ 这反映了历史悠久和规模庞大的俄罗斯教育体

系ꎬ 从教育供给角度并没有跟上数字经济要求的教育改革步伐②ꎮ
在数字高等人才的培养上ꎬ 虽然俄罗斯多所高校都开设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专

业ꎬ 但大多都局限于计算机和电子等大类专业ꎬ 缺乏大数据、 网络、 微电子、 集

成电路等新型交叉学科专业ꎮ 并且ꎬ 俄罗斯现有的课程教学手段与内容也相对滞

后ꎬ 许多教师的课程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信息教育基础要求ꎬ 同时也与技术发展

和产业需求脱节ꎬ 学生毕业之后的岗位适应能力较差③ꎮ 因此ꎬ 目前俄罗斯大学

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人才无法与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完全适配ꎬ 进而不利于数字创

新④ꎮ 根据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调查显示ꎬ 俄罗斯 ２５ ~ ３４ 岁之间的公民中只有不到 ３０％ 拥有

基本的数字技能⑤ꎮ 而数字经济的一个最新发展方向就是人工智能ꎬ 从人工智能

的基础研究来看ꎬ 在包括机器学习、 计算机视觉、 虚拟现实等 ２１ 个领域全球具

有影响力的学者排名中ꎬ 都缺乏俄罗斯学者的身影⑥ꎮ 因此ꎬ 从教育供给质量和

产出的总体结果评价而言ꎬ 目前ꎬ 俄罗斯的教育产出并不完全匹配数字经济时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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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报告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ꎬ “Ｓｅｖ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俄罗斯的教育依然强调传统教育要求的 “知识” 掌握而不是 “技能” 培养ꎻ 是 “记忆” 而不是
创新ꎻ 是 “讲课式教学” 而不是 “小组讨论式教学”ꎮ 而这些教育习惯与传统不仅割裂了学生与外部世界
的联系ꎬ 同时ꎬ 对数字经济发展本身所要求的创新能力培养也产生了明显的抑制ꎮ

Хохлов Ю Е ꎬ Анализ текуще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развития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Россииꎬ Институтом
развити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ｉｉｓ ｒｕ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ＤＥＣＡ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１８ ｒｕｓ ｐｄｆ

从教育结果评价的角度看ꎬ 俄罗斯的教育总体产出结果非常不擅长培养 “０ ~ １” 的创新能力ꎬ 而
在 “１ ~ １０” 的专业能力培养方面却非常突出ꎮ 而其导致的结果是ꎬ 俄罗斯在数学、 物理等基础科学领域
的杰出研究ꎬ 包括在航天、 冶金等传统科技的继承方面依然保持传统的科技优势ꎬ 但在数字经济需要的半
导体、 系统软件等知识和技术更新换代方面却乏善可陈ꎮ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２０１９ꎬ ｂｙ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１１３２７９０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ｓｋｉｌｌｓ － ｌｅｖｅｌ － ｏｆ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 ｂｙ － ａｇｅ /

清华大学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发布了 “２０２２ 年人工智能全球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ＡＩ ２０００”ꎮ 榜单基于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１ 年间人工智能领域 ４６ 个顶级期刊会议收录的共计 １８５ ２４１ 篇论文和 ２５８ ２６８ 位作者的学术数据
分析ꎬ 涵盖了人工智能 ２０ 个核心领域以及一个新兴领域 (虚拟现实)ꎬ 共评选出 ２０００ 人次的全球最有影
响力 ＡＩ 学者ꎬ 榜单具体参见清华大学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１８２ / ９１１９９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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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教育供给的要求ꎬ 进而也影响了俄罗斯社会总体的数字化转型能力发展①ꎮ

(三) 俄罗斯大公司与数字经济转型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所呈现的典型特征是ꎬ 一批全球性数字经济巨头不仅在数

字市场占有率上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ꎬ 其产值在国家 ＧＤＰ 份额中占有相当比例ꎬ
同时还通过资本市场公司估值产生的资本化红利不断吸纳技术、 人才ꎬ 进而产生

“虹吸效应” 得以持续性的创新②ꎮ 而这种数字经济特有的经济模式ꎬ 使得观察

“国家名片” 大公司的行业属性与研发活动ꎬ 对于分析国家的数字化转型变得极

有价值和意义ꎮ
首先ꎬ 从俄罗斯大公司的行业属性来看ꎬ 在俄罗斯 １０ 家最大的公司中有能

源公司 ４ 家、 金融公司 ２ 家、 零售公司 ２ 家、 投资公司 １ 家、 运输公司 １ 家ꎬ 其

中并没有一家典型意义上的数字科技公司③ꎮ 而从俄罗斯大公司研发投入的角度

来看ꎬ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最大的两家公司分别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Ｇａｚｐｒｏｍ)
和俄罗斯石油公司 (Ｒｏｓｎｅｆｔ)ꎬ 其研发投入占收入的比重分别仅为 ０ ０９５％ 和

０ ０２％ ꎬ 而国际上同行业的能源公司壳牌 (Ｓｈｅｌｌ) 和埃克森美孚 (Ｅｘｘｏｎ Ｍｏｂｉ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的研发投入却达到 ０ ４３％和 ０ ４７％ ꎮ 以国际能源巨头壳牌的数字转

型为例ꎬ 其于 ２０１８ 年在工业领域率先推出了 “壳智汇” 服务平台ꎬ 并成为传统

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先行者ꎮ 而从壳牌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来看ꎬ “壳智汇” 平

台不仅通过 ＩＯＴ 技术给传感器赋能ꎬ 更能通过数据分析和建模为数据赋能ꎮ 而这

种依托产业特色ꎬ 以行业龙头公司推动的数字化转型的例子显然在俄罗斯并没有

出现ꎮ
其次ꎬ 从俄罗斯数字巨头对数字经济的牵引力而言ꎬ 在市值的横向比较中

可以看到ꎬ Ｙａｎｄｅｘ 作为俄罗斯最大的科技公司和搜索引擎ꎬ 在俄罗斯市场份额

超过 ４６％ 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Ｙａｎｄｅｘ 公司的市值约为 １６４ 亿美元ꎬ 而谷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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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教育产出有非常复杂的两面性ꎬ 一方面其源于苏联时代的教育传统ꎬ 使其非常重视学龄段
的数学与技术科学训练ꎬ 从俄罗斯联邦州教育标准 (ＧＥＦ) 中可以看到对于数学、 技术科学的强制性考试
要求ꎬ 从而使得俄罗斯一直可以培养出杰出的数学人才而适合于数字经济时代的软件开发和算法提升ꎻ 而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的教育习惯和课程组织模式却又非常不适应更多的数字经济时代创新人才技能培养ꎬ 而
这个两面性一直以不同的极端形式表现ꎮ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互联网公司初起时段完全不同ꎬ 在过去十年间ꎬ 全球数字经济巨头公司的年复
合营收增长率ꎬ 不仅明显高于传统产业公司和初创小公司ꎬ 同时许多 “黑科技” 的创新产品与服务均由数
字经济巨头公司ꎬ 如苹果、 微软、 谷歌等推出ꎬ 而小公司的创新与研发能力明显减弱ꎮ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前十大公司分别为 Ｇａｚｐｒｏｍ、 Ｌｕｋｏｉｌ、 Ｒｏｓｎｅｆｔ、 Ｓｂｅｒｂａｎｋ、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ＵＴＢ Ｂａｎｋ
Ｒｏｓｔｅｎｃｈ、 Ｍａｇｎｉｔ 、 Ｘ５Ｒｅｔａｉｌ Ｇｒｏｕｐ、 Ｓｕｇｕｔｎｅｆｔｅｇａｚꎮ 很显然ꎬ 俄罗斯这十大公司的产业属性非常像 １９ 世纪晚
期到 ２０ 世纪早期的美国大公司特征ꎬ 集中于石油、 银行、 铁路、 零售等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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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则分别为 １９ ５００ 和 ２８ ６００ 亿美元ꎬ 中国的腾讯、 阿里市值也分别在

６ ０００亿和３ ０００亿美元以上ꎬ 显示了公司巨大的资本估值落差ꎮ 而从数字头部

企业的国内总产值占比和贡献率角度看ꎬ 在 ２０２１ 年美国前十大企业中ꎬ 包括

亚马逊、 苹果和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公司在列的 ＩＣＴ 全球头部企业ꎬ 其年收入之和占美国

生产总值的 ４％ ①ꎮ 而 Ｙａｎｄｅｘ 公司 ２０２１ 年营业收入约为 ４８ 亿美元ꎬ 对俄罗斯国

内总产值１４ ８３０亿美元的贡献是微乎其微②ꎮ 由于缺少了俄罗斯本土数字巨头的

实质性贡献以及对数字经济转型的牵引ꎬ 使得俄罗斯数字化转型之路困难

重重ꎮ

(四) 俄罗斯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角色

继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俄罗斯启动 “俄罗斯数字经济计划” 之后ꎬ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普京

在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国家发展目标” 总统令中又再次强调了俄罗斯必须向数字经

济转型ꎬ 并优先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转型ꎮ
首先是在立法与规则制定层面ꎮ 虽与中国不同ꎬ 但与欧洲数字经济发展路

径相似的是ꎬ 俄罗斯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上非常注重立法和规制优先ꎮ 一是根据

普京的总统令ꎬ 俄罗斯标准委员会要求旗下技术标准委员会制定 “数字物理系

统” 的相关标准ꎬ 涵盖物联网、 智慧城市、 大数据、 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等多

个领域ꎬ 这也是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全面制定 “数字经济” 标准的国家ꎮ 二是确

定研发投入和 ＩＣＴ 发展目标ꎮ 根据普京的总统令ꎬ 到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政府必须

保证研发投入较 ２０１７ 年相比至少翻三番ꎬ 并创建稳定安全的 ＩＣＴ 基础设施和

高速的大数据储存与交换系统ꎬ 使其能够连接所有的政府部门和家庭ꎮ 预计到

２０２４ 年ꎬ 主导俄罗斯联邦政府、 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数字化过程的是国产

软件③ꎮ
其次是基础设施层面ꎮ 俄罗斯的数字经济发展本身已经具有相当的基础ꎬ 其

宽带接入、 政府大数据产业分析、 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服务基础设施发展良好 (见
图 １)ꎬ 并在 “数字政府” 建设方面可圈可点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有 ７ ０００ 万个人用户

７２１

①

②

③

２０２１ 年 «财富» 世界 ５００ 强排行榜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５００ / ｃ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９４５７１ ｈｔｍ

Ｙａｎｄｅｘ 营业收入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ｏｃｋ ｑｉａｎｚｈａｎ 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ｌｉｒｕｎ＿ ＹＮＤＸ Ｏ＿ ２０２１ ４ ｈｔｍｌꎻ 俄罗
斯国内总产值数据来源: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ꎬ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ｕｓｓｉａ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ｒ

“Ｐｕｔｉｎ Ｓｉｇｎｓ Ｎｅｗ ‘Ｍａｙ Ｄｅｃｒｅｅ’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ｏｕｔ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ｔｏ ２０２４”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１００３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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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俄罗斯人口总量一半的规模) 注册接入统一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ꎬ 而这不仅在

互联网应用发达的中国没有做到ꎬ 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比较少见①ꎮ 另外ꎬ 从数字

经济的公共政策规则、 政府信息公开、 数字平台建设、 人力资本积累等几个方面

可以看到ꎬ 俄罗斯政府这些年在数字经济建设方面是很有成效的 (见图 ２)ꎮ 特

别需要指出的是ꎬ 俄罗斯的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处于世界领先级水平ꎬ 主

要表现为卫星定位下的农业领域数字化运用ꎬ 其中包括气候、 土壤监控和农业运

营数字云平台 ＥｘａｃｔＦａｒｍｉｎｇ 提供的多样化服务ꎮ 俄罗斯开拓与实施的 “数字农

业” 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产出ꎬ 为农业生产数字化提供了世界性的

“俄罗斯经验”ꎮ

图 １　 俄罗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报告»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３０５８４ / ＡＵＳ００００１５８ －ＷＰ － ＲＥＶＩＳＥＤ － Ｐ１６０８０５ － ＰＵＢＬＩＣ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 １０ － １５ － ２０１８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１＆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 ｙ

８２１

①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３０５８４ /
ＡＵＳ００００１５８ － ＷＰ － ＲＥＶＩＳＥＤ － Ｐ１６０８０５ － ＰＵＢＬＩＣ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 １０ － １５ － ２０１８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１＆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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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俄罗斯数字政府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报告»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３０５８４ / ＡＵＳ００００１５８ － ＷＰ － ＲＥＶＩＳＥＤ － Ｐ１６０８０５ － ＰＵＢＬＩＣ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 １０ － １５ － ２０１８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１＆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 ｙ

　 　 最后是政策推动和市场协同层面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的总统令中特别强调

了 “数字平台” 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关键作用ꎬ 而这个总统令的出台与俄罗斯背

景强大的战略智库 ＣＳＲ 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出版的一份专题战略报告有直接关联ꎮ 该

智库的董事会主席马克西姆奥列什金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起担任俄罗斯经济

发展部长ꎬ 在其努力推动下ꎬ 俄罗斯已经为如何利用政府平台发展数字经济规划

了蓝图①ꎮ 俄罗斯数字平台发展的指导战略一直是 “数据本地化”ꎬ 并适当限制

国外数据公司发展ꎬ 为本土公司的壮大提供良好环境ꎮ 由于政府的重视与推动ꎬ
加上俄罗斯公司的努力创新ꎬ 目前俄罗斯的数字经济发展处在激活状态ꎮ 俄罗斯

数字平台包涵面比较宽ꎬ 有社交网络、 就业、 旅游、 建筑、 医疗和电子商务等不

同平台ꎮ Ｙａｎｄｅｘ 在本国的市场份额大概为美国谷歌公司在俄罗斯市场份额的三

倍ꎬ 另外还有一些知名的俄罗斯本土互联网公司几乎囊括了俄罗斯互联网平台市

９２１

① Ｐｅｔｒｏｖ Ｍ Ｎꎬ Ｍｉｋｈａｉｌ Ｎ ｅｔ ａｌ ꎬ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 (ｃｙ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ｃｐｕｒ ｒｕ / ｅ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ｅ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 －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ｇｏｖ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ｅ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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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大部分份额ꎮ 而从这个角度而言ꎬ 俄罗斯的数字经济本土化是一大发展

亮点ꎮ
总结而言ꎬ 俄罗斯的数字经济转型和国内数字经济价值链建设ꎬ 是以政府推

动、 本土市场、 本土技术为支撑的ꎬ 已在技术自主可控、 领域丰富化上有长足的

发展ꎮ 坚持自主技术可控和本土化主体ꎬ 不仅对于俄罗斯的数字化转型目标能够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ꎬ 同时ꎬ 从数字经济特有的安全性保护角度来看ꎬ 俄罗斯也

已经在顶层设计方面进行了周密的战略规划布局ꎮ

(五) 俄罗斯数字经济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由于现有的全球统计手段对数字经济的体量暂时无法准确衡量ꎬ 因此一般选

取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ＩＣＴ 行业进行评估和国际比较ꎮ
首先ꎬ 观察 ＩＣＴ 商品占贸易总额的比例问题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间俄罗斯的 ＩＣＴ

商品贸易份额基本维持在 ０ ２％ 到 ０ ８％ 之间ꎬ 远远落后于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ꎬ 距离 ＯＥＣＤ 和世界的平均水准也相去甚远 (见图 ３)ꎮ 而分别从出口和进

口来看ꎬ 俄罗斯的 ＩＣＴ 商品出口体量太小ꎬ 进口 ＩＣＴ 商品的比例近年来略微上

升ꎬ 开始追赶上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见表 １)ꎬ 但总体而言ꎬ 俄罗斯和中国、 美国

这样的 ＩＣＴ 行业大国相比ꎬ 其信息通讯技术产业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ꎮ

图 ３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 ＩＣＴ 商品占贸易总额的比例ꎬ 出口 (百分比)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相关数据自制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

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 １５８４９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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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９ 年 ＩＣＴ 商品占贸易总额的百分比 (％)

国家 / 地区 ＩＣＴ 商品出口占贸易总额的百分比 ＩＣＴ 商品进口占贸易总额的百分比

俄罗斯 ０ ５３ ９ ３６

中国 ２６ ５０ ２２ ４８

德国 ４ ９０ ８ ３７

日本 ８ ００ １２ ２５

美国 ８ ７４ １２ ９３

世界 １２ ５１ １３ ４０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相关数据自制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 １５８４９

其次ꎬ 观察数字交付服务和信息通讯技术服务的国际贸易情况 (见图 ４、 图

５)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数字交付服务的国际贸易额波动不大ꎬ 每年约 ２００ 亿

美元ꎮ 而美国数字交付服务的国际贸易增长迅猛ꎬ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５ ３３０ 亿美元ꎻ 德

国的数字交付服务也在稳步发展ꎬ 其 ２０２０ 年贸易额约为 ２ ０３７ 亿美元ꎻ 中国、 日

本的相关数字服务近年来发展态势类似ꎬ 分别为 １ ５４３ 和 １ １４７ 亿美元ꎮ 在信息

通讯技术服务方面ꎬ 中国异军突起ꎬ ２０１８ 年的国际贸易额增长到 ４７０ 亿美元ꎻ 美

国和德国产值几乎同步ꎬ 最新的产值在 ３５０ 亿美元上下ꎮ 相比之下ꎬ 俄罗斯 ２００
亿美元的数字交付服务体量和 ５０ 亿美元的信息通讯技术服务贸易额ꎬ 在国际范

围内显然已经落后ꎮ

图 ４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数字交付服务的国际贸易 (亿美元ꎬ 当前价格)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相关数据自制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

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 １５８３５８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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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信息通讯技术服务的国际贸易 (亿美元ꎬ 当前价格)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相关数据自制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 １５８３５９

最后ꎬ 关注到俄罗斯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开辟了一条独特路径ꎮ 在俄罗斯国家

技术倡议 (ＮＴＩ) 中 “端到端技术 (ｅｎｄ － ｔｏ － ｅｎｄ)” 被界定为对市场发展影响

最大的关键科学技术方向ꎮ «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计划» 确定了 “端到端技术”
数字经济列表包括大数据、 神经技术和人工智能、 分布式寄存器系统、 量子技

术、 新生产技术、 工业互联网、 机器人、 无线通信技术等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俄罗斯

Ｒｏｓａｔｏｍ 和 ＭｉＧ 两家公司获得了 Ｓｋｏｌｋｏｖｏ 基金会提供的 “端到端技术” 研发经

费ꎮ 而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国家技术倡议 (ＮＴＩ) 的在线会议上

则表示ꎬ 俄罗斯没有完整的数字技术开发管理、 缺乏负责人和批准路线图ꎬ 甚至

也没有资金ꎬ 他希望俄罗斯新政府能够在 “端到端技术” 领域建立执行国家目

标的长期有效机制①ꎮ
从总体情况来看ꎬ 俄罗斯的数字经济转型正在催生和构建其国内数字价值链

体系ꎬ 而这个新体系的建设目前更多地是在数字经济原生态下进行的开发与运

用ꎬ 其并没有像德国工业 ４ ０ 方式下的对传统价值链体系进行 “数字化” 改造ꎮ
俄罗斯只有按其国家技术规划要求推动 “端到端技术”ꎬ 并在产业数字化方向上

产生积极的效果ꎬ 俄罗斯经济才能发生真正的数字化转型或重构ꎬ 进而形成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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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ｎｄ － ｔｏ － Ｅ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ｄ － ｔｏ － Ｅ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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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ꎮ

三　 俄罗斯数字经济价值链构建的制约因素

一个国家的数字经济价值链建设ꎬ 不仅依赖于数字经济基础和对应的企业数

字创新能力ꎬ 同时更需要算力、 算法、 数据、 应用场景等多要素能力的支撑ꎬ 而

以这些要素条件进行分析ꎬ 可以看到俄罗斯在数字经济价值链的构建中ꎬ 目前显

然还存在一定的短板制约ꎮ

(一) 数字经济基础薄弱ꎬ 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不足

首先ꎬ 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ꎬ 俄罗斯数字经济基础较差、 发展缓慢ꎮ 尽管俄

罗斯政府早就把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到了战略高度ꎬ 但是事实上ꎬ 数字经济总量在

俄罗斯国民经济中占比仍然较低ꎮ 统计显示ꎬ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数字经济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 ３ ９％ ꎬ 比该领域的领先国家低 ５０％ ~ ６０％ (见表 ２)ꎮ 除了观

察数字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外ꎬ 从世界经济论坛开发的网络就绪指

数①分析ꎬ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６ 年该指数全球排名中居第 ４１ 位ꎬ 远远落后于新加坡、
芬兰、 美国、 瑞士等领先国家②ꎮ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数字经济对各国国民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贡献百分比 (％)

分类 / ＧＤＰ％ 美国 中国 欧盟 巴西 俄罗斯

数字经济规模 １０ ８ ９ ８ ８ １ ６ １ ３ ８

数字家庭支出 ５ ２ ４ ７ ３ ６ ２ １ ２ ５

企业数字化 ４ ９ １ ７ ３ ８ ３ ５ ２ １

政府投入 １ ２ ０ ３ ０ ９ ０ ７ ０ ４

ＩＣＴ 产品出口 １ ３ ５ ７ ２ ４ ０ ２ ０ ４

ＩＣＴ 产品进口 － ２ ０ － ２ ６ － ２ ７ － １ ４ － １ ６
　 　 资料来源: Ｌｏｗｒｙ Ａ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ｉｔｓｅｎｋｏ Ｄꎬ Ｗｉｊｅｒｍａｒｓ Ｍꎬ Ｋｏｐｏｔｅｖ Ｍ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Ｃｈａｍ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５３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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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就绪指数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用以衡量各个国家数字经济转型的准备程度ꎬ 由四个
指标组成: 环境 (政治 / 监管和商业 / 创新)、 准备情况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可负担性、 技能和基础设施水
平)、 应用情况 (个人、 企业和政府) 和影响 (经济和社会)

Ｓｉｌｊａ Ｂａｌｌｅｒꎬ Ｓｏｕｍｉｔｒａ Ｄｕｔｔａ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ｎｖｉｎ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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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大障碍是企业数字化程度较低ꎮ 数字能力

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使用数字技术的工人比例和企业运用互联网的能力ꎮ 而从俄罗

斯当前的现状来看ꎬ 根据雇用 ２５０ 人及以上的大型企业的可比数据ꎬ 俄罗斯经常

使用计算机的雇员比例为 ３３ ６％ ꎬ 远远落后于欧盟 ５９％ 的平均水平ꎻ 俄罗斯有

２３ １％的大型企业经常使用互联网ꎬ 而欧盟的这一比例则为 ５２％ ꎻ 俄罗斯有

２８ ４％ 的大型企业使用云计算服务ꎬ 而欧盟的这一比例达到 ４５％ ꎬ 其中芬兰比

例最高ꎬ 为 ８７％ ①ꎮ 而在数字新技术应用方面ꎬ 在员工规模超 １０ ０００ 人的大型企

业中ꎬ 约有 ３５ ７％的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ꎻ 在员工规模为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人的

企业中ꎬ 约有 ２１ ８％的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ꎻ 而在员工人数少于 ２５０ 人的企业

中ꎬ 人工智能使用比例仅为 ５％ ②ꎮ 相比之下ꎬ 在中国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底ꎬ
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和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

普及率分别达 ５４ ６％ 、 ６９ ８％ 和 ７４ ２％ ꎬ 并且正在加速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的

融合发展生态ꎬ 在数字技术研发、 数字化管理水平和数字生态方面具有领先地

位③ꎮ 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偏弱明显影响了俄罗斯数字化转型进程ꎮ
最后ꎬ 俄罗斯数字经济的研发投入结构尚不完善ꎮ 虽然ꎬ 俄罗斯政府计划为

数字化转型提供大量资金支持ꎬ 但目前受到两方面制约ꎮ 一方面ꎬ 资金大多集中

用于发展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ꎬ 企业仍然因为缺乏研发预算经费和国家对数字研

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而停滞不前ꎬ 这在私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 (见图 ６)ꎮ 同时ꎬ 俄罗斯企业对于数字产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不高ꎬ 企业研

发及创新能力在二十多年间持续下降ꎬ 创新型企业所设立的研发机构数量减少了

近 ４２ ８％ ④ꎮ 另一方面ꎬ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影响ꎬ 俄罗斯经济发展受到重

创ꎬ 而低迷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政府当局按照原有的数字转型计划向企业提供更

多的资金支持⑤ꎮ 并且ꎬ 从数字经济推广的管理角度看ꎬ 俄罗斯政府依然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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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Хохлов Ю Е ꎬ Анализ текуще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развития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Россииꎬ Институтом
развити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ｉｉｓ ｒｕ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ＤＥＣＡ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１８
ｒｕ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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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ｍａｒｋｅｔ)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 “十四五”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ｉｔ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ｃｙ / ｚｂｆｔ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 ａｒｔ＿２９９６６７ｆｃｄａｄ２４５６ｆ９１３１３ａ８ｃｄ１２ｆｄ４ｅｅ ｈｔｍｌ

Ｔａｄｖｉｓｅｒꎬ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 )”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ｄｖｉｓｅｒ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ｍａｒｋ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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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 导致数字信息运营商与政府机构之间存在 “对话障碍”ꎮ 这意味着

俄罗斯的 ５Ｇ 部署和覆盖运营需要更多的时间ꎬ 严重影响了俄罗斯数字转型进程ꎮ
加之企业缺乏技术型员工、 同行竞争压力小等因素ꎬ 导致了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

一直缺乏突破点ꎬ 进而使得俄罗斯无法构建起规模化的数字经济价值链ꎮ

图 ６　 俄罗斯私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报告»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３０５８４/ ＡＵＳ００００１５８ － ＷＰ － ＲＥＶＩＳＥＤ － Ｐ１６ ０８０５ － ＰＵＢＬＩＣ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１０ －１５ －２０１８ ｐｄ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１＆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 ｙ

(二) 数字技术人才缺乏ꎬ 高技术人才流失

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方式ꎬ 催生了全新的技术性

工作岗位ꎬ 这些岗位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随着俄罗斯数字化转型的

不断深入ꎬ 各行业对数字经济的人才需求也在急剧增长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 俄罗

斯 ＩＣＴ 行业专家占其就业人口比重仅为 ２ ５％ ꎬ 相比之下ꎬ 芬兰这一数据为

７ ６％ ꎬ 瑞典为 ７ ５％ ꎬ 爱沙尼亚为 ６ ５％ ꎬ 卢森堡为 ６ ３％ ①ꎮ 目前ꎬ 俄罗斯数字

经济领域的从业人员约有 ２３０ 万ꎬ 据俄罗斯电子通信协会估算ꎬ 未来还需要 ２００
万网络从业人员②ꎮ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在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报告中也指出ꎬ 随

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ꎬ 俄罗斯对 ＩＴ 专业人员的需求将会急剧上升ꎮ 俄罗斯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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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бдрахманова Г И ꎬ Вишневский К О и ДР Индикаторы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２０２１ꎬ Доклад
НИУ ВШЭ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ｉｓｓｅｋ ｈｓｅ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４８４５２５２５５ ｈｔｍｌ

高际香 : «俄罗斯数字经济战略选择与政策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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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２５ ０００ 名 ＩＴ 专业学生毕业ꎬ 但只有 １５％的学生从事相关职业ꎬ 高水平 ＩＴ 工

程师数量完全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①ꎮ 因此ꎬ 数字经济人才问题已经成

为制约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数字经济技术人才来源主要有两大途径ꎬ 分别是国内培养和国外引进ꎮ 首

先ꎬ 从国内培养的角度看ꎬ 俄罗斯面临着技术人才少ꎬ 且人才就业的地理分布不

均衡的典型问题ꎮ 在俄罗斯ꎬ 知识型劳动力只占全国劳动力的 １７％ ꎬ 而在发展

水平较高的国家中ꎬ 该指标的最小值为 ２５％ ꎬ 最大值达到了 ４５％ (见图 ７)ꎮ 根

据 ２０２０ 年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统计ꎬ 在全球接受统计的共 １５５ 个城市

和地区中ꎬ 俄罗斯仅有两座城市上榜 (莫斯科ꎬ 第 ５５ 位ꎻ 圣彼得堡ꎬ 第 １１１
位)ꎬ 且这两座城市地理位置并不太远ꎬ 都位于俄罗斯西部地区ꎮ 目前ꎬ 俄罗斯

的主要城市大多集中在西部欧洲地区ꎬ 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大多会选择留在西

部城市地区ꎬ 这也使得俄罗斯技术人才的分布呈现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ꎮ 而

这种人才分布结构并不利于俄罗斯国内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形成ꎬ 同时也延缓了俄

罗斯的技术创新进程ꎮ

图 ７　 全球主要国家劳动力水平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 ２０２１”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ｐｄｆ４ｐｒｏ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ｇｌｏｂａｌ － ｔａｌｅｎｔ － ２０２１ － ｏｘｆｏｒ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５ｂ３４２４ ｈｔｍｌꎻ Ｒａｉｎｅｒ Ｓｔｒａｃｋꎬ Ｏｒｓｏｌｙａ Ｋｏｖａｃｓ －
Ｏｎｄｒｅｊｋｏｖｉｃꎬ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ｅｂｉꎬ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ｃｈｕｄｅｙꎬ Ｍａｒｉｙａ ｌｇｎａｔｏｖａꎬ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ｙ Ｏｂｌｏｖꎬ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 ２０１８”ꎬ 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ｃｇ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８ /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ｔａｌ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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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Абдрахманова Г И ꎬ Вишневский К О и др Что такое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Трендыꎬ
компетенцииꎬ измерение Ｒ ꎬ Доклад НИУ ВШЭ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ｈｓｅ ｒｕ / ｅｎ / ｂｏｏｋｓ / ２６３１３１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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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从人才跨境流动的角度来看ꎬ 俄罗斯对国外人才吸引力不足ꎬ 且国内

技术人才流失十分严重ꎮ 虽然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俄罗斯在愿意迁徙的人们中的受

欢迎程度上升了 ７ 位ꎬ 升至第 ２５ 位①ꎮ 但是ꎬ 迁入俄罗斯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来自

独联体国家成员国ꎬ 这些居民大多为低技能劳动力ꎬ 技术人员占比很小ꎮ 在 ２０１７
年年度全球人才竞争力排名 (ＧＴＣＩ) 中ꎬ 俄罗斯的综合排名与 ２０１６ 年相比几乎

没有变化ꎬ 在 １１８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５６ 位ꎮ 然而在 “国家吸引力” 指标上ꎬ 俄罗

斯只排在第 ８１ 位ꎬ 在 “为人才创造机会” 指标上排在第 １０７ 位ꎬ 严重落后于全

球平均水平ꎮ 而从人才的流出角度看ꎬ 有调查结果表明ꎬ 俄罗斯高素质人才主要

前往德国、 英国和美国ꎬ 大部分受雇于数字和技术领域ꎮ 具体从事市场营销、 广

告和传播、 ＩＴ 和技术、 数字化、 分析和自动化、 管理等方面的工作ꎮ 这一现象造

成俄罗斯国内技术型人才的 “非对称流动”ꎬ 严重延缓了俄罗斯数字经济转型的

速度ꎬ 使其数字能力发展明显落后于世界其他大国ꎮ

(三) 数据能力与算力水平低下ꎬ 数字产业化进程落后

“数字经济” 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与其他领域的结合ꎬ 形成一种新兴产业业

态ꎮ 尽管近些年来ꎬ 俄罗斯在数字化经济转型方面投入较多ꎬ 但其数字化水平程

度仍然较低ꎬ 无法从产业端上真正推动数字经济的成功转型ꎮ
首先ꎬ 数据能力不足ꎮ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主要依托于基础电

信、 电子制造、 软件及服务、 互联网等信息产业ꎬ 企业通过对其产生的数据进行

清洗、 整理和分析形成数字产品ꎬ 然后面向市场或者继续为自己公司所利用达到

其整个产业的增值②ꎮ 在数字经济价值链的构建中ꎬ 通过场景应用获得数据并进行

处理ꎬ 进而形成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是价值增值的核心ꎮ 但这些关键环节依托于一国

的移动终端用户数量、 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ꎬ 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规模ꎮ 智

能手机的普及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 “元数据” 和应用场景的拓展ꎮ 根据

２０２０ 年 «全球移动市场报告» 显示ꎬ 俄罗斯的智能手机用户普及率大约有 ６８ ５％ꎬ
位列世界第 ７ 位 (见表 ３)ꎮ 但其大部分用户只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主要两座

大城市ꎬ 且城乡地区分布很不均衡ꎬ 导致数据的场景应用无法进行丰富性的拓展ꎮ

７３１

①

②

本部分研究所采用的数据ꎬ 除非特别指出均采用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 «解读全球人才 ２０１８»ꎬ 具
体参见 Ｒａｉｎｅｒ Ｓｔｒａｃｋꎬ Ｏｒｓｏｌｙａ Ｋｏｖａｃｓ － Ｏｎｄｒｅｊｋｏｖｉｃꎬ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ｅｂｉꎬ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ｃｈｕｄｅｙꎬ Ｍａｒｉｙａ ｌｇｎａｔｏｖａꎬ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ｙ Ｏｂｌｏｖꎬ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 ２０１８”ꎬ 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ｃｇ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８ /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ｔａｌｅｎｔ

参见李永红、 黄瑞: «我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模式的研究»ꎬ 载 «科技管理研究»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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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２０ 年全球主要国家智能手机普及率

排序 国家 总人口 (百万) 智能手机普及率 (％ ) 智能手机用户 (百万)

１ 美国 ３３１ ８１ ６ ２７０

２ 英国 ６７ ８９ ７８ ９ ５３ ５８

３ 法国 ６５ ２７ ７７ ６ ５０ ６６

４ 德国 ８３ ７８ ７７ ９ ６５ ２４

５ 韩国 ５１ ２７ ７６ ５ ３９ ２

６ 意大利 ６０ ４６ ７５ ９ ４５ ９２

７ 俄罗斯 １４５ ９３ ６８ ５ ９９ ９３

８ 中国 １４４０ ０ ６３ ８ ９１８ ４５

９ 日本 １２６ ４８ ６３ ２ ８０

１０ 越南 ９７ ３４ ６３ １ ６１ ３７
　 　 资料来源: “Ｔｏ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ｙ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Ｕｓｅｒｓ”ꎬ Ｎｅｗｚｏｏ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ｚｏｏ ｃｏｍ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ｔｒｅｎｄ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ｎｅｗｚｏｏ － ｇｌｏｂａｌ － ｍｏｂｉｌｅ － ｍａｒｋｅｔ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 ｆｒｅｅ － ｖｅｒｓｉｏｎꎻ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ｕｓｓｉａ ＆ ＣＩＳ ２０２０”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ｓｍａ ｃｏｍ / ｍｏｂｉ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ｒｕｓｓｉａ － ｃｉｓ /

其次ꎬ 数据规模受限ꎮ 从移动技术的迭代应用角度而言ꎬ ５Ｇ 网络应用显然

为智能手机与物联网的场景应用打开了新空间ꎮ 就 ５Ｇ 发展水平来看ꎬ 根据全球

领先的通信与光学技术公司 ＶＩＡＶＩ 报告显示ꎬ 目前ꎬ 中国、 美国和菲律宾是 ５Ｇ
网络服务覆盖范围最广的三个国家ꎬ 分别覆盖了 ３７６、 ２８４ 和 ９５ 个城市ꎬ 而俄罗

斯则于 ２０２１ 年初才开始引入 ５Ｇ 技术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俄罗斯最大的手机运营商

ＭＴＳ 宣布在莫斯科的 １４ 个主要旅游景点和商业中心启动 ５Ｇ 试点网络ꎬ 这是该国

第一个 ５Ｇ 试点网络ꎬ 但这只是政府部门开启的试点试验活动ꎬ 独立用户仍无法

连接并使用 ５Ｇ 网络①ꎮ 因此ꎬ 无论是从智能手机规模还是 ５Ｇ 网络应用来看ꎬ 俄

罗斯的数据规模明显受到其人口规模不足和数据应用场景缺乏的限制ꎬ 同时俄罗

斯产业端的数据来源总量又受制于其产业结构单一性的制约ꎬ 两者叠加明显制约

了俄罗斯 “数据总量” 产生能力ꎬ 进而影响到其数字经济价值链形成和有效

循环ꎮ
最后ꎬ 缺乏自主算力系统和成规模的云计算平台ꎮ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 ５Ｇ 通

信技术发展将带来庞大的数据资产ꎬ 而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被统称为 “算力”ꎬ 算

力的大小代表着对数字化信息处理能力的强弱ꎬ 进而影响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市

８３１

①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ＭＴ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Ｐｉｌｏｔ ５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Ｍｏｓｃｏｗ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ｍｏｓｃｏｗ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０５ / ｒｕｓｓｉａｓ － ｍｔｓ －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 ｐｉｌｏｔ － ５ｇ －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ｉｎ － ｍｏｓｃｏｗ －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 ａ７３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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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力和产业覆盖ꎮ 除了高性能计算机代表超大复杂运算的基础能力外ꎬ 数字

经济算力的基础运营一般更依赖于高性能服务器①ꎮ 同时ꎬ 以服务器为算力核心

的云计算发展水平也代表着数据存储、 管理和处理的发展水平ꎮ 而当前除了美国

和中国以外ꎬ 全球尚无产业化和体系化的完整云计算服务器产出能力②ꎮ 而从全

球云计算平台能力来看ꎬ 美国的亚马逊、 微软谷歌和中国的阿里巴巴等公司是全

球云计算平台的领先者ꎬ 它们不但提供了全球领先的云计算服务ꎬ 而且构建了跨

国界的数字经济价值链ꎮ 相比之下ꎬ Ｙａｎｄｅｘ Ｃｌｏｕｄ 作为俄罗斯最大的云计算服务

提供商ꎬ 无论是在服务范围和运行效率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与全球顶尖的云计算平

台ꎮ 例如ꎬ 就服务范围和对象而言ꎬ Ｙａｎｄｅｘ 的服务对象仅包括了俄罗斯的 １ ０００
多家企业ꎬ 并以小型业务为主ꎮ 而亚马逊 (ＡＷＳ) 作为全球顶级云服务平台ꎬ
其服务范围覆盖全球 ２６ 个地理区域ꎬ 其中每个区域又包括多个服务可用区ꎬ 其

公司业务也主要为大型企业提供高端服务③ꎮ 因此ꎬ 俄罗斯不仅缺乏自主算力系

统ꎬ 同时缺乏足够的规模化的云计算平台ꎬ 导致了在数字网络节点中缺乏承载巨

大流量的枢纽与中心ꎬ 进而直接影响了俄罗斯自身的数字经济价值链的构建ꎮ
总结而言ꎬ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数字经济价值链是一个多要素集合体ꎬ 需要在

算力、 算法、 数据、 场景等方面能够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ꎮ 从基本条件来

看ꎬ 算法可以通过学习改进ꎬ 场景可以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行构造ꎬ
但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ꎬ 不仅依赖市场规模ꎬ 其价值更是主要通过 “算力”
进行挖掘而实现ꎮ 而俄罗斯在数据规模上的欠缺和算力上的技术短板ꎬ 特别是产

业结构单一而导致的数据场景丰富性匮乏ꎬ 将严重阻碍其数字产业化的进程和自

身完整数字经济价值链的构建ꎬ 并使其在全球数字价值链的竞争中仅能作为边缘

角色而存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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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高性能计算机 (Ｈｉｇｈ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不仅是解决这些巨大挑战性的关键工具之一ꎬ 同时
也是一个国家算力水平的技术衡量标志之一ꎮ 在全球超级计算机排名前十榜单中ꎬ 日本富岳位列第一ꎬ 紧
跟其后的是美国超算顶点 (Ｓｕｍｍｉｔ)、 山脊 (Ｓｉｅｒｒａ)、 中国的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ꎬ 而来自德国和意大利
的超算系统也榜上有名ꎬ 但并未见俄罗斯的身影ꎮ 数据来源参见惠普公司 ２０２１ 年世界超级计算机排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ｐ ｃｏｍ / ｕｓ － ｅｎ / ｓｈｏｐ / ｔｅｃｈ － ｔａｋｅｓ / ｆａｓｔｅｓｔ － 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ｅｖｅｒ － ｂｕｉｌｔ

高性能计算机服务器的产出依赖一个国家半导体硬件和系统软件的综合能力ꎬ 美国几乎控制了全
球全部的服务器产出ꎬ 中国依靠国产鲲鹏、 飞腾芯片和 ＡＲＭ 开放授权架构具有一定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服
务器产出能力ꎬ 但鲲鹏芯片的制程加工依然受到美国 “实体清单” 的困扰ꎮ 而俄罗斯ꎬ 包括欧洲并没有自
身的芯片和系统软件产业能力ꎮ

具体信息参见 Ｙａｎｄｅｘ Ｃｌｏｕｄ 和 ＡＷＳ 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ｏｕｄ ｙａｎｄｅｘ ｃｏｍ / ｅｎ / ꎻ ｈｔｔｐｓ: / / ａｗｓ ａｍａｚｏｎ
ｃｏｍ /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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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数字经济发展与国家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经济层面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ꎬ 更

是关乎新技术革命进程中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未来ꎮ 俄罗斯政府敏锐地认识到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来的广泛和多重影响ꎬ 试图推动俄罗斯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

济体系构建ꎬ 进而带动俄罗斯的经济整体转型与竞争力提升ꎮ 但是研究和分析俄

罗斯数字化转型ꎬ 必须要抓住数字经济自身发展的本质特点ꎬ 并需要结合全球数

字经济发展经验进行对比分析ꎮ
首先ꎬ 从俄罗斯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上看ꎬ 应该认识到的是ꎬ 各国的数字

经济发展ꎬ 包括数字化转型路径是存在差异化的ꎮ 如美国是依靠既有的半导体产

业全球领先基础ꎬ 以算力、 算法、 数据、 场景为依托进行了平衡发展ꎬ 并同时以

美国数字巨头公司的全球市场扩张进行了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构建ꎮ 而中国则更

多是依靠自身的人口和市场规模优势ꎬ 在数据的优势和算力短板并存的情况下ꎬ
进行了全球特有的数字产业化平台经济模式发展ꎬ 并在此基础上反过来推动算法

的改进和算力技术的追赶ꎬ 进而拓展产业数字化空间①ꎮ 虽然ꎬ 上述两者的数字

经济发展模式有所差异ꎬ 但有一个共同点则是ꎬ 基于数字经济本身是创新和高度

竞争性的经济模式ꎬ 保证了研发的持续投入和大公司的特殊引领作用ꎮ 而缺乏以

持续研发投入为支撑的数字巨头公司的引领ꎬ 不仅无法参与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

的竞争ꎬ 同时也难以构建以自身技术体系为依托的数字经济价值链ꎬ 而在这个方

面ꎬ 俄罗斯是有明显短板的ꎮ
其次ꎬ 就俄罗斯的数字经济转型现实面对的问题来看ꎬ 存在着多重、 复杂的

影响因素ꎮ 俄罗斯面临着数字经济基础薄弱、 技术人才短缺、 数据能力短板、 应

用场景缺乏和 “算力” 落后等等因素的困扰ꎬ 导致了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发展缓慢的 “复合型” 困境ꎬ 而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ꎬ 它们既相互影

响、 又相互制约ꎬ 使得数字经济在俄罗斯无法实现一个良好的循环发展ꎮ 俄罗斯

至今没有构建完整的数字经济价值链ꎬ 也没有在全球数字价值链的竞争中占得一

席之地ꎬ 这仅可以被看成俄罗斯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无法取得较大进展的结果表

０４１

①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９ 号中国国务院印发了中国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ꎬ 明确指出了中国数
字产业化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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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ꎮ 其深层次的问题是ꎬ 俄罗斯拥有苏联时代积累的 “科技资本” 与 “人才资

本” 基础ꎬ 而在当下全球的数字经济革命中ꎬ 这些技术和人才遗产为什么没有快

速驱动俄罗斯成为全球数字经济主要玩家?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难道仅

仅是西方学者一直强调的经济体制和结构转型路径依赖? 这个笼统的解释显然是

缺乏深刻对比和反思的①ꎮ 因此ꎬ 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与国家数字化转型ꎬ 不

仅是市场和技术问题ꎬ 其还必须面对影响国家技术进步的深层次结构障碍

问题ꎮ
最后ꎬ 从指导思想上看ꎬ 俄罗斯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体现了俄罗斯政治

与文化思维习惯的多维性和矛盾性ꎮ 目前ꎬ 俄罗斯一方面已经充分认识到新技

术革命的极端重要性ꎬ 并希望以顶层设计的推动力ꎬ 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契

机ꎬ 重新夺回全球科技发展主导权和话语权ꎮ 例如通过改善营商环境ꎬ 加强俄

罗斯与外部世界的经贸联系ꎮ 但同时又由于自身安全环境持续恶化和经济的羸

弱性ꎬ 俄罗斯整体对待外部世界的怀疑态度明显增强ꎬ 进而使得其经济与世界

联系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脆弱性②ꎮ 而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作用效果是ꎬ 俄

罗斯技术进步与体制结构冲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混织和不清晰的ꎬ 甚至体制与

技术进步是有某种对立因素存在的ꎬ 这在不同层面显示了俄罗斯政治与文化思维

习惯的多维性和矛盾性ꎮ 而正是这种 “张力” 本身在俄罗斯政治、 经济、 社会

转型中的长期底层存在ꎬ 才使得俄罗斯的数字化和经济转型中始终处于蹒跚前行

状态ꎮ
(责任编辑　 于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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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讨论经济转型中ꎬ 学者会引用 “温加斯特悖论” 的观点即 “有效的市场经济离不开一个强大的
政府ꎬ 而强大的政府往往又是问题本身” 的观点而展开体制和经济结构转型讨论ꎮ 但是中国的经验证明ꎬ
强大的政府是经济发展成功的保障ꎬ 且强大的政府也可以利用制度优势ꎬ 推动技术创新和国家数字化转
型ꎬ 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联ꎮ

对待外部世界的怀疑增加ꎬ 如果成为持续指导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政策指导ꎬ 将会使得俄罗斯未来
在全球市场持续处于产业封闭ꎬ 全球技术链和价值链边缘化状态ꎬ 并将严重阻碍其数字经济转型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