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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学者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理性反思 

白崇军 

(陕西省科技厅 ，西安 710001) 

摘 要：本文深入归纳分析了一些欧洲 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学者近期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 

起、特别是创新型国家建设进行的全新反思，供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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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稳步 

提升，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 ， 

一 批欧洲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学者 ，开始运用最新 

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进行 

全新 的反思和解读 ，对西方看待 中国的传统偏见 

和误区展开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引起了欧洲各界 

的广泛关注。 

新视野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 

中国模式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准固定汇率制度 

和高额外汇储备为国内经济发展构筑的 “新布雷 

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 II)。中国的准固 

定汇率制度及资本账户的缓慢 自由化稳定了外国 

直接投资 (FDI)的预期 ，支持了创业经济 (el1一 

trepreneurial economy)的发展。外汇储备的高积累 

促进了美国的消费和贸易赤字，间接使物价保持 

在低水平上。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不但给西方投 

资者吃了定心丸 ，而且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换取 

公债投资的办法 ，优化了国内的资本配置。由此 

形成的主权财富基金 (Sovereign Wealth Fund)，支 

撑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整合。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一国经济的崛 

起有赖于创意经济的发展 ，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发 

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广义的创意经济就是创新 

型经济，它把创造和传播新点子作为确立经济竞 

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主要特征包括 ：社会网络市 

场 、用户创建内容、创作共享等知识产权新形式 

和面向广大公民消费者。如今，创意产业 (cre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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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在全世界异军突起 ，其增速远远超过 

了GDPf~长率 ，占据了各发达经济体10％以上的 

GDP份额。创意经济的核心价值观使企业家精神与 

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对立，为深入观察和理解 

中国模式与中国崛起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中国以优异的经济表现让中国崛起成为不争 

的事实。不但经济增长的水平和可持续性前所未 

有，而且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变。目前，中 

国95％的出口产品是工业制成品，其中机械和电子 

产品占到47％。近l0年以来 ，劳动生产率 以年均 

10％的速度高速增长，不但通过降低单位劳动成 

本 ，在工资上涨的情况下保持了很强的价格竞争 

力 ，而且通过知识的转移和扩散等实现了区域经 

济一体化。 

毫无疑问，中国已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不可分 

割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为 

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板。 

中国崛起为全球工商创新中心的三大缘由 

一 是跨国公 司的研发 中心大量 向中国转移 。 

在本土化与特殊行业需要 (如制药)、大学毕业生 

超额供给、中国市场特色和中国的全球采购中心 

地位、全球价值链模块化分工等的综合作用下 ， 

跨 国公司设在 中国的研发 中心数量迅猛增长 ， 

2007年底已达1100多家，且涵盖了所有产业领域。 

二是对中国 “金字塔底层消费群”的争夺志 

在必得。根据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和 《竞争大 

未来》的作者、美国密歇根大学普拉哈拉德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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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lahad)教授的 “金字塔”理论 ，网络时代信息 

的民主化意味着公司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终结 ，世 

界上最令人兴奋、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 ，在40多 

亿处于世界经济金字塔底层人的身上 ，未来的竞 

争优势将建立在与这类庞大的新兴经济体中所出 

现的新中产阶级做生意的能力之上，甚至这类经 

济体中的领先用户群都足以左右市场。而中国已 

经成功激活了其后传统农村社会的商业潜力 (如 

浙江模式)，巨大的成本优势依然没有被充分利用 

(如精益生产)，加之本土化模式 (1ocalized modu— 

larization)的供货商网络以及永无止境的流程创 

新，都让中国成为世界未来市场的 “香饽饽”。 

三是中国成为 “长尾时代”创新商业模式的 

基准市场。 “长尾理论”是由 《连线》杂志主编 

克里斯·安德森在2004年10月提出的，用来描述诸 

如亚马逊网站和Google公司等的商业和经济模式， 

其基本的原理是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 ， 

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 的产 品所共 同占据 的市场份 

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 

匹敌甚至更大。实际上 ，这一理论是统计学中帕 

累托分布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 ，长尾绝不意味 

着仅仅是把众多分散的小市场聚合为一个大尾巴， 

而 是 还 需 要 一 个 坚 强 有 力 的 “短 头 ” (short 

head)，以及头部与尾巴之间的有效联系。一方面，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市场，巨大 

的市场规模 吸引着世界上所有重量级选 手 ，未来 

全球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中国；另一方面，中国 

本土企业在占据市场规模创新优势的有利条件下 ， 

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把中国变成了一方具有广博 

多样区域和地方市场的热土 ，从而成功缔造了中 

国无可争议的主流市场 “短头”。而包含在中国庞 

大的市场规模中让人扑朔迷离的多样化群体越来 

越成为需求演进的驱动器，中国庞大的人 口基数 

每年还会再增加近2000万新生代消费者，迫使在 

华跨国公司不断根据分布式创新 (distributed inno— 

vation)和新的知识产权战略进行产品创新和工艺 

创新，构成了中国非主流市场的 “长尾”。 

中国崛起背后的核心竞争力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综合科技实力迅猛增长 ，增 

速之快、增幅之大令世界刮 目相看。研发 (R&D) 

支出、研发强度、研发人员和科技论文等均全面 

大幅增长 ，其中，研发支出从1995年的2O多亿美 

元增加到2005年的120亿美元，以年均2O％的速度 

增长 ，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研发强度从1995年的 

不足0．7％，上升到2005年的1．4％左右，整整翻了 

近一倍 ；2005年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全时研发人 

员数量分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 ；2005年国内科 

技论文31万多篇 ，国际科技论文年均增长率22％， 

名列世界第5位，论文被引用次数从1993--2003年 

问的世界第l9位，升至1995--2005年间的第14位。 

简单地看 ，规模和排名还不足以反映中国真 

实的自主创新能力 ，深入研究这些数字的地域分 

布会发现：一半的 “蛋糕”集 中在北京、上海、 

广东和长江三角洲 ，表现出极强的区域集中度， 

以此区域计算 ，中国的研发强度高达2．7％以上， 

与世界最强的日本和美国不相上下 !而且 ，中国 

研发投入总量的70％以上来 自于企业，说明创新能 

力的增长并不完全是政府行为，而是市场驱动的， 

自主创新正在全面提升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3月权威发布的 (2007年 

度中国创新指数研究报告》显示 ，2007年金砖国 

家创新指数排序中国名列第一 ，是金砖国家创新 

能力潜力发展最大的国家。优势在于创新资源能 

力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创新攻关能力、持续发展 

能力较强，在创新技术实现方面也有一定竞争力， 

仅创新价值实现一项差距较大。 

最新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本土 

和外来研发力量的布局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完全是 

互补和相对称的。丰富的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 

市场导向的科技体制摆脱了前苏联模式的痼疾 ， 

全球生产链的模块化和中国所采取的知识产权战 

略 ，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上讨价还价 

的能力 ，中国涌现出联想、华为、中兴等一批具 

有世界竞争力的跨国民族企业 。特别是 自1999年 

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表现出的全方位高技术政 

策取向，成为所有国民产业发展的指挥棒 ，2006 

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达8％。 

根据 ~2007年度中国创新指数研究报告》和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 

年度报告》，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四省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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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区域发展的第一梯队，创造着不输于世界 

同类强势区域的核心竞争能力。而浙江 、山东 、 

天津、四川、湖北、辽宁、陕西等省市作为第二 

追赶梯队构成 了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优势区域 ， 

表现出很强的发展后劲。在浙江 、上海 、广东、 

福建和江苏等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 

市里 ，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技术、金融等要素 

和产品市场高度发达，专利生产能力飞速提高 ， 

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日益成熟。 

政府在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中的角色 

政府间的竞争是 中国制度变迁 (体制变革) 

的主要驱动力。在中国政府 “条块分割、各 自为 

政”的管理体制下 ，各地政府及辖区内的工商企 

业相互竞争 ，由此创造出浙江模式与江苏模式等 

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 ，成为制度创新的典范。这 

种模式也促进了区位分工与比较优势的开发，形 

成 了各具特色 的发展道路 。如今 ，在以地方财政 

预算硬约束体制充分制约行政低效和浪费的同时， 

又从单纯追求地方GDP等经济指标转向突出创新精 

神等新标准，引导政府间科学的政绩竞争。 

政府通过产业创新政策有力推动了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 ，各级政府以 

强力推进产学研合作和研究溢出 (spinoffs)为己 

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园区和产业，培养和支持 

创意 (创新 )经济发展 ，使创新集群 (creative 

cluster)在上海、杭州、北京、重庆、成都等中心 

城市遍地开花 ，积极拉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 

改造，不仅增强了创造力的社会根植性意识 ，而 

且催生了区域性亚文化的兴起。 

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扶持，消费者对传统价值 

观的 回归和本土 品牌 的认 同 ，以及 国际 品牌 的地 

方化，加剧了全球营销战略的变革 ，也让亚洲文 

化交融崭露头角。现在 ，中国的民族文化不仅越 

来越受到本土国民的重视 ，而且在全世界实现了 

非霸权性扩张，开始进军全球主流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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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Reflection on China M odel and China’S Ris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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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rational reflection on China development model and 

China’S rise by European liberalism economis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strategy of building an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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