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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的经验及启示

全 毅

内容提要 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

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再管用，如果重复使用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也不同程度地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低成本优势战略，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序列

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放弃了这一战略，依靠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

转型和城乡与地区的均衡发展，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结

构和政治民主化转型，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成功地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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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等收入陷阱”正在成为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的

热点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低

收入国家发展成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率出现回

落，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国家行列的

现象。它是 2006 年世界银行发表一篇题为《东亚复

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的研究报告提出的概念，引起了

世界各国的关注。文章称，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

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再管

用了，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手段来跨越，因此中等

收入阶段是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2003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1090 美元，2009 年达到

3620 美元，跨越中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这时国内需求、产业基础和对外

经济关系均形成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即到了经济起飞

的临界点。人均 GDP 从 1000 美元左右增长到 10 000
美元左右，日本用了 15 年左右( 1966 ～ 1981 年) ，韩国

用了 18 年左右( 1977 ～ 1995 年) ，中国台湾地区也只用

了 16 年左右( 1976 ～ 1992 年) 。根据这一指标来判断，

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类似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日本和

80 年代的韩国，开始进入由下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梯

攀升的加速期。然而国际经验表明，并非所有国家都能

抓住经济加快发展的机遇。许多后发国家进入中等收

入序列后，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人均 GDP 一

直在 6000 美元以下徘徊，很难突破 10 000 美元进入高

收入国家行列，例如部分东盟国家和拉美国家。这种情

况被认为是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

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剧烈变化、公民意识觉

醒、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挑战的关键时期。近年来中国

经济为日趋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所困扰。世界

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中国发展模式的外部约束更加强

化。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与环境约束日

益紧逼，特别是全球正在进入低碳经济时代; 地区差距、
城乡差距与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社会不公平与矛盾不

断积累，官员腐败成为严重政治问题，公民意识正在觉

醒，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对政府施政能力

与民主权利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转

轨还没有完成，正进入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关键时

期。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

就难以持续。中国文化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历史

上历代王朝的倾覆都是贫富分化与吏治腐败造成的。
如果中国不能顺利跨越这道门槛，就可能陷入经济停

滞、社会动荡与政治民主化受挫的“拉美化”陷阱。考

察和研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将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东亚先进经济体的经验

众所周知，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国民收入持续提

高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要想持续提高国民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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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依

靠劳动与资本等资源投入的低成本扩张，迟早会受到劳

动力与资源的约束，使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因此，关键

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发展方式

的转变。
1． 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方式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从生产要素投入为

主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

高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其核心是以提高效率为根本

目的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

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①。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实现技术进步与效率提高的途径主要有四条: 第一条是

农村劳动力由低效部门向高效的非农产业转移; 第二条

是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 第三条是服务业的超常发展;

第四条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信息化改造了整个社会

经济②。从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经历了轻工业( 劳动密集型) →重化工业( 资本

密集型) →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三个发展阶段。日

本和亚洲“四小龙”遵循这一发展规律，利用合理的产

业政策进行社会资源的科学配置，使现发展阶段亟需发

展的重要产业得到集中配置，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

压缩型发展，成功地实现了从低成本优势战略向技术创

新战略转型。
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在 90

年代以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明显转变，经济增长要素

的投入结构明显变化，劳动生产率和禀赋结构( 资本劳

动比) 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简称 TFP) 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在由技术吸收转变为产品创新阶

段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 TFP 对 GDP 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 40%，TFP 水平达到美国的 40% ～ 50%。
而日本进入全球领先水平的路径创新阶段后，TFP 水平

则达到美国的 70%③( 见表 1) 。东亚经济体通过发展

方式的转型，成功摆脱低成本优势战略，转换到创新优

势战略，通过技术吸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使其高科技

制造业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从而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致力于国内科技创新能力和机制建设

发展中国家持续提高收入的挑战并不在于掌握现

有的标准化技术，而在于创造国内创新能力和机制，这

些能力和机制是无法从国外购买或照搬的。正确的科

技发展战略与良好的教育培训制度是最低条件。东亚

国家和地区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集中体现在科技

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当然，企业组织的

演变与管理水平的提升也功不可没。

表 1 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劳动生产率 资本劳动比 TFP

1970 30． 6 25． 5 49． 4

中国香港 1980 45． 5 34． 5 66． 0

1990 68． 2 59． 5 81． 8

1970 14． 2 5． 9 38． 3

韩国 1980 18． 2 12． 9 37． 2

1990 29． 9 24． 3 49． 0

1970 25． 6 16． 7 48． 0

新加坡 1980 35． 3 34． 6 51． 2

1990 45． 0 55． 6 55． 2

1970 17． 3 7． 1 43． 8
中国台湾

地区
1980 26． 9 16． 8 50． 2

1990 43． 2 29． 5 66． 2

1970 39． 9 29． 1 61． 4

日本 1980 54． 6 61． 4 64． 8

1990 67． 0 83． 8 71． 2

资料来源: Jong-il Kim，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Asian Economic Papers，2002，vol． 1，

issue 2，pages 50* 3D-70．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选择一条“引进资本与技术→
发展扩大出口加工业→创汇还债和促进自主经济发

展”道路的同时，技术进步也选择了由“技术引进→模

仿创新→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路径，不仅节约了大量

原始开发成本，而且在高起点上进行赶超。东亚国家和

地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1980 年的技术政策目标是引

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研究开发放在其次;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本国( 地区) 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不断

增强，技术政策开始转向增强自主研究开发实力为主。
为此而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有: ( 1 ) 确立技术立国战

略，构建以民间企业为主，政府与大学实验室为辅的科

研体制; ( 2) 制定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战略，为技术创

新提供制度支撑; ( 3) 大幅增加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的

投入，为技术创新提供财政与人才支撑。日本和韩国在

1980 年代确立“技术立国”路线后，R＆D 经费投入强度

不断增加。以韩国为例，1980 年其 R＆D 经费投入强度

为0． 56%，1983 年 提 高 到 1． 13%，1993 年 猛 增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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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达到发达国家水平①。2006 年韩国向国际《专

利合作条约》机构申请的国际专利达到 172 709 件，占

全球专利申请总量 176 万件的 9． 8%，成为仅次于美国

与德国的世界第三专利大国，完成了从技术引进大国到

技术创新大国的跨越，而韩国专利申请量居前 3 位的是

通信、半导体和视听技术，主要集中于韩国的出口产业。
这表明韩国专利申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产业发展

和升级的引导和促进，而不是受到某些特定产业全球专

利申请趋势的影响②。
东亚技术进步比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快，得益于其非

常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体制，东亚教育注重从实际出发，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事业的中心任务。1947
年日本处于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

限，因此，将义务教育的年限由 6 年延长至 9 年，提高劳

动者的文化素质。当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为了促进

技术进步以及工业结构与企业经营的现代化，日本将教

育的重点放在中等技术人才的培养上，着重对中等和高

等教育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职业技术教育。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由贸易立国战略转向技术立国战略，

进行了第三次教育改革，将教育经费支出和改革重点放

在高等教育和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方面，重点培养技术创

新人才。亚洲四小龙在 70 年代以前的标准化产品生产

阶段将教育的重点放在初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方

面，到 80 年代以后的工业升级阶段则将重点转向高等

教育，90 年代基本普及了高等教育，并将教育的重点转

向创新教育。然而，亚洲四小龙对教育干预选择的方向

不同，导致了人力资本供给差异。韩国注重特殊高级技

能人力资源的培育，以提供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所

需要的人力资源。台湾则在工程教育与职业培训方面

做的比较出色，因而为技能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

人力资源。香港政府由于不愿意促进培训并对新工业

提供有选择的支持，因而受过技术培训的劳动力较少，

缺乏形成新的制造业比较优势所需要的技能基础和技

术能力。在新技术体系中，教育与研究开发这样的无形

资本投资急剧增长，为总生产率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
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东亚非凡的增长中大约 2 /3 要

归功于迅速的积累，即有形和人力资本的不同寻常的迅

速增长。剩下的 1 /3 增长不能由积累来解释，因而便将

之归结于效率的提高或称作 TFP 的增长。与其他经济

实体相比，无论是从绝对数上来说，还是按照占产出增

长的比重来衡量，‘1 /3’这个数字都是相当大的”③。
3． 注重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结构高

度化

根据钱纳里等人( 1988 ) 的理论，经济增长的过程

就是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经济结构的转变又推动经济

发展④。而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市场条件下表现为生产

率水平的提高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技术变迁的结果

是，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趋于上

升，而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产业的比重则有所下降，消耗

实物资源少的产业比重增加，消耗实物资源多的、增加

值小的产业比重减少，最终表现为产业升级。东亚国家

和地区几乎每隔十年就实现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

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与追赶过程是通过其

独特的产业政策来实现的，即政府为促进比较优势的快

速升级，通过各种保护与优惠政策来促进战略产业的技

术进步与快速成长。日本在战后初期，将煤炭、钢铁、化
肥、有色金属、石油、纺织和印染等部门作为优先部门，

采取倾斜投资( 占政府投资总额的 76% ) 方式，促进其

迅速恢复与发展。1949 年 9 月开始推行产业合理化政

策，陆续制订和颁布了促进产业合理化的各项法律，促

进企业组织创新和战略产业的发展。为了赶超发达国

家，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将钢铁工业、一般机械制造业、
电气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

业作为战略产业加以扶持，到 1970 年，以钢铁、石油化

工、汽车、造船、家用电器等为主要内容的重化工业，在

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迅速增加到 92． 3%。70 年代严重的

环境污染与两次石油危机迫使日本进行新的产业结构

调整，逐步淘汰污染严重的资源能耗型工业，集中发展

节能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选择微电子产业、机械

电子装置产业、光学机械产业、生物工程、新材料产业等

知识密集和节能环保型产业作为战略产业加以发展。
1985 年日元升值后，为了应对贸易摩擦与生产成本上

升的压力，日本决定重点发展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化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海外转移。
亚洲“四小龙”进口替代工业化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

完成工业化初期向中期阶段转变时，东亚国家充分利用

国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和欧美国家产业转移的有

利时机，开始实施出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将劳动密集型

产品打入国际市场。60 年代重点发展纺织服装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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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橡胶塑料制造业、食品、电子钟表业、家用电器等劳

动密集型出口产业。70 年代，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

会，重点选择纤维、塑料、机械制造、钢铁、造船、汽车、石
油化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作为主导产业

加以扶持。80 年代以后，它们又提出科技升级和工业

多元化发展战略，如 1990 年台湾地区出台《产业升级条

例》，将发展的重点转向微电子产业、光电产业、生物工

程、信息咨询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
4． 注重发展动力转换和收入分配均等化及社会经

济均衡发展

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消费和出口 3 个动力拉动的，

三者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构成投资率、消费率和

净出口贡献率，3 个不同的动力形成的贡献率反映出经

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从国际经验看，一国投资与消费的

比率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出现前后易位的变

化。一般而言，发展中经济在起飞过程中，通常表现为

“短缺经济”，更多地受到资本积累的约束，这时的高储

蓄率必然对应着高增长率。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短

缺经济”被“过剩经济”所取代，市场有效需求的不足成

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这时的高储蓄率只会阻碍经济

增长，导致资源浪费、投资低效。从 1960 ～ 1999 年间世

界不同收入国家 GDP 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看，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演变的共同规律之一是投资率

不断升高、消费率相对下降，而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

投资率和消费率逐渐趋于稳定。以日本、韩国为例，投

资率和消费率变动分别呈现平缓的“马鞍型”和“倒马

鞍型”曲线态势( 图 1 和图 2) 。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

平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率通常会出现一定幅度

的上升，然后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成为支撑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图 1 日本的投资率曲线和消费率曲线图

经济增长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国民实际收入水平及其分配格局。1960 ～ 2000
年，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增长

率年平均分别为 5． 8%、6． 3%、5． 6%、6． 4%①。而且在

收入提高的过程中，东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没有出

图 2 韩国的投资率曲线和消费率曲线

资料来源: 贾祖国． 2006 年中国产业景气分析报告［R］． 招商证

券: 2005 年 12 月。

现明显恶化。从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各国家和地

区的基尼系数变化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先进经济体

的收入分配状况明显好于东南亚地区。从表 3 可以看

出，日本的基尼系数从 1966 ～ 1990 年基本保持在 0． 35
左右的水平，而此间国民收入增加了约 19 倍; 韩国的基

尼系数从 1970 年的 0． 35 下降为 1995 年的 0． 32，而在

此期间其人均 GDP 增长了 10 倍; 中国台湾的基尼系数

则维持在 0． 3 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差距相对

接近，也接近工业国家基尼系数的平均水平，表现出东

亚先进经济体较高的收入均等化水平。
东亚收入分配出现均等化的原因，第一是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带来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马克思认为，生产

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人们以何种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何

种方式加入分配。在物质资本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下，

财富的分配必然倾向于资本拥有者; 在人力资本投入为

主的生产方式下，收入分配格局必然倾向专业技术人

员，劳动者收入比重必然得到提高。特别是以技术专业

人员为主的中产阶级的增加，是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重要

因素。1960 年日本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增强了

市民购买力，刺激民间投资增加，1960 ～ 1970 年，日本

的实际人均工资增加了 0． 65 倍，中等收入阶层明显增

多。1985 年韩国的中产阶级达到总人口的 40%②成为

社会的核心力量。第二是高速经济增长带来充分就业

以及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普遍上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和企业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劳动者收入

的普遍提高。日本企业的年功序列制实际上是一种平

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日本企业主管与员工的收入差

距远小于欧美国家。这一政策对东亚企业的收入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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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叶． 分享增长: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分配比较［J］． 河

南社会科学，2008( 1)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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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

基尼系数 人均 GDP ( 单位: 美元)

日本 0． 349( 1966) 0． 355( 1970) 0． 350( 1990) 1067 4256 19194
韩国 0． 35( 1970) 0． 38( 1980) 0． 32( 1995) 1032 2573 11676

中国台湾a 0． 29( 1970) 0． 28( 1980) 0． 31( 1993) 2797 5839 10197

新加坡a 0． 41( 1972) 0． 41( 1980) 0． 38( 1993) 6218b 11516 19290
菲律宾 0． 41( 1985) 0． 438( 1991) 0． 461( 2000) 2373 3167 3897

印度尼西亚 0． 307( 1970) 0． 356( 1980) 0． 31( 1999) 400 836 2736
马来西亚 0． 513( 1970) 0． 491( 1980) 0． 443( 2000) 1371 2318 8884

泰国 0． 429( 1975) 0． 473( 1981) 0． 432( 2000) 776 1572 6777

资料来源: Garbis Iradian( 2005) ①。a 来自 Quilbria( 2002) ②; b 为 1970 年的人均 GDP，其余为对应左列的同一年数据，括号里为年份。

① Garbis Iradian． Inequality，Poverty，and Growth: Cross-Country Evi-
dence． IMF Working Paper，2005．

② M． G． Quilbria． Growth and Poverty: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 Revis-
ited． ADB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2002: 16．

③ 张存涛，焦必方． 人均 GDP1000 ～ 3000 美元时期韩国产业政策调

整及启示，世界经济研究［J］． 2006( 9) ．
④ 余晓泓． 日本产业结构从环境污染型到环境友好型的演变［J］． 上

海环境科学，2005( 4) : 170。

配制度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就

业的充分，使得初次分配比较均衡。第三是对农业的保

护与扶持以及农民兼业收入增加。东亚地区土地改革

为农村均富创造了条件。日本农民对政治的影响很大，

农民受到特殊的保护。韩国 1970 ～ 1980 年进行新乡村

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环境，随后于 1983 年和 1986
年分别颁布了《促进农渔村开发收入来源法》和《农渔

村综合对策》，将农业纳入产业政策之中，增加投资用

于改善农村的产业结构、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同时放

宽了对农业土地流转的限制③。台湾也展开了“富丽农

村”的改造计划，实现第二次土地改革和以工补农的支

农政策，使得农民收入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步改善。第四

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发展。日本于 1950 年

专门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并规定国家设立北海道

开发事业费预算。为了解决人口过疏和过密问题，1961
年、1969 年和 1977 年先后制定了 3 个全国综合开发计

划，实现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最后是收入

再分配政策中最重要的教育政策。基础教育与中等教

育的普及有效地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并提高了他们的

收入水平。
5． 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

发展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重

化工业阶段。这个时期经济增长受资源环境的约束加

大，继续采用高资源、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将

会导致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使得经济社会发

展不可持续。因此，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确立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后，深

知资源环境恶化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影响，加快了经

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走上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发

展道路。1955 ～ 1973 年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发展

方式表现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严重环境污

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使日本在取

得巨大经济成就时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代价。重

化工业排放的工业“三废”、烟尘和粉尘对环境的污染

十分严重，引发持续的环保运动。为此，日本一方面成

立了环境厅，加强了环境立法，如《公害对策基本法》、
《废弃物处理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以及严格的

技术标准等一系列环保法律法规，支持环境保护; 另一

方面，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高能耗产业向节能型产

业转变，以减轻环境污染的压力④。以汽车工业为例，

日本制定了曾经被认为可能扼杀汽车工业的尾气排放

标准，迫使汽车工业加快技术革新。到 20 世纪 80 年

代，日本汽车以“节能、优质”称霸世界。严格的环境标

准不仅未给日本经济带来损害，反而促进了技术进步，

增强了国际竞争力。目前日本单位 GDP 资源消耗仅及

美国的一半。日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从两方面实

现: 一是从资本投入型增长到技术进步型增长的转变;

二是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到循

环经济和低炭经济模式的转变。这两方面的转变都与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有密切关系。在亚太地区乃至全

世界，日本是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环

境保护双赢的国家。
6． 注重制度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持久的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制度问

题。因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相互关联的，资

本、技术和劳动力是在特定的制度下组合和运作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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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适宜的制度安排是保证上述要素发挥作用的前提。
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起飞往往是通过威权政府指导

的银行贷款促使私营经济发展来实现的，因而“寻租”
行为普遍发生，私营经济及国有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

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增加，导致市场行为扭曲。如果制

度建设又不能及时跟上，往往会出现政府效能降低、银
行不良贷款增加和一般企业积极性受挫等一系列问题，

严重的还会导致社会动荡。这就是说，如果资源不是根

据效率原则指数来配置，而是根据腐败指数来配置，其

效率自然难以保障，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

陷阱。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

科学审视产业发展阶段、准确选择产业发展战略、合理

收缩政府边界、推进市场制度创新、完善复杂的市场交

易链的机制是密不可分的，东亚地区工业化的每一次重

大进展都是以相应的市场化制度构建为前提的①。这

些市场化制度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另一方面，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韩

国和中国香港等都很注意惩治腐败并形成了一系列廉

政制度。社会民主监督是根治腐败的基本保障。东亚

地区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使社

会阶层产生了巨大变化，从以农民、军人和地主为主的

传统社会转变为包括白领阶层、专业人士、中小企业主、
大学生在内的新兴中产阶级为主的现代社会。这些新

兴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反对政治腐败及专制统治并

渴望更多的民主。东亚先进经济体几乎在实现工业化

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

的稳定性。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中等收入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阶

段，但越往前发展越困难。因为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阶

梯爬升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常具有庞大的非熟练劳动

力队伍，这些劳动力由基本维持生计的职业转移到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这些领域使用更高水平

的资本和技术但并不要求这些工人的技能得到很大提

升。这些技术很容易从更富足的国家获得，并很容易适

应当地情况。这种转移通常与城镇化和工业化同步进

行，所带来的总效果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这些早期大量使用当地资源、劳动力的低技术工业

和服务业迟早会受到限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

济增长会放缓，令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陷入困

境。这一过渡阶段的转折点要么发生在可转移的非熟

练劳动力储备耗尽之时，要么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在吸引

劳动力的现代产业部门的扩张在劳动力耗尽之前达到

顶峰之时。若想继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保持 GDP 的

快速增长，一个经济体要有能力提升制造业、服务业或

农业的价值链，向要求尖端技术、高质量人力资本以及

设计与组织能力等无形资产的领域迈进。从经济发展

战略和增长方式的角度看，就是从以廉价资源和劳动力

投入的低成本扩张竞争策略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效率

提升为主的创新发展战略。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以前

也不同程度地依赖出口导向的低成本优势战略，但是在

进入中等收入序列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放弃了这一战略，

依靠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

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城乡与地区的均衡发展，促进中等

收入阶层的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实现了

社会结构和政治民主化转型，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

展，成功地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在这一过程

中，国内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持续的市场制度创新是重要

的基础条件，因为这些因素是无法从国外购买的。
从拉美、东南亚等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

些国家来看，主要原因是，随着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

迈进，要素( 土地、能源、资本、劳动等) 成本迅速上升，

要素边际报酬不断下降，由于没有及时成功地转换发展

模式，不能保持持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社会劳动生产

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失去驱动力而停滞。有

媒体总结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 落

入资源陷阱、依赖外部资源、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

短缺、贫富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社会动荡、民主乱

象等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这其中反映最多的还

是发展不平衡引发的社会问题，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低成本扩张的阶段，随着

劳动 力“刘 易 斯 转 折 点”( 2013 年 ) 的 到 来 ( 蔡 昉，

2011) ②，以及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加，目前发展中的不平

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

峻挑战。认真吸收东亚先进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经验，对于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调整社会

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
( 责任编辑: 段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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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investment of MNCs in China on the innovation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paper，panel VAR and
ECM were employed and construct the empirical study from technological and product innovation on 19 high -tech Industr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novative mechanisms and channels on host country's en-
terprises，the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long-term and short-term effect of the demonstration and contact，human cap-
ital flow and competition effects on innovation i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only human capital
effects in the long term have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product innovation of China's enterprises． In a word，R＆D activities
of MNCs in China play a negative role on innovation of local industries．

Firm Heterogeneity and the Location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Firm-level
Data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ng Fangfang Zhao Yongliang( 64)

Using the model of firm heterogeneity，this paper t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irms' OFDI，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among location choices based on the firm-level data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FDI firms have higher productivity，and the effect of productivity differs in a different location，which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
Asia． As for the effect of extensive margin，the higher the productivity is，the more host countries will be taken the OFDI by en-
terprise． The lower threshold productivity the host country has，the more OFDI it absorbs． This article also confirms the OFDI be-
havior of crossing the trade barriers，which means that implementing the tariff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hinese firms'
OFDI．

Acros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and Enlightment
QuanYi( 70)

Middle income stage is a unique stage of development，all the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which are useful in
acrossing low income trap，are basically no longer useful to middle income stage． if re-use of them will fall into the middle income
trap． Japan and the Four Asian Tigers are also different levels of reliance on export-oriented strategy of low-cost advantage from
the 1970s to 1980s． But after these countries entering the group of middle-income stage，they abandon this strategy，rely on tech-
nological progress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transform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achiev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rea，rural area and different regional area，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middle income bracket，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motive power of economic growth，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
tion，thus ensure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finally successfully avoid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its Reasons for China and Russia in Transition Period
Xu Poling Liu Zhe( 76)

Settlement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ques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is the fundamental appeal for China and Russia to
promote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n reasons for the fluctuations in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ransition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t uses H-P filtering method to define the China and Russia's economic fluctua-
tions from 1992 to 2010，and separates three distinct stages to analyse the differenc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differences are
the absorption and the delay capacity of external shocks，which conduce to Russia's larger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China's rela-
tively steady growth． And more profound reasons are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market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dia's IT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Post-crisis Era
Zhou Dapeng( 81)

After global financial crisis，India's IT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changed． Before crisis the developing mode of In-
dian IT industry has some clear characteristics of capture-based value chain． The advantage of this mode is that it can help devel-
oping countries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quickly，and profit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How-
ever，its disadvantage is that，when facing with external shocks，since the position in the low-end level of value chain，on the one
hand，OEM producer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negative effects，and on the other hand，these producers are difficult to achieve
upgrade． In this paper，the study on Indian IT industry finds tha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and high-end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el-
ements accumulation will help industry upgrade to R＆D and brand marketing level of value ch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