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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evitable trends and paths of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wid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he state of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ionwide, and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of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current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ptions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is,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conomy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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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中国新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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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世界范围内新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路径，综合考虑全国范围内新经济

发展的态势，对新经济发展的沿革进行梳理。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对中国目前新经

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并基于此给出未来中国新经济发展

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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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新经济” 早是用来描述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主的技术变

革促进美国经济繁荣这一经济现象的。虽然学术界对美国“新经济”的定位还存在较大争议，

但“新经济”真正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它着重强调的是新技术变革对于经济增

长的带动作用。在新技术革命带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背景下，经济转型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已

经成为必然趋势，与此同时，目前中国社会的工业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也将涵盖在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和所有方面。 

目前，全球范围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关系的调整，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世界性的“新经济”发展必将被赋予更多更丰富的内涵；首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多种新兴技术聚合发展，数字化设计、可再生能源技术等将共同对产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

且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也将促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逐渐形成，世界

各国彼此的依赖性愈加强烈；而信息化的发展也将促进新技术的传播；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

坚实基础，多边贸易体系，实质上也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囊括了所有的非市场经济体系。基

于此，全球范围内的“新经济”发展已是必然趋势，世界各国更应该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

律，携手合作促进“新经济”发展，积极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大力发展“新经济”已是中国经济形式的必然要求。新常态

下，经济增速放缓，发展“新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将成为今后政府经济发展的

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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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发展，互联网产业的日益壮大，使得以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为基础科学技术

已经成为经济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新经济的身影，比如移

动支付、滴滴出行、共享单车等，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逐步适应并结合

信息技术背景下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经济发展方向，也将对新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2. 新经济概念的演进及发展 

“新经济”概念自产生并受到广泛关注以来，便伴着激烈的讨论。至此，关于新经济的内涵

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存在着很多争议。从一般层面来讲，新经济可指新的经济形态，一般来

说，社会的经济形态由当下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决定。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新经

济有着不同的内涵。 

2.1. 国外新经济概念的发展 

“新经济”概念提出伊始，该名词还主要针对美国90年代的经济增长；新经济的内涵更多的

是在经济层面。从1991年开始，持续繁荣100多个月的美国经济不仅打破了经济繁荣周期的历

史记录，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奇迹；伴随超长经济繁荣周期的还有股票市场的价格指数猛

增，经济社会低失业率，低通涨率。此时，新闻媒体上便开始出现诸如“新经济”、“新范

例”（New Paradigm）、“新模式”（New Model）等一类词汇，其核心含义是美国经济已经

到了新的历史阶段，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不复存在，通货膨胀已经消失、股市将持续繁荣。 

Carnevale（1991）对有关于新经济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首先新经济发展的现实基

础是强大的生产力、对客户需求做出的灵敏反应、产品的高性价比、灵活的是市场容量；他

还说明了信息技术对于新经济的重要性，以及新经济能够对企业管理，技术进步、社会就业

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新经济应该被用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促进经济更高效高

质的发展。 

2.2. 国内新经济概念的提出 

在2016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强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时，首次明确

提及“新经济”。李克强总理表示我们的政策应该适时从扶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就地扩能等

方面转向提升政策本身的“边际效益”让政策更多的趋向于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大力

发展‘新经济’。” 

习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讲话中指出，“世界进入经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

期”，要“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 

2.3. 国外新经济发展的沿革 

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是目前在新技术革命引发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作用下经济转型、知识经济

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经济发展的转型与变革将会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现在这种

发展在不同的国家也得到了不同的回应，在不同程度的展开；而美国一直在这过程中处于较

为领先的地位。 

美国民主党进步政策研究所1998年11月、1999年6月先后发表了美国和各州的新经济指数的报

告。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在两个世纪的历史交替阶段也经历着一场经济的转化与变革，它包

括技术上的革新、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其功能和规则的量与质的改变。大功率的个人计算机、

高速电信和因特网等也将越来越多被纳入到经济的发展与变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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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内新经济发展的沿革 

改革开放40年，杭州经济发展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14.20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12556亿元；人均 GDP 从1978年的565元，增长到2017年的134607元，折合19936美元，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近几年来，杭州的“一号工程”中，主要把信息经济、只智慧应用

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种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发展方式为杭州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也为其他城市的新经济路径探索提供的实践范例。 

杭州市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也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杭州市政府通过一系列简政放权，让

市场居于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了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除此之外，杭

州市政府还通过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让人才、资金等要素充分汇聚，从而达到资源的聚合

效应，共同推动经济发展。杭州市还将信息技术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通过一系

列帮扶优惠政策为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的经济发展氛围，共同

推进科技革命；吸引众多企业团队来到杭州，扎根杭州，推动杭州市新经济发展。（图1）。 

           
图1. 杭州新经济发展模式图 

3. 经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目前中国社会在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尤其在新经济领域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与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新经济总量指数、发展指数、竞争力分别位居世界前列，具有坚实

的发展基础和较大的发展潜力. 

从新经济的产业发展来看，虽然目前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基本实现集聚发展，

但是缺乏产业间协同推进、集成创新的有效机制，目前尚未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产业

生态化体系。现有产业链条过短，产业生态较为脆弱。产业有“集聚”无“集群”，产业协

作度较低。一是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作较少。食品、家具优势产业虽已基本实现集聚

发展，但同产业内企业横向分工协作较少，“形聚神散”特征显著。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区域

协作度不高。以现代物流产业为例，很多地区虽有较大的现代物流公路港，但未对本地家具、

食品和商贸产业形成有效产业支撑，物流业发展没有降低新都企业物流成本，没有实现生产

性服务业驱动造业转型升级发展效应。 

从新经济的创新发展来看，发展质效偏低。产业仍然以粗放发展方式为主，土地、人才、资

金等资源要素效益不高，大部分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其次，创新载体功能不优。

创新创业中心定位不精准，入驻行业较为分散；宣传推广不力，餐饮服务、停车场等功能配

套不足，没有形成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部分孵化器建设进度缓慢，造成空间资源闲置；运

营机制和扶持政策不健全，缺乏足够吸引力集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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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新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理论创新，深化新经济发展理念 

“新经济”是创新经济驱动的产物，是经济领域的新业态。我们对“新经济”产业的认知应

该不仅涵盖在“互联网+”、物联网和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新经济发展理念应该是三大产业

之间的融合发展，从而创新经济发展业态。转变重视硬资产投入的传统观念，提升辨别优质

轻资产项目的能力，学深研透新经济的发展规律、特点和趋势。要深化新经济发展认识，创

新新经济发展理念首先要营造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充分动员各种媒体广泛宣传，鼓励新经

济产业创新创造、创意研发。搭建创新发展公共平台，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

国际科技前沿，扶持布局一批发展新经济的优势企业。 

4.2.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健全要素市场体系 

培育要素市场，加快产业集聚，促进新经济的发展。要想充分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

性作用，首先就要确定一个良好的市场氛围与环境；政府应该以“有形的手”规范市场竞争

秩序，建设良好的市场环境，由此为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和基础；价格的确定与形成

应该以市场为基础，收入分配的方式与机制也应该以市场发展为导向，由此来合理的促进生

产要素的有效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对于技术发展有潜力的企业，应该以目前的城镇基础

设施为基础，加快生产要素的集聚，政府应该有序引导，合理规划；让土地资源、技术资源

等向优势企业与项目流动。 

积极发展劳动力市场，以市场就业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要拟定人才市场的发展规划，建立合理高效有序规范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在就业方

面，应该有序开展有关再就业援助的各项服务，从各方面提高公共就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其次，完善人才市场的信息系统建设，人力资源供求信息预测预报与发布目前还不及时，发

布信息目前还不便捷，信息共享难以完全形成，所以应该让各类市场尽快实现人才信息的互

联互通、信息共享。第三，对于人才的各类评价体系要有效运用，从人才的培养、评价、流

动、激励等方面促进人才发展。 

4.3.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建设经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新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放宽

准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放开市场准入，在法律红线的范围内，让各类行业与

领域的民间资本在市场中充分涌流，共同发展。 

扩大外资进驻的领域，加强服务业、农业等领域的深入开放。不仅如此，各个领域都应该以

开放的姿态不断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在各领域应该放开不同资本，包括外资的股比限制，

同时推进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对于自贸试验区，改革新区也要以宽松

的营商政策，帮助扶持企业发展，吸引外资进入，完善外商的投资环境。 

同时还要从流程方面，简化办事流程，减少办理时限。对于政务的信息要加强整合，目前国

家数据的交换共享平台还亟待建设，因此还应该扩展数据共享范围，促进数据供需对接。同

时也要强化监管效力，有效监管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公平有序是监管的基础，

创新是监管的新导向，因此要创新监管方式与手段，提高监管的效率效能，完善监管审查的

流程与机制，进一步形成新经济发展的监管合力，为全社会的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竞争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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