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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变化及策略研究
张振翼，张立艺，武玙璠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与产业发展部，北京 100045）

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
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研究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提出发展应对策略，成为我国新兴产业亟需解决
的问题。本文梳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采用主因素研究方法，从新兴技术、新兴需求、国际环境、国内生态的角度
预测分析了产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变化。研究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十四五”将是产业
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全球新兴科技爆发，国际环境深度调整，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伴生新需求，将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为此提出建议，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后续政策设计、国家“十四五”规划制定过程中，合
理调整发展领域、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完善发展环境、优化产业布局，促使产业发展适应新的宏观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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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represent the direction for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s well
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y are key areas for China to implemen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foster new momentum for
development, and gain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face major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s in the future has become urgent need for China’s emerging industrie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adopts 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 to predict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fac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new need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domestic ecology.
Studies show that the role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d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ill be an important period of opportunitie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emerging technologies
are expected to boom worldwid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ill undergo a profound adjustment. All these changes will pos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u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adapt to the new
macro situation, we propose that China should rationally adjust the development areas, strengthen its innovation capacit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layout, in the follow-up policy design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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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新能源、新
能源汽车和数字创意 8 个重点产业，涉及人工智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能（AI）、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第五代移动

变革的方向，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

通信（5G）、基因检测、生物育种、增材制造等多

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战

项新兴技术，以及智能终端、智能机器人、智能

略性新兴产业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已经取得诸多成

电网、航空发动机、燃料电池、网络直播等多种

就，但着眼于未来，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发展需

产品和服务。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
家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的重大安排 [7]。战略性新

求将更为紧迫，发展挑战将更显严峻。
相关学术研究聚焦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状发

兴产业涉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

展和内容调整，研究成果表现为三方面：①围绕产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最为集中的领域，也是

业重点领域选择问题，构建战略效应预测模型，指
导产业结构调整及优选 [1]。②围绕产业创新能力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支撑、推动实现经济高

和产业布局问题，针对性构建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研究认为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偏弱，区域发展不平
衡问题凸显，部分地区存在创新短板，
“胡焕庸线”
两侧差距明显 [2]，需要根据区域特征推行差异化

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始终保持着较高
增速。2015—2018 年，工业部分增加值年均增速
达到 10.1%，高于同期全国整体水平的 30% 以上；

的政策。③针对产业环境营造问题，研究认为产业

服务业部分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达到 15.7%，高于同
期全国整体水平的 20% 以上。截至 2018 年，战略

仍处于生命周期的萌芽阶段，积极营造市场环境和
培育市场需求是当务之急 [3]；应致力于构建产业

性新兴产业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
经超过 10%，“五大领域”的重点行业主营业务收

顶层设计和治理框架，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以应对

入分别达到 7.9 万亿元、2.8 万亿元、1.7 万亿元、
1.8 万亿元和 0.7 万亿元 [8]。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伴生的各类风险，走好高质量发
展路径 [4,5]；此外，产业政策碎片化、选择性政策
与功能性政策不协调、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依然不同程度存在 [6]。
应对需求、延续现状，本文主要开展“十四五”

物产业成为规模最大、创新密集度最高的两大产业，
而数字创意则是最具活力的新生力量。
目前，国家进一步提出了优先培育和大力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产业体系新支柱的现实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环 境 变 化 的 课 题 研 究。 以

目标。“十四五”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

“十四五”产业政策设计为研究切入点，总结产业

时期，应抢抓机遇、超前研判，准确分析相关产

发展现状，分析产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变化，梳理

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科学预测环境变化带来的

产业发展挑战与机遇，并据此提出“十四五”产业

潜在重大影响。

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2010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三、“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变
化分析
世界科技发展步入新阶段，国际环境继续深度

新兴产业的决定》首次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

调整，未来 5 年是我国进入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关

将其特征表述为：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

键时期。发展环境的诸多变化，将对战略性新兴产

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

业的走势产生潜在的重大影响，应深刻探讨以有效

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

应对新挑战。

潜力大、综合效益好。2016 年，《“十三五”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具体内涵， （一）新兴科技突破带来新动力
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重大突破的

和数字创意五大领域，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临界状态，前沿技术呈现集中突破态势，全面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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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的链式发展局面正在形成。众多颠覆性技术创新快
速扩散，促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多个方向快速发展，
并对传统产业产生全面冲击 [9]。这些技术主要包

全球技术驱动型独角兽企业概况

领域
新一代信息技术

数量/个

总估值/亿元

106

15 710

括：信息科技、生命健康、能源、新材料、先进制

生物技术

45

7720

造、深空深海深地探测等 [10]。从具体产业发展的

绿色技术

25

3390

先进制造技术

7

1970

新空间拓展技术

3

2770

角度看，全球独角兽企业因其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
动力而成为观察新产业、新技术突破的独特窗口，
预计在未来产业发展中将起到更大作用。相关技术
群主要包括 5 类（见表 1）。

注：数据来源为《2019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存发展空间的热潮。

1. 新一代信息技术
目前 AI、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领域依

（二）国际发展环境构成新挑战

然是技术与应用创新的热点，而量子信息、5G、物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处于国际金融危

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也在加快发展与普及。这

机后的深度调整阶段。经济增长减速带来的各类压

一系列新技术互为支撑、群体演变、加速突破，带

力逐步释放，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变，各类动

来巨大产业增量，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新一代
的通用技术，引领数字经济新范式的到来 [11]。信

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为新兴产业发展带来诸多
挑战。

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为战略性新

1. 全球产业合作格局面临重构

兴产业发展的基点。

国际分工体系正在调整，行业价值链体系更

2. 生物技术

多地向研发和创新倾斜，要素价格在国际竞争中

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

的重要性正在持续削弱。随着传统成本型竞争优

技术从更为底层的角度解释生命的本质，为解决人

势的逐渐消退，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国际竞

类面临的健康、环境、能源、食物等诸多挑战提供

争正从错位竞争转向正面竞争。长期以来我国战

了更高效、更低廉、更环保的方案选项。在生物产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依托的全球化带来的技术扩

业内部，以新药创制、基因技术应用服务、新型医

散红利将显著弱化，这对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出

疗器械制造、生物农业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点不断涌

了迫切要求。

现并趋于成熟。
3. 绿色技术
分布式发电、新型储能、能源互联网、高效燃

2. 国际竞争态势趋于激烈
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都在加紧布局战略
性新兴产业。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出“先

料电池等技术正在推动能源革命，核能、太阳能、

进制造伙伴计划”等措施，德国推出“工业 4.0”

风能、氢能等新型能源应用比例不断提升，汽车、

战略，日本推行“第四次工业革命”计划，我国

轨道交通等领域的动力结构转型不断优化，低碳、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形成一定规

清洁、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模。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为维护现有产业链优

4. 先进制造技术

势、保证未来竞争地位，必然在技术转移、跨国

机器人、增材制造、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等

投资等方面加大规制性措施的实施力度，使得我国

技术正在全面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

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的国际发展环境趋于恶化。

化转型，以超材料、微纳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也为

3. 国际治理体系尚不完善

制造业创新提供了源头支撑。这些都是新兴产业未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兴事物，其发展对现行

来创新发展的动力来源。

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诸多挑战。在互联网平台企业

5. 新空间拓展技术

的垄断认定、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新型生物技术的

面向深空、深海、深地的探测技术取得重大

伦理挑战、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等方面，规制规则

突破，使得太空、海洋、地球深部等新兴空间的

大多落后于技术的发展，且全球缺乏统一认定规则，

开发利用走向成熟，驱动了新兴产业拓展人类生

各国处理方式差异极大。这些规制问题成为新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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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业未来发展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布局情况

领域

（三）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整体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推动经济发

数量/个

AI

4

集成电路

5

新型显示器

3

下一代信息网络

3

信息技术服务

7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过程中主要面

网络安全

1

临以下三方面的变化。

生物医药

17

1. 创新阶段发生变化

节能环保

3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期采用引进、消化、吸

先进结构材料

5

收、再创新的发展路径。例如，在国外成熟技术的

新型功能材料

9

智能制造

7

轨道交通装备

2

基础上，国内互联网产业较多开展应用模式创新，
生物医药产业中的仿制药数量占到绝对多数。随着
国内技术水平稳步提高、技术代差快速缩小，战略

性新兴产业必须向基础型创新、引领性创新转型， （四）美好生活需要产生新需求
重视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快实施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

键共性、前沿引领、现代工程和颠覆性等技术集群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的创新突破。

成为主要矛盾。美好生活新需求重点体现在教育、

2. 市场结构发生变化

医疗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和旅游、体育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内需对产品

等社会服务领域，亟待运用新技术，以更高效率、

和服务的质量要求在快速提升，且相较于国际先

更好质量满足新兴需求。另外，新兴需求是战略性

进水平的距离在快速缩小。需求的结构性变化，

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牵引力，以数字文化、数字教

使得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光伏组件）曾经长

育、数字医疗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正在

期持续的技术、市场“两头在外”的状况不复存在。

不断涌现。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跨界融合，促进

“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应更加注重
发挥强大国内市场的作用，运用好工业体系相对
完整、居民消费增长迅速、发展空间极具纵深的
比较优势 [12]。

社会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
同化。
教育需求加速向全民学习、终身学习转化。需
要利用“互联网 +”“AI +”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

3. 产业布局发生变化

育体系，增强教育资源的全面性、可得性与针对性，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

为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奠定技术基础。

角洲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跨区域协

康养需求对高效化、精准化提出更高要求。需

调发展战略，赋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使命，对

要发展劳动力替代及增强技术，通过 AI、服务机器

应提出新的产业布局要求。另外，随着产业规模的

人等新技术、新设备大幅提高供给效率。还要提高

快速扩大，产业布局政策关注点的层级也应匹配调

老年服务科技化水平，利用精准医学、智慧社区等

整，不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具体的产业项目，而是

技术手段大幅提高供给质量。

重点转向区域集群建设。2019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

文化和旅游需求展现更加鲜明的时代性需求。

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

数字化技术手段，如内容呈现方式、渠道传播方式、

集群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名单，涉及 22 个省市自

供需交流互动方式等，正在全面变革文化和旅游产

治区的 66 个集群（见表 2）。通过在重点领域推动

发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重点集群的发展，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

也是真实、立体、全面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环节。

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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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需求进入融合创新发展新阶段。改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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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体验需要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持续加强大数据、

智能化、共享化、互联化等，体现领域的多技术

物联网、生物监测等新技术在体育产业中的实践

融合发展趋势。

与融合。“互联网 + 体育”能够推动体育产业与其
他产业融合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实现产业链条
延伸。

（二）加强产业创新能力建设
为了应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内外部环境变化
带来的重大挑战与机遇，建议结合产业发展基础和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议

新时期发展需求，从以下三方面出发，注重统筹推
进，以创新来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变化的预测分

一是“补短板”。国际竞争形势不断变化，应

析，结合基本国情和产业现状，本研究提出以下

当高度重视我国相关产业链条中的核心短板问题，

四方面的加强或调整建议，期望在促进产业发展更

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来保障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

加适应时代需求的同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设
计、“十四五”规划制定等提供理论借鉴。

“十四五”时期针对集成电路生产基础工艺与核心
设备、高端功能材料等重点方向，发挥新型举国体
制优势，加大投入力度，集中攻关予以突破。

（一）调整产业发展领域
“十三五”时期，相关领域的新兴产业发展重

二是“促长板”。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内经济
发展方式转型、国际产业竞争力提升方面可发挥积

点集中在重大装备领域，但随着技术的演进发展，

极作用，应加快形成能够在国际产业链体系中拥有

这些新发展空间的各类资源将得到进一步的有效
利用，相关的新兴产品与服务不断涌现，仅从装

制衡能力的重点“长板”。“十四五”时期重点选取
5G、AI、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具备一定竞争实力

备角度考虑已存在明显不足。建议“十四五”时

的领域，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体现行

期将航空、航天、海洋等新发展空间领域整合为

业引领能力的产业标准与认证体系。

新的一级领域，具体内容既要包括原来已实施的

三是“强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其长期

“大飞机”等重大装备研制，还要纳入海洋新兴资

战略性，唯有打牢产业基础能力、促进产业市场可

源开采、新型天基服务等新增部分，充分体现领

持续发展，其中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是产业发展的

域发展的新进展。

关键。“十四五”时期保持新材料、量子信息、可

“十三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仅在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数字创意领域涉及了信息服务、文化和

控核聚变等重点领域和技术方向的稳定投入，持续
积累产业长远发展的技术基础。

设计等服务业领域。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人民群众
需求结构的转型，体育、旅游、教育、养老等多

（三）完善产业发展环境

类社会服务业的重要程度不断上升，且与新兴技

“十四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术融合发展的空间巨大。建议“十四五”时期将

核心在于营造与当前产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发展环

原一级领域数字创意的内涵进一步向社会服务业

境，通过建立良好的产业生态来鼓励和保障创新。

领域拓展。除现有的数字文化、数字设计等领域，

一是创建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宏观环

还应将与人民美好生活有关的重要社会服务业纳

境。深化创新体制改革，破除不利于创新的各类制

入其中。

度性障碍，加快突破新药审批、空域管理、数字产

随着各类新兴科技的加快突破，多种技术融

权确权等长期困扰产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积极推行

合发展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常态。汽车产业目前

敏捷治理、参与式治理，形成包容审慎的适应性监

已经成为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绿色技术融

管体系。

合发展的领域，在此背景下，“十三五”时期的新

二是推进资源引导工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能源汽车产业仅仅从绿色技术角度描述未来的汽

展离不开资源投入。在基础研究等市场失灵领域进

车产业已经有所不足。建议“十四五”时期将新

一步加大政府投入，争取形成颠覆性突破，保障新

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如电动化、

兴产业战略性作用的持续发挥。进一步实施创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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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减税降费工作，利用金融等市场化手段引导社

模式等方面，仍有着诸多学术问题有待深化研究。

会资源向创新领域集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兴

鉴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巨大价值和创新特质，相关

领域提供充足支撑。

研究应获得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务实推动，以期

三是实行以开放促进发展的相关工作。“引进
来”与“走出去”并重，力求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体系提供新的理论
依据。

与全球创新体系的同步发展。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创新政策体系，鼓励各类创
新要素合理流动，为企业引入全球创新资源，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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