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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产业结构国际比较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G.Clark）研究得出经济发展

与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转移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库兹

涅茨（S.S.Kuzenets）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

长之间内部规律，即经济增长带来农业GDP和劳动力比重下

降、工业和服务业GDP和劳动力相对比重上升；德国经济学

家霍夫曼（W.G.Hoffmann）用霍夫曼系数将工业化进程划分

成四个阶段；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B.Chenery）经过对大

量统计数据分析，提出了“标准产业结构模型”。美国经济

学家罗斯托（W.Rostow）提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即从传统

社会到科技推动农业发展，“起飞”阶段工业主导，成熟阶

段的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变化，到工业高度发达的高额大众消

费阶段。

同时，比较经济学将工业化分为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

化阶段，在工业化阶段中，第二产业所占较大的比重，GDP

的增长水平较高，而到了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占较大的

比重，一般会达到70%-80%左右，GDP的增长速度相对会下

降，目前发达国家的GDP的增速在2%-3%左右。

GDP产业结构国际间比较（2016年）

农业 工业 第三产业
中国 8.6% 39.8% 51.6%
美国 0.9% 17.3% 81.8%
日本 1.2% 26.8% 72%
英国 0.7% 19.4% 79.9%
德国 0.6% 30.5% 68.9%

新加坡 0% 25.3% 74.7%
印度 17.35% 28.85% 53.8%
韩国 2.1% 38.7% 59.2%

数据来源：国外官方统计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tjgz/wzlj/gwtjw/201311/t20131104_452221.html

从表中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西欧发达国家是倒金字塔型

结构，这种结构第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最大、第二

产业其次、第一次产业最小、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

也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或者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相

比之下，中国的经济主要靠的是投资拉动，第二产业高速增

长，发展偏向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建筑业，各产业之间发

展相对不均衡，这种经济增长早期是以牺牲农业和第三产业

为代价的，虽然农业和第三产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较快的发

展，但产业结构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

数据来源：http://www.bea.gov/

从上表可以看出，美国2008-2016年过去九年的期望

值：农牧林渔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为1.12%，制造能源建筑

业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为18.32%，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

比重为80.53%，美国由于农业生产率极高，2016年其农业人

口只占总劳动力的1.6%，第二产业人员(工人)占18.4%, 第三

产业人员占79.9%。先进的技术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

量，诸如宇航防务，信息技术，生物制药居全球之首。

相比较之下，中国2008-2016年过去九年的期望值：农

牧林渔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36%，制造能源建筑业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4.3%，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46.33%，中国2016年农业人口占总劳动力的27.7%，第二

产业人员占28.8%，第三产业人员占43.5%。这显示中国的产

业结构中虽然第三产业有了高速的发展，但仍然无法撼动第

二产业的重要地位，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阶段逐步向后工业

化过渡阶段。

二、中国三次产业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行的过程，在1978年以

前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计划性和人为性压制服务业和农

业导致经济发展失衡，1978年以后，产业结构开始调整，并

逐步趋于合理，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重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工业

份额达到了霍夫曼模式中的工业化后期阶段。但长期重视发

展重工业（属资本密集型产业）违背了当时的比较优势，带

来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缺乏技术支撑、产业附加值较低、产

业竞争力低下等一系列问题。

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虽然仍

比较高，总体呈现稳中有小幅攀升，基本平稳；这说明第二

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91年至

1999年，第二产业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41.1%上升至45.5%，

从2000年至2017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40%-45%

左右，中间除了有个别年份增长过快，总体趋势较为平稳，

这表明我国第二产业趋向于平缓发展，这有利于产业结构之

间的协调发展。

1978年至90年代初期，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仍占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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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

摘要：经济的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动，本文通过中国与发达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国际间的横向比较，同时纵向

比较中国产业结构自1978年至2017年以来的历史变动情况，找出我国产业结构及发展存在的特点及问题，对产业

结构调整及产业优化发展的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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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第一产业 1.1% 1% 1.1% 1.3% 1.1% 1.35% 1.2% 1% 0.9%

第二产业 19.4% 18.1% 18% 18.4% 18.5% 18.6% 18.7% 17.9% 17.3%

第三产业 79.5% 80.9% 80.9% 80.3% 80.4% 80.1% 80.1% 81.1%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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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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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比例，从1978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7%先升至1982年

32.8%再小幅回落至1985年27.9%，此后至1990年农业占GDP

的比重保持在26%-27%之间，除个别年份有小幅回落，总

体保持平稳趋势。这与政府在1978年后认识到重工业发展过

快，削弱的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并开始逐步调整政策，

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很大关系。而且，第一产业的增长缓解了

第二产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原材料需求的压力，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产业不均衡的结构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

90年代以来，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快速下降，第一产业增

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26.6%下降至1999年的16.1%，

下降了10.5个百分点；而且自2000年以来，一次产业的比重还

在下降，至201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下降至

7.9%。第一产业比率的下降，除了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农业生

产率的快速增长、产业失衡的积弊影响有关外，农村大量劳动

力流入城市也导致农业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增长水平。

第三产业在1978年至1984年间，总体水平稳定，个别年

份有所增加，但自1985年后迅速增长，从1985年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29.4%跃升至1992年的35.6%。这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

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旅游、教

育、文化各个方面的需求激增，从而推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

展。在1991-2002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8.9%，略

低于同期GDP增速9.7%。2000年以来，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39.8%持续上升至2017年的51.6%，第三产

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比重大大提高，这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发

展总体上正处于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的时期。

三、我国三次产业发展的特点

从上表资料和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三次产业的发展

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产业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劳动力流失，增长

速度受限，90年代平均增长速度为4.2%，2001-2017年第一

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1%；第二产业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

力军，在1990-2000年间，它的增长率为9.5%，高于GDP的增

长速度；2001-2017年，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2%，

高于同期GDP平均增长速度9.7%。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的

投资大幅度增长，形势很好。2001-2017年第三产业平均增长

速度为10.1%，高于同期GDP平均增长速度9.7%。与此同时，

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2016年占

GDP的51.6%），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2016年美国比重为81.8%，英国为79.9%，巴西为72%)。大

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降低资源消耗，减少运量，改善人民生

活，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都有极大的好处。把发展第三产

业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考虑，对它实行倾斜政策。

第二，产业结构演变是各产业不同增长速度造成的结

果，直至20世纪，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才为8.9%，这

个比重仍然落后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的平均比

重。 而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以及租赁及商务服务业、房地

产占主导地位，以科技为主导的信息技术高端服务业并未发

展成龙头产业。而第二产业中除了传统的低端制造业外，建

筑业仍占居主导地位。

第三，我国GDP的增速显著高于相对于后工业阶段发

达国家GDP的增速，是由于第二产业相对密集型资本投资拉

动的；虽然三次产业在结构上逐步趋于合理，但较发达国家

依托高科技、高效率的农业，高度发展的高端制造业和以知

识、科技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发展还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1）由于我国产业增长长期以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

的粗放型模式为主，生产效率和效益都极其低下，所以必须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主导产业的带头

作用，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优势，发展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的产业，同时注意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此过程中，政

府因地制宜的制定积极的政策，鼓励相关产业发展，以保证全

国和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变

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优化要素配置，重点是培育先进的

生产力，用先进的科技和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解决资源、环

境、产业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农业是具有战略性地位的传统产业，与中国相比

的美国，农业几乎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农业人口大部分

都转变为城市人口，只有少量的农场主管理大片土地，生产

效率极高。而中国农业还是以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为主，而农

业又是制约工业发展的“瓶颈性因素”，所以农业增长对

我国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20世纪以

来，中央制定了各种政策大力鼓励农业的发展，除了减免农

业税之外，还应该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技

术知识，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让农业

生产与基础加工业和深加工业相结合，在延长农业生产价值

链的同时增加了农业产出的所带来的财富。

（3）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

展。发展第三产业并不是脱离了传统的制造业和农业，大力

推动农业科技化和效率化，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改变传统

的低附加的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实现高

端制造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和转化。

（4）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在第三产业中影响

力不断加强，美国经济学家波拉特研究发现美国在近100年间

产业发展变动中发现农业下降显著，服务业递增缓慢而信息业

上升较为迅速。将信息产业与工业、农业和其它第三产业相融

合，推动产业内部信息化、智慧化发展，提高产业技术内涵，

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实现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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