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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中日韩三国在其经济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经济发展模

式,而正是由于恰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创造了一个个亚洲奇迹。本文在

对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其经济绩效的分析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其

经济发展模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而得到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中的一般性

框架。
关键词:经济发展模式 绩效 比较

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和基础的

经济发展基本特点的概括和总结,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
经济增长模式有多种,每种模式各有其适应土壤和成长环境,怎样结合一国所

面对的特有的国内外情况选择相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作为后发优势国家,中日韩三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经济发展均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发展模式,并且都对其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中日韩三国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其中也有不少教训,对其进行认真比较和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

启迪。

一、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界就对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快

速增长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何种理论导致东亚奇迹的产

生,是否存在一种 “东亚模式”。对于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大多

数学者都是从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入手,如以日本或韩国的经济发展模

式为分析对象,指出其特定的发展模式的选择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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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意义。日本学者长谷川启之 (1992)分

析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社会类型和 “日本模式”(以日本为重心的亚洲新兴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指出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还应考虑非经济方面的因素,如社会文化。稻盛和夫

(2005)以日本京瓷公司的发展为主线,梳理的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对

日本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和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从日

本的发展经验角度对中国给予肯定并指出中日合作的重要性。刘贵鹏 (2009)
对日本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经济职能

的运行提出建议。田丰伦 (2007)从日本的经济体制、金融体制、贸易政策和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入手,评析了日本经济发展模式,指出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

的引擎,其成功的发展模式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借鉴意义。邱曼萍,陈洪

斌 (1998)对日本和美国5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两国的

经济发展中的两种经济增长模式———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这两种模式在不同

时期和不同国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并且指出我国应借鉴世界先进的技术

和组织制度来确定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李明勋、李东学等 (1997)分析了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指出韩国经

济奇迹的创造得益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对韩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

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金承男 (1999)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韩国的经济发展模

式进行了反思,认为韩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用曾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

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指出了韩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亟待调整

和转变。吴金园 (2009)在分析总结1960年以来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提出了建议。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者多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出发分析经济发展模式,

如以日本或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分析对象,指出其特定的发展模式的选择对

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进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意义。学

者们没有从多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出发衡量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相似性

和差异性提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一般性框架。本文正是在这一研究空白的

基础上,从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对比入手,对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模式

和经济绩效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进而得出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

有益指导。

二、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经济得到快速恢复。日韩两国经过了50年

671

亚洲问题研究论丛



代和60年代的恢复,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韩国也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中国更是通过经济改革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具

活力的市场。中日韩三国强劲的经济发展备受瞩目,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区

域。而这都与各国适当的经济发展模式密不可分。由于不同的经济基础、社会

环境和制度环境,中日韩三国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均对其经济

发展产成了不同的效果。
(一)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

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曾被誉为创造了 “亚洲奇迹”,堪称各个国家在本国

经济发展中的一块模板。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1956~197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2%,这也被认为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最

激动人心的经验。

1.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

经济学家刘易斯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

济进步的。”日本经济的成功,政府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20世纪50年

代中期的日本经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三流地位。1955年,日本的国

民生产总值仅为24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5。1956年,日本政府制订了

《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当时的池田勇

人内阁制订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使得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

10年间 (到1970年时)增加了1倍,并出现了1965~1970年间平均增长率

为17.2%的经济繁荣时期。进入80年代,日本政府又提出了 “科技立国”的

口号,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据具体情况制

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和动向。

2.分阶段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

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日本的产业

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目标制定一定时期内可

以达到的理想产业结构。在二战后的恢复期,采用倾斜性产业政策,主要内容

是以恢复战后疲软的经济为目的,以钢铁、煤炭、电力、造船 “四大产业”为

重点。高速发展时期实行充实基础产业和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一方面进一步

发展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同时逐步将产业结构重点向重化学工业转变以消

除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增强国际竞争力。经济稳定增长阶段,产

业结构演进重点主要集中于调整能源及资源结构,由高能耗的资本密集型向低

能耗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经济萧条阶段产业结构的重点在于实现经济的全

面复苏,产业结构由技术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迈进。

3.依赖外部市场的外向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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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与其恰当的贸易战略选择息息相关。二战后初期,日

本几乎成一片废墟,但是日本政府准确的采取了 “倾斜生产方式”和推行 “道
奇方针”,加之美国侵朝战争的特许采购等发展机遇,对外贸易在二战后不久

就显示出旺盛的增长势头。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已基本上完成了恢复国

民经济的任务,而对外贸易又功不可没。由于日本资源奇缺,从50年代开始,
日本就确立了 “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积极发展加

工业,大力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

4.重视技术引进与技术研发

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中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技术引进与技术研发。二

战后日本迅速建立起新的科技体制,完善科技立法,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实

现经济快速发展。首先,日本通过大规模引进技术,在1955~1970年间几乎

掌握了全世界半个世纪中发明的全部先进技术 (董敏杰,2007)。日本花了60
亿美元引进这些先进技术,而国外从研制到投入生产则要花费1800亿到2000
亿美元。其次,日本对引进的技术采取 “反求工程”,对引进的国外产品、设

备进行全面的解剖和分析,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与创新,研

制出具有本国特色的产品、设备,最终使日本工业技术迅速赶超欧美,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
(二)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由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为一个

新兴工业化国家,1962~1996年间以平均8.2%的增长速度,在较短的30多

年时间内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300年的历程,突破了传统的发展模式,
创造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 “汉江奇迹”。

1.政府调控经济发展体制

韩国的产业政策、政企、银企的关系实际上是日本的翻版。韩国的经济发

展模式,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政府全面介入社会经济的发展,触及社会经济

发展的各个角落,并参与具体的经济建设。20世纪60年代,韩国工业刚刚起

步,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市场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民间资本欠缺,缺乏有市

场开拓力的财阀,因此只能依靠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集中力量发展经

济。韩国政府从1962年起进行五年计划,对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设定合理的

目标,通过制定一系列战略和政策对经济运行直接具体干预,不仅通过经济开

发计划、发展战略及产业政策引导经济运行,而且还积极运用行政和法律、经

济杠杆等手段管理和影响企业。在政府主导下将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有效地结

合起来,保证了韩国资源分配的方向和实效,促进了重点产业和国民经济持续

稳定的发展。

871

亚洲问题研究论丛



2.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韩国国内市场相对较小,且严重缺乏自然资源,难以有效地实现规模经

济。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其有效支撑。

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开始转向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便充

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提升。韩国

的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在韩国缺乏资本、资源和技术以及市场狭小

的实际情况下通过大量吸收外贸和国外先进技术,进口所需设备和原料,以出

口贸易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推动工业化进程。从具体的阶段来看,20
世纪70年代,韩国通过积极实施 “出口第一”战略,扩大了出口,使韩国经

济得以急剧发展。20世纪80年代,韩国继续推行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战略,
通过增大规模经济来提高效率。到了90年代后期,韩国对进口的管制有所放

松,但出口仍然是韩国经济发展一直坚持的重要发展战略。

3.适时调整产业结构

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另一个成功的做法就是适时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韩国根据自身的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及时捕

捉并积极利用各个时期国际上产业结构变动的有利机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增长。20世纪60年代,韩国及时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

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机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这使得韩国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进入70年代后期,
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贸易保护加强,韩国轻纺产品出口受阻。而

此时,韩国又恰当地利用了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的机遇,开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重化工业。
到了80年代,韩国并没有一味的坚持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高增长方式,而

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提出了 “科技立国”的口号,将经济发展重心转移至技

术密集型产业,迅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4.重视引进外资和技术

资本积累过程中的 “海外依存型”发展模式是韩国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选

择。外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有效地缓解了韩国国内储蓄和投资财源

不足的问题,充当了资本积累,成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促进要因。特别是在

资本边际收益较高的六七十年代,外资对韩国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也较高。外资

的引入不仅弥补了韩国资本的不足,而且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韩国一向重

视技术引进,更重视引进后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其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

再创新的资金投入比高达1∶8,甚至超过世界模仿创新王国日本。韩国企业

长期不懈坚持技术创新这一路径,国际竞争力不断积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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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探索中走过了60年,历经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

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人振奋的成绩,1978~2008年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9.05%,
即使在2008年世界各国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我国GDP增幅也达到

9.6%,这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模式的优越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在改革开

放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不断形成的。因此,本文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

始于改革开放。

1.有效发挥国家主导的作用

世界银行1993年10月一篇题为 《东亚奇迹》的报告中提出的 “东亚模

式”这一概念,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由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是通过政府主导改革而建立的,中国的经

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的。这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

培育程度、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是不可避免的。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进行

“五年计划”,每一阶段政府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进行调整,制定切实

可行的政策措施把握经济发展动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

速发展,这其中政府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是广泛的,政府的新型角色是含盖

多方面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也是比较大的。政府积极推动国家体制改革,
积极培育多元利益主体,实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

2.以加工贸易参与全球分工的外向型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最独特的体现就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基础,以大

力发展外贸为手段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形成一种世界工厂的模式。20世

纪70年代,国际贸易分工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终产品的竞争转变为

生产要素的竞争。跨国公司开始专注核心环节,如研发、设计、品牌及销售,
而将低附加值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正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通

过政府推动,以廉价的劳动力为基础,以价值链中加工环节参与全球市场竞

争,使得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3.吸引外资与引进技术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日本、NIEs以及欧美等地引入了大量资本以期弥

补资金缺口和技术缺口,加快本国本业化进程。中国吸引外资流入通常与丰裕

要素,如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材料等相结合,在短时间内形成了较大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的

改革开放,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始终与技术引

进相结合。外资的进入带来了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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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韩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分析

(一)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与日本经济

(1)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奇迹,使日本从1955年

开始进入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日本保持了年均约10%的高速

增长,其后只是在石油危机后的1974年出现过负增长,而1973~1991年日本

仍保持了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长期的经济增长,使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

地位不断上升,80年代末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91年

人均GNP首次超过美国 (22550美元)达到27326美元。
(2)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十分注重对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每一次经济发展

的深刻变化均对应更加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合理的产业战略下,日本的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二战后恢复阶段,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纺织

工业成为制造业的中心,如1946年和1951年,纺织工业在制造业中比重达到

23.9%和29.1%,居第一位。日本经济由恢复阶段向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产

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转变,钢铁、电力、造船、机械制造、石油精炼等新兴重

化工业成为制造业中心,其产值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由1951年的48%上升到

1970年的70%,而跃居第一。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稳定增长阶段转变,产

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在泡沫经济和萧条时期,信息产业增长速度明

显高于其他产业,产业结构由技术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演进,产业结

构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
(3)日本的 “贸易立国”战略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起到不可小觑

的经济绩效。日本资源奇缺,“贸易立国”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于利用一切条件

和权利去扩大出口,最大限度地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装备和自然资源。

1956~1973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口额由25亿美元增长到370.2亿美

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7.8%。随后,日本的出口受到石油冲击的影响,但是

这一时期 (1973~1985年)日本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2% (Balassa
andNoland,1988),这远远高于美国的19%,意大利和法国的24%以及英国

的9%。而正是这一时期日本由一个贸易小国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出口

国。另外,日本的 “贸易立国”战略在资本积累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4)日本的重视技术引进和技术研发发展体制使日本迅速建立起高技术基

础上的大规模生产体制,同时在进口先进设备和扩大生产能力过程中实现了价

格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日本的技术引进伴随着 “投资引致投资”,通过大规

模的技术设备更新,使具有最先进的设备和生产技术建成电子、电机、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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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纤维、石油化工及合成树脂六大新兴产业部门,实现了汽车、家用电器及

石油化学产品的批量生产,确立了国内现代化的生产体系,生产技术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许多日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赶上甚至

超过欧美国家同类企业。
随着日本赶超时代的结束,后发效应逐步消失,而这期间日本尚未形成自

主开拓发展能力,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泡沫经济破灭,其经济发展模式也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经济体制效率低下。二战后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创造了 “东亚奇迹”,

也使日本迅速成为经济大国。但随着赶超阶段的终结,日本政府对经济的过度

干预以及违背市场经济规则的弊端暴露无遗。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源配置扭

曲,生产要素从高效产业向低效产业转移。二是寻租活动十分猖獗,经济生活

中交易费用上升,阻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国内消费严重不足。由于生产

率低的国内产业生产成本高、产品价格高,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2)经济过渡依赖国外需求,国际经济摩擦不断。在内需难以启动的情况

下,日本大量的生产能力只能通过外需,特别是美国的需求加以消耗。这极易

引发贸易摩擦。日美贸易摩擦领域以纤维产品拉开序幕,逐渐从钢铁、大米等

低级产品向汽车、航空材料、电信等高级产品扩大。
(二)韩国经济发展模式与韩国经济

(1)韩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强干预是经济发展模式中鲜明的特色。政府通

过加强和晚上经济立法,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与产业政策,制定外向经经济发展

战略,扶持大企业集团等手段创造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 “汉江奇迹”。如在

政府政策主导下,1971~1979年间,韩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1%以上的高速增

长,创造了同期世界各经济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扩大了5.5
倍,由95亿美元增长到614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4.8倍,由

288美元增至1662美元。出口年均增长率近40%,从10.68亿美元猛增至

150.6亿美元。1995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037
美元。1996年则成为了世界 “富国俱乐部”OECD的第29个成员。韩国用30
年实现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跨进世界发达经济体门槛的巨变,将规模速度

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了极致。
(2)韩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突破了国内市场容量的限制,也消

除了国内供给市场的局限,实现了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加速了经济增长。
从贸易量来看,1950年韩国的出口仅为2300万美元,而1963年出口总额就

突破了1亿美元,到了1977年又突破了100亿美元。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
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实现了名副其实的经济起飞。到了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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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出口贸易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8年,韩国的出口总额达到4220亿

美元,成为世界第九大出口国家。从经济发展来看,在韩国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的指引下,GNP年均增长率在一五期间就达到了8.5%,在之后的各个五年

计划中,除石油危机对经济增长造成短暂的影响外,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的发展

态势。
(3)韩国经济发展模式中也十分重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在经济发

展的各个阶段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在经济恢复和重建时期 (1954~1961年),产业结构基本

上是农、林、牧、副的农业为主体,轻纺和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替代和产品加工

为辅的态势,民族工业和基础工业十分落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工业化时期

(1962~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的比重从36.2%下降到28.9%,工矿

业从16.5%上升到22.8%,特别是机器、电子、家用电器、有机化学等新兴

产业相继建立和发展,从而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在重化工业发展时期

(1972~1979年),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矿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

比重上升到33%,超过了农业的24%。在经济转型时期 (80年代后),韩国

将产业结构转向机械、运输工业和通讯等资本密集型工业,同时重点发展计算

机、半导体、电子、光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4)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发展模式可谓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在

经济发展中,韩国选择了借外资—引进技术—出口导向—创汇还债—促进经济

发展的道路。韩国技术引进到模仿创造再到创新的发展中,最显著的成效表现

在其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20世纪60年代,韩国出口产品为纺织品、服装、
玩具和胶合板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到了70年代,船舶、钢铁、机械等重化工

业产品成为出口的中坚力量。80年代则以汽车、家电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导。90年代出口产品发展成为半导体、计算机通信等IT产品。这40多年的

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背后浓缩的正是科技的进步。目前,韩国技术竞争力世界

第六,科学竞争力世界第七,韩国正是依靠技术提升高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业

的世界地位。
韩国的 “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外资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优劣同在、

长短互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出现了一种 “韩国病”,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增

长和发展。
(1)对外收支逆差逐年增多

韩国经济自1962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多数年份都是在国际收支

逆差基础上实现的高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逆差状况逐年恶化。1994
年逆差为45.3亿美元,1995年达到89亿美元,到了1996年猛增到230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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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这是空前的 (金承男,1997)。
(2)外汇储备不足,外债结构失衡

长期以来,韩国依赖高外债、高投资,保持经济高增长,外债结构失衡,
短期外债比例过高。同时,外汇储备长期严重不足,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弱,
回旋余地小。

(3)产业发展极度不均,两极化现象严重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第一产业却出现严重的经济萎缩。在经济发展

初期,韩国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发展轻工业,后来又用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发

展重工业。另外,韩国的 “不均衡发展战略”造成了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和大财

阀的无限扩张。
(三)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

(1)在 “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下,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事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经济发展已证实了发展

模式的优秀。1978年至今,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9%,成为同时期经济发展

速度最快的国家。2009年我国以5.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的经济体。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

长到2009年22072.7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近107倍。出口总额更是超过德

国成为世界第一。1979~2008年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14794.01亿美

元,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2)以加工贸易参与全球分工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

于要素结构的必然选择。而这一发展模式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从贸易总量来看,1981年加工贸易总额为26.35亿美元,而到了2006年

我国加工贸易总额已到达8318.8亿美元。受加工贸易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

总额也迅速攀升。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加工贸易功不可没。我国工业制成品

出口多数是通过加工贸易来完成,这优化了工业制成品内部的结构,使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稳步上升,并且提高了出口产品竞争力。另外,加工贸

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视。1991~2006年,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量的

平均贡献度达到12.1%,对平均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约为12.5% (范良成,

2008),作用巨大。
(3)我国的引进外资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

另一成功之举。2008年,我国吸引外资存量达到3780.8亿美元,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以后,FDI增长迅速。1993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数年成为世界

第二的外商直接投资国。改革开放之初,落后的经济水平无力支撑起科技事业

的独立发展,技术引进战略使我国的科技水平在短时间有了较大的提高。同

481

亚洲问题研究论丛



时,先进的产业技术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纺织、机械等传统主导产

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电子、通讯等新兴产业逐步成为新兴支

柱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大力

发展加工贸易,使我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

一发展模式的重重问题也纷纷显现:
(1)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小。虽然我国一直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我国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却显

示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
(2)经济增长资源代价大。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受到严重

的资源 约 束,难 以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2003~2009年,GDP 平 均 增 速 为

10.3%,而能源平均增速达到10.6%,电力消费平均增速达13.2%,粗钢表

观消费平均增速为14%。
(3)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需求。与日本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相同,我

国也存在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60%以上,贸易

顺差不断增加。这一方面容易造成贸易摩擦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另一方

面也意味着国际市场波动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四、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分析

(一)相似性分析

从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三国都具有后发国家的特点,
三国在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也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首先,通过中日韩三国成功经验的对比,不难看出最关键的因素是政府在

经济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且这其中政府进行干预的有效手段是采取法律和

制度方面的约束,使市场竞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政府根据后发国家的

国际竞争力、机遇和挑战,大胆寻找后发优势,及时制定出相应的发展战略和

政策。
其次,三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根据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在国际

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及时捕捉并积极利用各个时期国际上产业结构变动的有利

机遇,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
最后,充分重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另一个重要的相似点。日本的 “贸

易立国”战略,韩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中国的发展加工贸易的做法等都

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体现。同时,三国都对外资的作用给予高度肯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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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外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且对均通过外资的引入获取国外先进的

技术。
另外,中日韩三国在经历了骄人的经济发展历程的同时,经济发展模式也

都显露了一定的弊端,都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被称之为 “日本病”、 “韩国

病”。这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发展。
(二)差异性分析

虽然中日韩三国在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这并不

表明任何国家照搬照用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均可获得成功。三国经济发展模式的

选择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各国依据自身经济发展条件而制定的。经

济基础、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不同,使得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的

差异性。
首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不同。如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不是政府的一

言堂,而是在与企业组织的协商基础上达成的共识。日本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得

到企业界的支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策是企业间利益协调的结果。而韩国

和中国相对日本来说,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要相对更强。
其次,日本和韩国国内的经济重心集中于大的企业集团,即大的财阀和家

族式企业,形成了其特有的企业模式。而中国则注重发展多元的企业结构。
再次,外向型经济的重点不同。正如前文提及的,日本采取 “贸易立国”

战略,重视出口的同时,加强进口,充分利用外国资源。而韩国的 “出口导向

型”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明确集中于出口。中国的加工贸易做法则是充分利用我

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全球分工。
最后,经济发展模式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技术引进。而三国对技术引进采

取了不用的方式与方法。日本技术引进主要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契机,在工

业化应用中加以模仿、吸收和再创新。韩国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契合点,承接

外移产业技术。而中国主要靠吸引直接投资引进技术。

五、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启示

中日韩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恰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经济发展

模式并不存在特定的模式和框架,但通过对中日韩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和

绩效研究,可获得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一些启示。
(一)没有一个所谓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尤其共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差异。这

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国家要想取得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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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成功,必须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依据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

平和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等制定经济发展模式。
(二)经济发展模式要契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从中日韩三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发展与模

式之间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互为累积性的因果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

发展模式要契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发

展模式,社会经济就很难实现发展。因此,确立一个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

显得尤为重要。
(三)充分重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从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三国都具有后发国家的特点。
而后发国家在面临生产力不足、市场发育不完善、内挤外压等困难的时候,政

府的有效干预和主导是一国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的前提,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

而言。
当然,政府主导也要符合经济规律,尤其要讲求经济效益;其次,要完善

有关法律法规,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第三,政府干预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

退出,不应永远驻留市场内部充当 “导演”。
(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和优化升级。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发展历程来看,基本都

是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轨迹不断演进的。一国可以据此

安排产业结构演进轨迹,采取经济上扶持、政策上优惠和法规上强制的方法,
少走弯路、错路。

(五)重视外资,坚持自主创新

外资导入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一般来说,在资金和技术不充裕的条

件下,不大量利用外资,经济就不能在较短的时间迅速发展起来。技术进步是

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从中日韩三国的技术进步来看,引进先进技术十

分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自主创新。因此,通过技术引进并加以消化吸收,在

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创新,是一条推动技术进步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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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rocessofeconomicdevelopment,China,Japan,and
SouthKoreahaveestablishedtheirownmode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
theappropriatechoicesofmodesofeconomicdevelopmenthavecreatedAsia
miraclesoneafteranother.Thispaperfocusesontheanalysisofthe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s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oftheeconomicdevelopmentmodesinthethree
countriesbasedonthecomparisonanalysis,andgetsthegeneralframeworkin
theselec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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