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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内循环为主条件下
*
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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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的经济利润 ①占到中国整体经济利润的 80% 以上，美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针对国际形势

国该比例仅为 20% 左右；世界 500 强中的 95 家中国

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根据这一决策，我国技术创新

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 3.9%，而其中 9 家商业银行的

与产业发展的路径也应当做适当的选择和调整。

利润率均在 20% 以上。2019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

1 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对内

行榜中，中国前 10 名最赚钱的企业中有 7 家金融类企

改革

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获取了全球化的红利。在美

业。上榜《财富》世界 500 强的 108 家中国非金融类
企业的平均年利润只有 19.2 亿美元，其平均年利润只
有美国上榜非金融类企业的 1/3。

国反华势力带头“去全球化”、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的

这些数据说明，过去 40 年中，国内的财富分配

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但发展

是向资本倾斜，没有充分体现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

的动力将更多地从“对内改革”中获得，因此应加大

要素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企业是在为银行

国内改革的力度。40 年前的改革开放来自解放思想，

打工。当“钱生钱”比“技术生钱”容易时，必然会

现在国内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需要又一次思想大解

抑制高技术产业发展。高房价、高利率是经济内循环

放。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要对过去已形成定式的惯性

的最大障碍。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首先要

思维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和扬弃。

从“以资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一个国家要跳出

2016 年麦肯锡公司研究报告《中国的选择：抓

“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大力发展促进高就业和

住 5 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中指出：中国金融行业

技术不断进步的高技术公司。这样才能避免“内卷

*根据李国杰2020年8月7日在深圳华为公司总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年峰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0年8月15日
① 此处经济利润指税后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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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带动国内产业链和人均收入的提升。
经济内循环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小微企业，特别是
创新型中小微企业，而中小微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

途径，可称为“广种奇收”。要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
做目标导向的研究，“敢于啃硬骨头”——不仅为国
防，而且为骨干企业提供“撒手锏”技术。

业；还有就是个体经济。国内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工具链是弥补人才缺口的重要帮手，要努力打造

是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国有企业和

工具链和公共开发平台，大幅度降低集成电路和人工

民营企业密切合作的举国体制。

智能等高技术企业的人才门槛。“集成电路”已经升

2 更加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发展上游产

级为一级学科。建议加快大学和科研机构相关学科与

业、基础产业和工具链产业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经济，“短板”在上游

资源的优化布局，加强研究型大学和战略科研机构建
设，将增加的集成电路等专业的数万硕士、博士研究
生招生指标，优先分配给承担“卡脖子”工程的研究

产业。 美国政府也是在上游基础产品上“卡”我们

型大学和战略科研机构。

的“脖子”，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补好这一块“短

3 下大功夫培育自主可控的生态系统，形成

板”。集成电路和基础软件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国
家应将形成 14 — 3 nm 集成电路生产能力纳入国家

自己的技术体系

“新基建”计划，将开发自主可控的电子设计自动化

信息技术之争本质上是体系的竞争，我国信息领

（EDA）软件、光刻机等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及专用材

域一直缺乏自己的体系。正因为没有自己的体系，所

料当成新时代的“两弹一星”，并启动和组织数万名

以长期以来处于“跟跑”地位。必须清醒地正视我国

科研人员参加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争取 10 年内基本

在工艺和设计能力上比美国差的事实，应该扬长避

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

短，采取用先进的技术体系弥补元器件落后的策略。

发展上游基础产业一定要有自信心。 2020 年 3

成功的产业生态系统大都是市场竞争中无数企业和用

月，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研究报告《限制对华贸易将

户自发选择演化而成的，不是某个企业按照预定设计

如何终结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中指出，

“构建”起来的。从关注自我的输赢升华到关注整个

“如果中美技术‘脱钩’，美国半导体行业总收入将

产业生态的发展，理念上要做重大调整。正如华为公

下降 37%，其全球份额将从 48% 降至约 30%，美国必

司提出，管理你情我愿的合作比对付你输我赢的竞争

将失去该行业的全球领导地位。相反，中国半导体行

要难得多，这是认识上的飞跃。

业的全球份额将从 3% 增长到 30% 以上，从而取代美

兼容国际主流生态系统的同时要努力加强自主创

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历史已经证明，凡是其他国家

新。一般而言，产生新的产业生态系统的动力来自新

已经做成的事，不管多么复杂，迎难而上的中国科研

的应用需求，而对现在流行的软件全部从头再来、移

人员一定能做成。

植另造新的生态系统代价巨大，难以得到大多数软件

发展上游基础产业，源头是基础研究，关键是人

厂商的支持。因此，明智的决策应当是已有的应用兼

才。我国在引领性的基础研究方面成功的案例不多，

容主流生态系统，针对新的应用争取培育新生态系

在知识的“无人区”探索的科研人员较少。今后要激

统。对后发国家而言，兼容国际主流生态系统不是我

励一部分有天分的学者做好奇心驱动的标新立异的原

们的目的，而是尊重人类文明进化历史的务实选择。

创性研究，通过发散的基础研究开辟意想不到的技术

由于兼容国外主流生态存在“脱钩”和“断供”的风
院刊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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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采取兼容策略的国内企业必须以 10 倍的努力加强

形成企业命运共同体。但是，目前我国科技界和企业

自主创新，准备好充足的“备胎”，在已引进的知识

界还是没有形成共同对抗美国反华势力的合力，同行

产权基础上自主分叉发展。

企业之间还是在“窝里斗”。你死我活的同行企业竞

培养一个能成为主流应用的生态系统需要巨大的

争几乎成了每一个企业的行动指南，很少有企业想过

投入，花费的人力、财力比建生产线还要多。国家应

如何与同行企业“共生”“共赢”，形成命运共同

统筹规划，把培育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系统作为信息

体。中国培育不出一个有重大世界影响的开源软件，

领域的头等大事，从人才培养、知识产权布局、标准

没有形成主流的信息产业生态系统，这不仅仅是技不

制定、产业链衔接、政府采购和应用推广多个维度下

如人，还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国外的企业之间竞争

手，争取 10 年内见到成效。

也很厉害，但必要时企业之间还是能开展竞争前的合

4 发挥骨干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构建企业

作。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崛起就是

命运共同体

同行企业竞争前合作的结果。中国企业最缺乏的是竞
争前的合作，现在必须改变“同行是冤家”的传统思

科技强则企业强，企业强则国家强。过去一讲发

维，树立企业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样才能让以国内

展科技，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大学和科研机构。我们常

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走上良性发展轨道。要注重发挥

常讲：科技强则国家强。我认为，真正实现科技强国

政府在企业竞争前研发合作的引导作用：改变目前国

的路径是，科技强则企业强，企业强则国家强。一个

家科技计划项目安排方式，按照激励相融原则，引导

国家强盛的基础是有一批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形

企业在竞争前共性关键技术上进行研发合作、协同攻

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关。

新发展格局，要大力提升政府科研经费投入效率、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

优化投入结构；扭转目前政府科研经费投入中研发

谈会上指出，“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

（ R&D ）经费占比过低的局面，更需要重视的是发

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

挥骨干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政府应支持企业做优做

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

强，而不是尽力帮助企业做大。我国应向德国学习，

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

大力提倡发展强而不大的企业，不要鼓励企业攀比规

合力，是难以成事的”。我们一定要落实习近平总书

模。

记的指示，大力加强企业间的联盟与合作，共同应对

要在国际上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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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华势力的打压，通过做强企业实现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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