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ume 37

Issue 6

Article 6

6-20-2022

Think Tank Double Helix Methodology on Employment Problems
in Internet Age
Yan XIA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xiayan@casisd.cn

See next page for additional authors

Recommended Citation
XIA, Yan; ZHANG, Feng; and PAN, Jiaofeng (2022) "Think Tank Double Helix Methodology on Employment Problems in Internet Age,"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Vol. 37 : Iss. 6 , Article 6.
DOI: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220203001
Available at: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6/6

This Applic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ink Tank Double Helix Methodology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lcyang@cashq.ac.cn, yjwen@cashq.ac.cn.

Think Tank Double Helix Methodology on Employment Problems in Internet Age
Abstract
With the world-renowned development and prolifer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we have seen the
dawning of the Io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era, where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permeation into all corners
of society. The new formats as Internet economy and digital economy become the new momentum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it will hav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mand for skills, which is considerably high on
the agenda of social research. Accordingly, we need to grasp the law of development, have insight of
trends, make predictions and give policy response. This study proposes to build a new think tank research
system on employ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based on the Think Tank Double Helix Methodology. First of
all,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a new think tank research system on employment is expounded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hen,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key elements to build a new think tank
research system on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links and logic, based on the "Six
Transitions" of the Think Tank Double Helix Methodology. Finally, we consider and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 tank research and academic research, furthermore, this forms academic and practical
think tank research system by building up a connection between thos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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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互联网以举世瞩目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迅速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社会发展进入“万物互联”时

代。以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经济新业态成为引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对就业技能需求产
生了深刻影响，成为社会领域研究的重大课题，这就需要敏锐把握发展规律、洞察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预
见、及时予以政策响应。文章基于智库双螺旋法，提出构建互联网时代就业问题的智库研究新体系。首先，
从理论和方法角度阐述了基于智库双螺旋法的互联网时代就业问题的机理研究。其次，从研究环节和研究逻
辑角度基于智库双螺旋法的“六个转变”，归纳总结新体系的关键特征。最后，思考和阐释智库研究与学术
研究的关系，揭示了学术实践型的智库研究体系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互联网，就业，双螺旋结构，过程融合法，逻辑层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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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

新创业模式平台化的特征与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兴起，催生了

在 2018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贺信中指出的，“应当

以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

处理好人工智能在就业方面提出的新课题”。2017 年

济业态，成为引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并再

和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明确提出：“加强对灵

次引起了人们对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热议。互联网

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可见，在创业创新政

时代下的新就业形态呈现出雇佣关系灵活化、工作内

策支持下，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拉动就业的重要力

容碎片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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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互联网 + ”对就业创新的支撑作用，

代的经济发展方式从社会再生产转向以消费为导向、

利用“互联网 +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还要避

以人为中心、以互联网的使用为基础，以及以需求牵

免出现结构性失业的现象。互联网时代下就业问题

引供给为主导的新模式。尽管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

既是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也是迫切需要破解的社会

熊彼特创新学派关于创新与经济周期研究等论点，为

难题，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智库研究问题。因

互联网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早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

此，需要以科学化的方法、系统性的视角、综合运

起点，然而在学术领域尚缺乏一致性和系统性的共

用交叉科学工具建立跨学科特征的贯通式研究新体

识，更缺少面向智库成果需求的理论突破。

系 [1]。构建基于智库方法论的互联网时代就业问题的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改变了就业技能结构

研究新体系，不仅要顺应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还要

的机理机制，通过影响企业内部劳动力任务内容、劳

思考互联网时代我国就业问题的新趋势和新特征；不

动生产率、收入与资本积累、产品创新和部门设置等

仅要思考构建互联网时代就业影响机理研究的新框

活动产生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创造效应，形成就

架，还要思考如何构建新框架下的智库研究新体系。

业技能结构变化的非对称效应（图 1 ）。互联网平台

1 基于智库双螺旋法的互联网时代就业问题

打破了传统雇佣模式中的空间局限和组织边界，促进

的机理研究

了自主创业，催生了新型自由职业、兼职就业等灵活
就业新模式，激发“新兴岗位”的同时，对工人技能

就业问题的智库研究本质上是从经济理论出发研

需求有所提升。可见，互联网发展不仅改变了经济增

究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问题，是在智库

长模式，也改变了技能需求，对就业问题提出了新的

逻辑框架下研究新时代“保民生、促发展”的就业政

挑战，有必要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策体系建设问题。因此，新体系不仅需要设计系统性

1.2 基于智库理论的综合国际视角和历史维度透视

的解决方案，强调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得出科学、客
[2]

新思路，构建互联网就业问题的新方法

观、权威且中立的研究结论 ，还要求研究成果服务

互联网时代就业问题的智库研究面向经济、社会、

于就业决策者并惠及不同群体。可见，就业问题的智

政治等国家发展需求，以需求牵引研究主线，在研究

库研究不仅仅是阐述微观和局部的学术观点，更是谋

环节上研制新变化下的方法突破。随着“互联网+”进

划宏观和全局的政策体系与战略规划，是值得我们深

程不断推进，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化

入思考的问题。

也将影响就业效应的测度。基于智库双螺旋法的就业

1.1 基于智库理论的专业领域与学术研究新特征，

问题研究需要瞄准两个方向的方法突破。

构建互联网就业问题的新理论

（1）基于历史域瞄准未来域，研制时间维度上的

互联网时代就业问题的智库研究立足国家政策顶

方法突破。本文综合研判了我国互联网发展下的就业

层设计，依据科学、技术、制度的发展规律，以创新

政策规律，主要包括：全面赋能智能新经济，深化传

驱动前沿研究，在研究逻辑上探索新特征下的理论突

统产业智能升级战略；技术应用步入发展快车道，智

破。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就业是经济学理论和实践

能产业蓝图布局初显；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技术研究

中一个古老却又常新的话题。其中，索洛模型、菲利

并驱，培育未来人力资本；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日益突

普斯曲线、奥肯定律等量化工具都深刻探讨了经济增

出，开启技术治理新局面。针对互联网政策布局的调

长与就业的关系。然而，与工业经济不同，互联网时

整，就业政策在失业人员再就业、职业技能型人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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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对就业需求的影响机理
Inﬂuence mechanism of Internet technology bias on employment

业、高科技人才就业、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就业和劳

制研究等。

动力转移就业 6 个方面做出前瞻性布局。

2 基于智库双螺旋法的就业问题研究新体系

（2）基于现实域瞄准空间域，研制区域和行业维
度上的方法突破。本文通过数据收集和信息揭示，发
现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互联网政策在劳动力支撑
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改变人类生活的战略目标上

的关键特征

2.1 交叉融合

就业问题研究新体系的构建是基于智库双螺旋法

布局较早。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就业政策的前瞻性研

从单一学科向融合贯通的转变 [3]，是学科基础和知识

究应聚焦 2 个方面：① 在行业维度上，互联网与就业

领域的交叉融合，是从学术理论到决策支撑的贯通。

总体水平特别是新兴产业就业贡献率的测度方法、传

① 互联网的发展具有行业化特征但缺乏统一定义，关

统资源枯竭型行业的产业接续替代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于互联网行业发展水平的定义和测度方法尚不完善，

的数字化转型定量评估方法，以及灵活就业的核算方

需要面向行业异质性又基于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这

法研究；② 在区域维度上，创新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

是智库研究的出发点之一。② 在万物互联时代，尽管

的新模式评估方法、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化机制设计、

互联网相关技术代表了大部分新兴技术，但又不同于

典型地区（如中国经济增长极和矿产地区、铁锈地

传统技术创新，其广泛性和渗透性深刻地影响了生产

带、废弃城市）的新就业核算方法、发达地区人工智

方式与生活模式。互联网技术的“根技术”属性，使

能技术对就业非对称影响评估方法，以及长效就业机

得基于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在边际产出之间的非对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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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进而使得我国的制造业尤其

应更为显著。

2.2 系统认知

是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大量减少。Xie 等 [6]

就业问题研究新体系的构建是基于智库双螺旋法

研究发现，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国

从零散研究向系统研究的转变，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

家，互联网技术进步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力需

[4]

的从整体论到系统论的全认知过程 。新体系下互联

求的影响效应表现为，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就业需求

网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就业非对称影响要同时考虑长

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而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恰好相

期和短期效应，立足于国家就业政策的长期性和可持

反。基于本文新体系的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劳动力技

续性而开展系统性的科学研究。伴随技术进步和产业

能水平与技术进步所需的新技术是无法匹配的，这一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出现“机器排斥工

结论与基于任务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导致就业水平

人”的现象。基于程序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本文重

下降的结论是一致的[7]。

新刻画了以技能和任务为特征的互联网技术进步在总

3 智库双螺旋法对互联网时代就业问题研究

产出中的互动机制，提出了互联网相关技术进步影响
多种类型技能就业的新理论分析框架。

2.3 技术引领

的指导作用

互联网时代就业问题的研究是一个从认识论到系

就业问题研究新体系的构建是基于智库双螺旋法

统论的社会复杂问题，既有哲学视角的整体认识，

从偏学术向学术实践型的转变，瞄准互联网的技术特

也有科学视角的系统架构。从方法论出发，源于就

征，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方案，与现实和决策需求对

业问题和经济学问题的传统规律，同时突破了已有模

接。互联网作为当今社会的通用技术，体现在互联网

型方法的理论范式，从研究环节和研究逻辑角度的凝

[5]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如何扩大知识型、技术型

练，最终还要落实到实践论，为提出可落地、可执行

人才数量，解决企业缺少高新技术人员与人力资本质

的长效就业政策体系提供支撑。基于智库双螺旋法指

量较低劳动者就业难的双向矛盾，是互联网时代的就

导下的就业问题研究的顶层设计，形成了研究框架和

业难题。从就业的职业结构角度看，新兴行业崛起与

解决方案，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刻画更加准确，研究

职业细化拓宽了就业领域与职业选择，人才供不应求

内在逻辑和关联性更加清晰（图 2 ）。从逻辑层次法

带来了良好就业形势。与此同时，传统经济面临下行

（MIPS）视角，围绕互联网就业问题的新特点和内在

压力与数字化产业转型，具备传统技能的劳动者求职

逻辑关联，找准关键科学问题、明确研究边界、设定

竞争压力增加。因此，互联网时代发展技术密集型产

研究目标；从过程融合法（DIIS）视角，把握研究各

业与培养技术型人才是破解现实问题与决策支撑的关

环节，系统设计整体研究框架，使综合、复杂的智库

键。

问题分解、聚焦并形成具有观点明确、逻辑清晰、产

2.4 多维创新

就业问题研究新体系的构建是基于智库双螺旋法

从经验式向科学化的转变，即立足我国劳动力特征，
解决我国就业实际问题。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
级，劳动力逐渐流向第三产业，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导致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一定程度上驱动相关企业
768 2022 年 . 第 37 卷 . 第 6 期

出科学的可操作的工作方案。智库双螺旋法阐明了智
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连接学术与实践，形成了
学术实践型的智库研究体系。

3.1 智库双螺旋法对就业问题学术研究的指导作用

智库研究的对象看似单一维度的问题实则为多领

域多学科交叉的复杂系统决策问题，因此需要从规

基于智库双螺旋法的互联网时代就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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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库双螺旋法对就业问题研究的指导作用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 tank research and academic research on employment problems

律、逻辑到范式的解决方案。在对就业问题的解析和

法，为研究特定对象的要素有偏性提供新思路。从厂

融合过程中，本文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促

商的生产角度建立理论模型，将互联网技术进步从总

进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融合，进而丰富了智库研

的技术进步中分离出来，以此测度全行业的互联网技

究的知识库和方法库。

术进步，提出了将行业之间的逆向互联网化效应纳入

（ 1 ）理论内涵的指导作用。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

模型中，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空间权重矩阵相关

理论从产业层面对互联网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

理论和方法，在合理设定行业权重矩阵的基础上，对

结合要素有偏性从理论上提出了互联网要素偏向性的

互联网技术进步和就业建立面板模型，检验逆向互联

概念和测度方法，并解释了我国互联网与各行业融合

网化效应的存在性与行业空间溢出效应影响。

发展过程中对不同要素的偏向性演进过程。同时，构
建了反映互联网经济和新就业分类的投入占用产出模

3.2 智库双螺旋法对就业问题智库研究的指导作用

专业化和权威性的智库研究成果源于学术成果到

型，解构了互联网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关联特征，从投

公共政策的转化，是科学技术与公众服务集成与转译

入产出模型视角剖析了互联网经济对各行业就业的拉

的桥梁。学术研究构成智库研究的坚实基础；其通过

动作用和拉动机制 [8]。新理论模型不仅反映了不同行

智库研究平台将不同领域知识集成起来，找到系统的

业就业间的关联关系，同时还反映了同一行业不同经

解决方案，从内循环、外循环和可持续 3 个动态循环

济类型之间的异质性，明晰了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

研究过程，形成系统性和开拓性的智库成果。

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丰富和拓展了要素有偏性的测
度理论研究。

（ 1 ）从定量分析中寻求典型发现并制定出有针
对性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案，是理论—方法—实证—

（2）方法目标的指导作用。基于智库双螺旋法，

政策的交互反馈的内循环过程。本文从实证结果中发

本文扩展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

现，互联网技术进步对大部分行业的劳动力需求都
院刊 769

专题：智库双螺旋法应用及实证研究

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理论模型的检验结果一致。
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进步对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就业
影响是负向的。这说明在这些依靠大型机械设备、技
术和资源进行生产的行业中，互联网技术进步会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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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Tank Double Helix Methodology on Employment Problems in
Internet Age
XIA Yan

ZHANG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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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orld-renowned development and prolifer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we have seen the dawning of the Io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era, where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permeation into all corners of society. The new formats as Internet economy and digital economy
become the new momentum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it will hav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mand for skills, which is considerably high on
the agenda of social research. Accordingly, we need to grasp the law of development, have insight of trends, make predictions and give policy
response. This study proposes to build a new think tank research system on employ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based on the Think Tank Double
Helix Methodology. First of all,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a new think tank research system on employment is expounded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hen,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key elements to build a new think tank research system on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links and logic, based on the “Six Transitions” of the Think Tank Double Helix Methodology. Finally, we consider and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 tank research and academic research, furthermore, this forms academic and practical think tank research system by
building up a connection between thos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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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employment, double helix structure, data-information-intelligence-solution (DIIS), mechanism-impact-policy-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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