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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广东

经济转型升级

* 是指通过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等的转型，最终

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一、广东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性

1.广东面临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

2.广东面临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

“十二五”时期，广东进入人均 GDP6000～10000 美元发展时期，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继续深入发展，并创造巨大需求；广

东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比重呈上升趋势并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

高，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广东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3.世界经济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1）广东必须加快转变出口战略，

建立新的贸易优势

* 广东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较低， 加工制造业，关键技术主

要 依赖进口，相当一部企业是跨国公司的 OEM（俗称¡°贴牌生产¡±或¡

°代工生产¡±）厂商，缺乏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产品的销售和市场在跨国

公司手中， 企业没有定价权。比如东莞 ¡°三来一补¡±、¡°两头在

外， 中间加工¡± 模式。在严格意义上讲，东莞只是一个制造车间，而

不是工厂。在产业链的底部，没有定价权同一件衬衣在美国卖至过百美元，

而我们的出口价仅 七、八美元。附加值低，利润低，企业难以为继。

“微笑曲线”

（2）广东必须加快节能减排，建立新的发展优势

（3）必须加快调整结构，

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当前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已作出后危机时代的先导性战略安排，力图在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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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先进技术、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美国提出，将研发的投入提高到

GDP 的 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

等领域取得突破；最近又两次提出美国科技的主攻方向，包括节能环保、智

慧地球等。欧盟宣布到 2013 年以前，将投资 1050 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

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

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

和核能技术。广东必须加快调整结构，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4.市场机制倒逼转型升级

（1） 广东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也不断上升，污染负

荷高，排放强度大。大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浓度上升，多数地区酸雨污染严

重。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保护压力

（2）广东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省区

煤、油、气、工业原材料和粮食等大多依赖外省调入或国外进口；还拥

有众多的生产加工产业聚集区和专业交易市场。

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资源拥有量只有全国

的二十分之一。广东每年消费的煤 100%、木材 96%、钢铁 92%、成品油 86%、

电 24%需要靠外部调进。

而广东的能耗水平却相当于其他类似资源状况国家（如韩国、日本）的

5—6 倍。

（3）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2007 年受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上涨以及 2008 年《新劳动法》生效

的影响， 企业生产合计增加成本超过 20%。大量的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

劳动密集型产业赖以生存的根基 受到了冲击。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缺

少订单支撑的企业面临倒闭。

用工荒¡±倒逼企业进行转型升级

所谓的“用工荒”对于企业来讲，要么用比较好的条件、好的工资来留

住工人。如果实在不行，那么只有到一个更高的产业层次当中去，生产更高

附加值的产品，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65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89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89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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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东未来五年产业

转型升级蓝图

广东传统发展方式

广东¡°十二五¡±时期转型升级方向

1、自主创新

强化自主创新对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推动作用，以制度创新

推动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之路。

* 到 2015 年，率先建成创新体系健全、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成效显著的全

国自主创新示范省，初步建成亚太地区重要的区域创新中心

* 实施重大产业技术攻关计划，突破一批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和行业共性技

术，开发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有效提升全省技术自给率

* 大力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突出培养创新型科

技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到 2015 年，从事科技活动人数超过 80 万人。

点评：

* 在遭遇到劳动力成本、环境、生态、资源和能源瓶颈后，广东不能像过去

一样一味的只注重劳动密集型发展。广东要继续保持更好地发展，需要在体

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上努力，才能继续保持引领的状态。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以现代产业 500 强项目为抓手，加快建设全球重要现代产业基地和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到 2015 年，建成 10 个产值超千亿元现代服务业基地，

形成 100 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 60%.

重点发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会展、总部

经济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打造中新（广州）知识城、珠海横琴新区、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实施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四大现代服务业

对外合作示范区。

（2）做强改造提升制造业

* 重点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装备、汽车、石化

等产业。推进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形成 3¡ª4 家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 亿元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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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装备制造企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成套和技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 做强广州、深圳汽车整车基地，推进佛山汽车基地建设。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湛江钢铁生产基地。重点建设湛江东海岛、惠州大亚湾、揭阳惠来

和茂名四大石化基地。

* 到 2015 年，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50%；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6%.

* 运用高新技术等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到 2015 年，优势传统工业增加

值占传统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64%，形成 5 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聚区，

打造 3 个产值超千亿元的龙头企业。

（3）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基地

* 大力发展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节能环保、太阳

能光伏、核电装备、风电、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和海洋等新兴产业。

* 到 2015 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突破 2 万亿元。重点项目：新型平

板显示 新能源汽车 半导体照明 新兴信息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0%左右，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基地。

* 着力发展新型平板显示、新一代通信、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兴行业，推进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和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品开发，打造世

界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 广东：推动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

现代服务业“三个一百”工程

* 100 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包括总部经济、金融商务服务、现代物流、信

息服务、科技服务、商贸会展、创意设计、文化旅游等八大类型

* 100 个现代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现代服务业百强项目。

* 100 个骨干企业：在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研发设计、专业服务、文化创

意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培育 100 个年经营收入达到 10 亿元以上、带动能力

强、品牌影响大的现代服务业骨干企业。

点评:

广东优化升级，建设全球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的意义在于参与国际竞

争。如果现在广东满足于现状，停滞不前，发展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那

%E5%B9%BF%E4%B8%9C%EF%BC%9A%E6%8E%A8%E5%8A%A8%E4%BC%A0%E7%BB%9F%E4%BA%A7%E4%B8%9A%E5%90%91%E6%88%98%E7%95%A5%E6%80%A7%E6%96%B0%E5%85%B4%E4%BA%A7%E4%B8%9A%E8%BD%AC%E5%9E%8B%E5%8D%87%E7%BA%A7101227 %E5%B9%BF%E4%B8%9C%E6%96%B0%E9%97%BB%E8%81%94%E6%92%AD.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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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终将被社会的残酷竞争所淘汰。所以，要优化产业升级，研发高新技术，

打造产品由低端向高端的市场迈进，才能发展得更长久。

3、内外并举扩大内需

* 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战略重点，到 2015 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5 万亿元。开拓内销市场，打造全国购物天堂。

*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外贸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到 2015 年，进出口总

额超过 1 万亿美元。重点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产品出口，大

力促进低碳、绿色环保型产品出口，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 以建设东莞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为重点，积极推进加工贸易转

型。

* 打造全国购物天堂。提升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消费形象，建设国际消费

都市圈和全国购物天堂，把珠三角建设成为面向国内外的消费服务中心。

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

1 小时互达

4、社会协调发展

珠三角绿道

* “十二五”广东将新增绿道 5800 公里

* 随着广东省的经济转型升级，劳动力的就业结抅必然会向教育程度更高的

专业人才倾斜。

* 从广东未来产业转型升级规划中看，无论自主创新、产业优化升级、

还是内外并举扩大内需的举措，都会对广东省劳动力的就业产生深刻的影响。

尤其对大学生的就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1、增加广东制造业对大学生的需求

如：建设全球重要现代产业基地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形成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这将会直接

刺激广东制造业对大学生的需求

2、刺激第三产业对大学生就业需求

到 2015 年，形成 100 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

比重达 6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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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会展、总部

经济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三个一百”工程

商贸流通三个重大项目：大宗商品和农村商贸工程

城市商贸流通工程

制造业物流工程

* 第三产业内的许多行业具有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性的特点。内部结构主

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 融等新兴产业为主， 这些新兴产业正是我国

就业弹性大的产业。大学生是掌握高新技术的 生力军，也是高端服务业的

主要人才。而我国现在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一些基础 性第三产

业和新兴第三产业发育不足， 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 在深化第三产业内

部结构调整同时，既能增强第三产 业自身的发展能力， 同时也能提高大

学生就业率。这直接刺激了广东第三产业对大学生的需求

3、新兴产业为大学生创造就业机会

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 ：

* 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节能环保、太阳能光伏、

核电装备、风电、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和海洋等新兴产业。到 2015

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突破 2 万亿元。

*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会为大学生的就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4、大大拓展了大学生就业的地理空间

广东经济转型升级目标之一是要推进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建立¡°一小时

生活圈¡±.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建立¡°三小时车程辐射圈¡±。未来¡°珠

三角港珠奥公共交通一卡通¡±.

三年全通城轨五年交通一卡通

港珠奥大桥

转型升级拓展了大学生的就业空间

随着广东经济转型升级的加速,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域的选择空间将会越来

越大。珠三角九个市都将是大学毕业生¡°安居乐业¡±的理想择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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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技能人才问题

* 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己进入关键节点，产业结抅正在发生巨变，人才成

为决定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成败的关键性因素。目前突出问题是高技能人才无

论在数量上还是结构层次上，均无法与产业转型升级配套。

广东高技能人才缺口 178 万

* 到“十二五”末，广东高技能人才预期需要超过 400 万，缺口将达 178

万以上。按目前高技能人才培养状况，广东省 75 所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每年

招生 20 万，5 年也只能培养 100 万。而且，高技能人才层次结构单一，仅停

留在专科层次，己明显不能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降低。随

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这种就业的需求的降低与

劳动力供给的增加给大学生就业带来巨大挑战。但是危机以来，国际向科技

含量更高的技术密集型转型的新趋势加速了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经济转型升级的速度，这就为大学生带来了空前的就业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就

业空间。

思考

* 广东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对你的专业和就业有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