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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济发展与信息化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传统发

展经济学始终关注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等重要

机制,但是对经济发展与信息化的关系确实不够重视。随着信息化大浪潮

在全球席卷开来,信息资源的集中与融合速度日益加快,其量与质的双重增

长趋势日益明显,信息资源越来越成为能够推动和引领一个国家迈入新经

济阶段、维持整个社会健康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并呈现了很

强的、正向外部经济性特征。

在中国,随着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开展,综合国力不断上

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提升,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现阶段中国的信息资源依然不算丰富,经济发展也存

在着不均衡、不协调、不包容的问题。具体来说,在信息资源方面,相关设施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信息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巩固,图书文献

发行及流通量也有待进一步增加,信息服务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信息服

务范围也有待进一步扩大。在信息技术方面,近年来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

路径产生了重要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信息化、数字化与智能化在迅速实

现,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必再依赖发达国家,走产业转移的老路,而是可以通

过促进信息技术在科技、业态、商业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并通过

一系列创新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的稳步发展。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

言,信息资源的蓬勃增长与信息技术的革新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从经济发展趋势上看,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过去近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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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迅猛增长,但面对当前的经济新常态,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难以为

继,在经济增速转向中低速的过程中,中国必然会遇到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

的多重困难,创新驱动发展、大众创业等现已备受重视。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居民收入和福利实现了飞速增长,但到了最近建成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也

依然面临众多的问题,比如城乡、地区、行业及不同单位之间较严重的居民

收入分配差距,已经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面对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常亚青博士在本书中尝试从信息资源和包容

性发展角度破题,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信息资源与包容性发展之间

的关系,力图尽可能详尽和深入地对中国信息资源与包容性发展进行相关

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本书的特色就在于对信息资源与包容性发展之间

的关系这一研究热点“小题大做”,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既对信息资源的理

论、研究方法及文献等进行全面总结和梳理,考察信息资源与各方面的关

系,又从实证角度有针对性地研究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情况,进行相关的计量

分析,并深入思考影响中国信息资源和包容性发展的多种因素,研究促进中

国信息资源建设和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建议,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强调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将信息资源与包容性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扬弃原有过分关注信息资源数量的观点,强调信息资源的质量、多样化及包

容性,深化信息资源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从情报学和经济学出发,引入信

息资源和包容性发展指数概念并对指数进行构建和测算,使用了指标体系

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差距分析法等分析数据,最终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等计

量工具对理论命题做了实证检验,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

创新性。

本书也对我们思考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加强信息资源的建设具有较

好的启发意义。“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也是

促进包容性发展的关键时期。让信息资源建设发挥好促进包容性发展的作

用,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也是一个重要抓手,在

“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下,信息化如何引领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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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

促进信息资源和包容性发展,不仅需要经济学和图书情报学理论的支

撑,还需要中国实践的佐证和反馈,本书可以视作对信息资源和包容性发展

研究的一次系统性和探索性的尝试。全书主题鲜明、思路清晰、论证严谨、

资料翔实,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得益彰,这得益于常亚青博士对经济发

展、收入分配、信息资源建设等问题的持续跟踪与关注。常亚青博士已在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过相关论

文,作为她的博士生指导老师,看着她这些年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取得进步,

我深感欣慰,也衷心希望她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越走越宽,取得更大的进步

和成就。

本书出版之际,谨致祝贺,欣然作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权　衡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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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中国已进入信息大爆炸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

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① 中国面对资源环境制约日益加剧的现实,粗

放型的要素投入、无视不平等与不均衡的模式已不可持续,对经济社会发展

进行战略选择已迫在眉睫。在中国经济增长迈入中低速的新常态下,经济

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就是包容性发展,它通过包容性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实

现经济适度增长、机会均等、共享参与、社会融合与自由发展,让经济发展与

社会和谐、改善民生共舞,比以往单纯强调效率的发展模式更具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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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惠玲:“重视‘信息资源’的战略价值”,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3日。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信息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价值就在

于对包容性发展的促进,其鼎力支持将为包容性发展带来资源配置的新机

遇。但就目前而言,学界对信息资源与包容性发展关系的研究非常匮乏,难

以引导新常态下信息资源的战略价值建设,亟须在理论、实证与实践层面进

行深入分析。

总体来看,本书的选题面临着如下几方面背景。

1.中国经济腾飞为信息资源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一个世界经济

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了持续大幅增长,如图1 1所示。2009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14

年中国的人均 GDP为7590美元,远超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 GDP4724美

元①,飞速发展的中国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远。经济实力的上

升给中国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良机,信息资源在基础设施、人才支

图1 1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按当年价格计算)

注:1.2013年及以前年度的 GDP数据在第三次经济普查后做了系统修订。2.2014年为初步

核实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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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产业发展、服务升级等很多方面都获得了中国经济领域的各种支持。由

于信息资源存在着外部经济特性,中国政府对其财政投入也比较重视,这又

进一步促进了信息资源的发展。当然,信息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经

济的促进作用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近年经济与信息资源的同步发展已经形

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2.中国信息资源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正在从全球的制造大国慢慢转变为全世界的

消费大国、资本大国,并拥有一个需求增长迅速的信息资源投资和消费市

场。一般而言,中高收入水平的居民对于信息资源的消费更多,而中国的高

净值家庭(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人民币)及中产阶级正在崛起并迅速发

展起来。2015年,中国高净值家庭总体规模已达207万户,未来五年增速将

领先全球。① 根据《2013胡润财富报告》,国内的千万富豪人数已超过百万,

全国亿万富豪人数达6.45万,拥有十亿资产以上的富豪约8000人,百亿富

豪有280人。在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中等

收入群体也得到了迅速崛起和壮大,其生活方式、消费能力、投资理念等又

反过来为推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中产

阶级和中等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适中,且拥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他们的需

求往往是有效需求,故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能够对促进内需产生

明显作用。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群体在信息资源的消费方面可算是主力

军,已经在衣食住行方面达到一定消费水准的他们,对科技、文化、娱乐的消

费量和消费额显著增加,而这些领域的主要产品就是信息。随着全球信息

量的进一步增加和信息传递速度的进一步加快,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群体

在信息资源方面的消费还将大幅增加,这就为信息资源市场的蓬勃发展又

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除了富人和中产阶级外,普通百姓甚至低收入人群也将在信息领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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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兴业银行、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16年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中国私人银行2016:逆势增长、全
球配置》。



幅增加消费,一是由于富人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够对普通百姓产生良

好的示范效应,二是由于中国将在未来继续快速推进信息化建设,这在国家

领导人的发言和国家对信息产业的大力支持上都可以明显看出来。2016年

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适应人民期待和

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

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①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纲要》②,这是规范和指导未来1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要求

将信息化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加快释放信息化发展的巨大潜能,以

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同时强调要着力增强国家信息化

发展的能力,着力提高中国的信息化整体应用水平,着力优化信息化发展环

境,让信息化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

坚实的信息基础。

3.信息产业多年以来发展迅速

当今世界已迈入信息社会,尤其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创新越发迅

速,各国争相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中国的信息产业也取得了巨大

发展,具体情况如表1 1所示:

表1 1　电子信息产业部分经济指标

年份
企业个数

(个)
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2005 16007 299689219 310098014 10741319

2006 16958 368864329 388273204 13840635

2007 14298 437663246 454247292 16633769

2008 16511 490190538 512530538 17031198

·400·

● 信息资源与包容性发展

①
②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4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index.htm。



续　表

年份
企业个数

(个)
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2009 19892 502024895 513054856 17910823

2010 20983 633945789 639454662 28251851

2011 15054 754450113 749091672 33001284

2012 16587 850439696 846193485 35056882

2013 17966 938913463 932022937 41521085

2014 18727 1039020092 1029880146 50518571

　　数据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http://data.drcnet.com.cn。

由上表可以明确看到,2005—2014年,电子信息产业稳步发展,企业个

数显著增加,于2010年达到峰值,突破了2万家;无论是工业销售产值、主营

业务收入还是利润总额,都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工业销售产值、主营

业务收入均迈入了更高一级的数量级,实现了数倍的增长。

考虑到电子信息产业本身会涉及部分信息资源的硬件产业,而硬件毕

竟属于信息资源的承载体,属于信息资源的外延必需品,我们更关心信息资

源本身的核心内容,故专门再了解了信息资源的软件产业是否与整个产业

一样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表1 2可以看出软件产业大致的发展情况。

表1 2　软件产业部分经济指标

年份
企业个数

(个)
软件业务

收入(万元)
软件产品

收入(万元)
软件业务出口

收入(万美元)
利润总额
(万元)

2005 11448 39063773 19315013 381096 2837383

2006 12400 44708544 12318953 606435 4222623

2007 14373 58343499 17828195 1024422 5840446

2008 14687 75728894 22947695 1620822 9120229

2009 18229 99704935 34220246 1958228 13406784

2010 20742 135885510 49305320 2673526 21740071

2011 24723 188489906 61921546 3461947 2796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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