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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实施是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面对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形势，从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目标出发，提升我省经

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

（后简称“规划”）指出：到 2022 年，“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占比力争达到 30%，十强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60%左右。规划对新旧动能产业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然而在现实分析、

统计新旧动能产业时，还存在着行业划分不明确、行业之间有交叉、框

架体系未建立、新旧动能转换的质量和效率无法评价等问题。为进一步

明确新旧动能评价体系，分别从规划、研究、统计等方面总结现有的新

旧动能产业划分体系，并结合现有行业分类，提出新旧动能产业统计体

系框架，为实施新旧动能转换评价服务。 

 

一、新旧动能产业的内涵界定 

新旧动能产业综合经济学、物理学理论而提出，动能在物理学中指

物体运动产生的能量，赵芝俊、郭金明等认为动能是指由内外部力量聚

合生成的、具有一定力度并能持续一定时间的推动力量。因此，新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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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业除结构以外还包括规模、速度等内涵，与能量紧密联系。赵琨等

认为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是指从依赖传统低级生产要素转向以技术创新为

引领，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新模式体系，

核心是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动能转换从产业本身来看科技创新是前提和

关键，是实现四新经济的基础。总体上，新旧动能产业强调新旧生产要

素的转换，强调能量驱动的更替，由依靠传统的资本、劳动力要素转向

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 

 

二、新旧动能产业划分现状 

（一）划分体系 

在规划领域，根据《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

以及《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传统动能包括轻工、纺

织服装、机械、化工、冶金、建材、医药制造等，新动能包括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海洋、医养健康等新兴产业和

高端化工、现代高效农业、文化创意产业、精品旅游产业、现代金融服

务等改造提升的传统产业，每一类型产业在《规划》中均给出了具体解

释和描述。 

在研究领域，产业动能转换涉及产业类型、结构、规模、速度、创

新等要素，其中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门类划分是产业动能转换定量评

价的基础与核心。二者的划分具有阶段性、目的性特征，伴随着研究阶

段、研究目的的不同，产业类型划分有较大差别，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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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划分研究总结 

作者 评 价

年份 

传统产业 新兴产业 数据来源 

马文聪,

侯羽,朱

桂龙 

2009 机械制造业 电子、医药和化工行业 广东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评估上报的企业数

据库，共 10多个行业。 

余泳泽,

刘大勇 

2010 工业行业统

计中的  32

个行业作为

传统产业 

高技术产业(化学药品

制造、电子计算机整机

制造、生物制品制造、

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

造、通信设备制造、电

子器件制造、医疗设备

及器械制造、电子元件

制造和仪器仪表制造) 

OECD 对制造业的技术

分类 

黄永春,

郑江淮,

张二震 

2011 纺织、化学

纤维、造纸、

橡胶、金属

制品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制造业、电动汽车 

昆山市政府和南京大

学昆山现代化研究院

于 2011 年 3-5 月进

行的昆山产业转型与

升级的调查问卷。 

周晶,何

锦义 

2011 传统产业涵

盖的国民经

济行业及统

计代码 (第

6-10,13-26

,28-33 亚

类)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 

国民经济行业及统计

代码 

李少林 2011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总产

值减去高技

术产业工业

总产值得到

传统产业工

业总产值 

高技术产业的 5 个子行

业医药制造业、航空航

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和医疗

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的当年总产值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

计年鉴》 

梁军，赵

方圆 

2014 农  林  牧 

渔  业、采 

掘  业、工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仪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

年鉴》、《中国高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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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电力燃

气及水供给

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及

仓储业和邮

政业 

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及综合技术服

务业 

业统计年鉴》、 《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 

  

在统计领域，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山东

省于 2018 年修订了《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统计目录》，共有第 25-30、

32-44、46等 20个大类 184个小类划分到高新技术产业。 

分析上述分类，相同点有：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内涵，不同领域的

认识基本一致，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

产业均被归为高新技术产业。  

不同点有：（1）各领域分类侧重点不同。规划领域的分类强调创新

要素对于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推动作用，并注重本地特色。例如，战

略新兴产业——现代海洋产业是山东省特色产业，与海洋科技相关的装

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在本省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研究

领域的分类依托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展开，重在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

的对比，因自身研究目的的不同，分类也不相同。统计领域的分类直接

针对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特点，与前面两者不同。（2）研究和统计领域对

于新旧动能产业均有明确的亚类划分，但规划领域缺少对于新旧动能产

业的亚类划分。同时，规划领域对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海洋产业、医养

健康产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的相互对应尚不明确，不利

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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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现有对新旧动能产业的分类及评价体系不能满足山东省新旧动能产

业转换的研究与实践需求，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1）概念不明确 

内涵提的多而范畴提的少，对于新旧动能的概念多有提及，但对于

什么样的产业属于新动能产业却鲜有提及。例如，传统的医药制造产业

不属于新动能产业，但与医养健康相关的产业则属于新动能产业；而且

医养健康产业包括医疗服务、健康服务、健康制造于一体的“医、康、

养、健、药、食、游”协同发展的大健康产业链条，行业门类复杂，需

要进行内涵与范畴的仔细推敲。《规划》中提到的高端装备产业与统计领

域的装备制造产业并非是等于的关系，一些传统制造产业需要从中剔除。 

（2）体系不清晰 

《规划》中新旧动能产业的划分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不相对应。

例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不能从 GBT4754-2017中

的某一个大类获取，而必须综合各个小类得到。现代海洋、医养健康产

业在 GBT4754-2017中的大类也无法找到，具体统计数据只能通过搜集各

方行业数据得到。对于高端化工、文化创意产业、精品旅游产业、现代

金融服务等传统改造提升产业也不能从现有的统计体系中直接获取，必

须综合统计资料、协会资料等才能得到，不利于统计与分析工作的深入

开展。 

（3）统计未跟上 

新兴产业统计中新能源、新材料以及高端装备制造数据可以从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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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获取，然而与海洋经济、医养健康相关的统计数据

缺乏，缺乏相应的概念界定体系，导致新旧动能产业界定不清晰，相应

统计数据无法直接获取。 

（4）数据未共享 

目前可获取到的数据以统计年鉴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为主，行业分

类体系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然而，实际上《规

划》中提到的十强产业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不

能从统计年鉴上直接获取，数据发布与共享制度尚不健全。如，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中清洁能源、新能源装备、前沿新材料、基础优势材料等数

据在统计年鉴上找不到对应分类。因此在做新旧动能转换研究时，面上

总体的统计数据只能通过点上企业及区域的数据加以估算，数据共享制

度的缺失对新旧动能产业统计造成了较大阻碍。 

三、如何构建新旧动能产业统计体系 

（1）深入分析新旧动能产业的内涵与外延 

针对目前新旧动能产业外延分析薄弱的特征，根据十强产业特点，

探讨新旧动能产业大类与亚类，为构建科学的新旧动能产业体系打下基

础。主要参考依据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山

东省高新技术产业统计目录（2018 年修订）、《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实施规划》等。 

（2）详细制定新旧动能产业名录 

新旧动能产业是一个变动和更新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

为充分保障统计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应根据新旧动能产业的内涵与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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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旧动能产业名录。并适应新旧动能产业的现实性和动态性特征，

对名录加以调整与更新。 

（3）根据区域尺度特点构建新旧动能产业统计体系 

省域、市域、县域尺度新旧动能转换各自有不同的要求、模式和特

点。省域尺度强调新旧动能转换的整体性、趋势性，市域和县域尺度强

调动能转换的效用性、差异性。从尺度特点出发构建新旧动能产业统计

体系，有利于增强统计体系的实用性与针对性。 

（4）建立统计数据报送制度，完善新旧动能产业年度动态评价与跟

踪 

推进企业层面、区域层面的新旧动能转换数据报送制度的建立，通

过基础数据的搜集进行产业的年度评价，从而便于产业发展趋势的跟踪

与预测，便于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 

四、现时期新旧动能产业统计体系框架建议 

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为基础，将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中相应类别与《规划》类别相对应，从全省视角设计下表 2，

便于产业动能转换的定量评价与分析。 

表 2 新旧动能产业统计体系框架建议 

新旧动能产业 归属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0仪器仪表制造业 

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6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高端装备产业 351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 

3561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3562电子工业专用设

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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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1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3611 汽柴油车整车制造 3612 新能源车整车

制造 3613 汽车用发动机制造  

3620 改装汽车制造  

3711 高铁车组制造 3712 铁路机车车辆制造 

3713 窄轨机车车辆制造 3714 高铁设备、 配

件制造 3715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 3716 铁路

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  

3720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3731 金属船舶制造 3732 非金属船舶制造 3734

 船用配套设备制造 3737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3741 飞机制造 3742 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 

3743 航天相关设备制造 3744 航空相关设备

制造 3749 其他航空航天器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253核燃料加工 

3042 特种玻璃制造  

3052 光学玻璃制造  

3072 特种陶瓷制品制造  

3091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3240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4414 核力发电 4415 风力发电 4416 太 阳 能

发电 4417 生物质能发电 4419 其他电力生产  

4620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4630 海水淡化处理 

现代海洋产业 与经略海洋战略相关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和

新装备以及海洋服务业，与其他行业有部分重叠交

叉。 

医养健康产业 27医药制造业 

358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其他与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休闲相关的行业分类与

第三产业相互重合，相关统计口径不同于第二产

业。 

高端化工产业 265合成材料制造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8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现代高效农业 在传统农业基础上构建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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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体系，行业门类目前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没有专门制定。 

文化创意产业 目前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没有专门制定。 

精品旅游产业 涉及“吃住行游购娱” 旅游业链条，与其他行业

存在重叠交叉，没有特别指出行业门类。 

现代金融服务业 66货币金融服务 

67资本市场服务 

（注：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山东省高新

技术产业统计目录》和《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制定） 

 

供稿人：季小妹  白全民  王金颖 

单  位：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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