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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我国大力推动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 、相互融合，着实推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性产业的新常态下，系统开展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性研究显得非常有必要 。 文章从科
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等三个视角出发，对国内外有
关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驱动理论研究进展进行逐层递进的梳理 ，并提出现存的主要问题和未来研
究的发展方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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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迈入井喷时代，市场需求旺盛，居民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占比逐年大幅提高。 为
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更多更高的文化消费需求 ，并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文
化产业发展，并进行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2009 年，国务院专门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2 年，文化
部提出文化产业产值倍增计划，努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正是由于消费市场结构的改
变，以及国家适时的顶层设计，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逐年企好。2004 年至 2008 年间，我国文化产业产值平
均增速达到了 23． 28% ，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要高 5 个百分点；2008 年至 2010 年间，文化产业的平均
增速 24． 19% ，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 1 倍。 但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无论是在产业规
模、专业化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还需加强 ，基础还需进一步夯实。因此，如何释放文化消费市场的潜
力，着实推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 ，增强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
诸多实践经验表明，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因此，要想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常态大发展，使之
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充分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系统推进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交叉融合的理论研究显得非常有必要 。 本文研究
目的主要是通过对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驱动理论研究的脉络进行逐层递进的梳理 ，力求概括当前此方面研
究的主要特点，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供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进展
科技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
［1］
可以追溯至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 。对此问题，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Smith（1776） 认
为资本、劳动和土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这一经济思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大家广为接受。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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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和变革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传
统经济增长因素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除了土地 、资
本和劳动力等贡献之外，还出现了一个“余额”。那么这个国民收入增长的“余额”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经
济学家经历了长期探索。Solow（1957） 认为这个因素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现代经济突破传统模式
增长的根本原因。Denison（1962） 也认识到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生产要素，另一类就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 ，即广义的技术进步。 以 Lucas、Ｒomer 等为代
［2］［3］

1988） 和知识溢出模型 （ Ｒomer，
1990） ，
把技术进步
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人力资本溢出模型 （ Lucas，
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纳入了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之中 ，认为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由其技
术进步水平差异所致。因此，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要想实现经济赶超 ，必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创新。 之后，以
Young（1991） 为代表的技术扩散模型，Aghion、Howitt（1998） 为代表的 Schumpeter 主义增长模型等对内生经
［4］［5］

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拓展，深化了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识 。
［6］
Kydland 和 Prescott 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技术的冲击变化所引起的 。
迄今为止，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共识 ，并深深影响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国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 － 2020） 》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十二五”规划也强调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2014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将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
目前，我国学者更多的研究焦点不是侧重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更多的是围绕着经济增
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估算，进行量化研究。如，刘伟、张辉 （2008） ； 袁堂军 （2009） ； 胡宗义 （2010） ； 陈诗
一（2010） ；高昌林等（2012） ；何锦义 （2012） ； 张浩然、衣保中 （2012） ； 邹心勇、赵丽芬 （2013） ，以及周绍森近
［7 － 15］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由于学者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测算函数形式不一 、科技进步
几年的一系列成果等。
的内涵界定不一、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假设的前提不一 ，以及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法不一，导致科技进步贡献
［16］
率的估算结果还存在较大的差异 ， 但大多数测算结果都在 30% － 50% 之间，这一方面进一步说明经济增
长中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不同侧面的贡献 ，能起到互相补充或交叉验证
的作用。

二、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演进的理论研究进展
产业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的一个过
程。Clark（1940） 通过经验分析揭示出了三次产业逐步演进的内在规律 。 那么这个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呢？
［17］
Clark 研究发现这个规律形成的原因除了需求因素之外 ，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效率才是关键。
Schumpeter

（1942） 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并认为科技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在时间上也不呈均匀
分布，先是一些企业科技成功创新，领先市场，之后是大多数企业争先跟进、模仿；产业发展的实质就是由以
［18］
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一个不断破坏旧的 、创造新的内部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 20 世纪 50 － 60
［17］
Ｒostow
年代，Kuznets 在研究产业演化规律时指出单一产业部门的兴衰往往是与科技创新紧密联系的；
（1963） 认为主导产业部门是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指标 ，而由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产业持续增长则是
［19］

这些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主导产业部门的一个关键原因 。 Porter（2008） 认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专有
知识的扩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中，产品的创新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范围 ，实现产品差异化，进而增加
企业利润；过程创新或者工艺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降低经营成本；专有知识的分享或扩散则会影
［20］
响到整个产业或行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 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产业演进发展的根本原因 。
当前，更多学者对科技创新作用和影响产业演化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 ，其中，以 1978 年哈佛大学的
Abernathy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 Utterback 提出的描述产业技术创新分布形式的 A － U 创新过程模型最为典
［21］
型。 Abernathy 和 Utterback 指出创新类型和创新程度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 ，形成了以产品创新为中
心的产业技术创新分布规律。A － U 模型为我们更好理解技术创新和产业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

索，它不仅考虑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之间的关系 ，而且指明了在单一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如何对创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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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迁 。吕明元 （2009） 运用 A － U 模型对技术创新推动产
业成长的路径及机制进行了研究 ，认为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特点 ，应该结合产业的自身属性以
及特定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A － U 模型。除此之外，众多学者还探索
了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 ，如，张倩男 （2008） 、赵玉林 （2012） 等； 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产业
［22 － 26］
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施建军（2009） 、江可申（2011） 、孙冰（2012） 等。
近年来，个别学者开始从科技创新
的需求侧，即从需求空间、需求异质性和需求条件、需求约束等视角出发勾连市场需求 、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发
［27 － 28］

展，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孙军 （2008） 、孙晓华 （2012） 等，
从而改变了以往过于侧重如何
改变技术创新的供给，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的传统研究范式或路径 。从上述研究文献可知，学者围绕科技创新
与产业演进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的特点 ，还应该结合产业的属性以
及特定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

三、现代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进展
以“文化产业”、“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科技 ”为关键词进行 CNKI 检索，之后再经过筛选，发现当
2013） ； 文化产业集群的研
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产业概念的层系研究 （ 段莉、胡惠林，
2012） ；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分析（ 朱智文，
2013；冯根尧，
2014） ；文化产业国际比较研究 （ 郭玉
究（ 雷宏振，
［29 － 34］
2012） ；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研究（ 金元浦，
2012） ，等。
仅有部分文献围绕文化产业和现代科技
军，
的融合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但大多是理论的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见于数字产业、内容产业等新兴文化业态
的零星论述中。如，胡惠林（2007） 就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革命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正是现代科
［35］
技的不断更新与突破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 。 解学芳 （2007） 、张培奇 （2010） 、祁述裕 （2011） 等在研
［36 － 38］
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重要性 。
解学芳 （2010） 进一步深入

地对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逻辑演进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现代科技发展
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形成了互动和谐的逻辑关系 ；但短期内，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与现代科技进步之间往往存
［39］

在时滞性，现代科技的反文化特性以及管理主体的利益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 。 顾江 （2010） 通过构建
［40］
赫芬达尔指数对我国大多数省域的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进行了测算 。 张京成 （2011） 、朱
自强（2012） 等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过程中纷纷认为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是这些新兴文化
［41 － 42］
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特征。
近两年，个别学者还对文化产业的科技贡献率进行了实证分析 ，如郑世林
［43］
和葛珺沂（2012） 运用 DEA － Malmquist 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 ， 但由于我国文
化产业统计工作起步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数据收集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研究

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有关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交叉研究的文献规模相对而言较少 ，且
比较零散，亟需开展系统化的研究。当前研究更多侧重于理论可行性辨析 ，实证研究还非常薄弱，也有待今
后加强。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综上，国内外学术界围绕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与产业演进以及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发展等这
些相互粘连、逐层递进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较为宽泛且有益的探讨 ，在部分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迄今为止，从文化和科技交叉融合这一全新视角 ，将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进
行交叉性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已有的部分研究多是一般理论可行性辨析 ，或者散见于创意产业、数字内容
产业等文献的零星论述，还没有形成系统，尚未厘清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驱动机制 ，更缺乏对此问题更为深
入、更为全面的定量研究。所以，今后研究的重点是探究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科技驱动机理 ，定量分析现代
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驱动效应 ，以及提出符合国情的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体系 。 在研究中要注重理
论与实践的动态结合，加强理论创新，力求以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来指导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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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earchStructure and Prospect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Driven by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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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China dedicates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mutual promotion and mutual integration，and promote cultural industries become a pillar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under the new normal，so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carry out a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joined cultural industry．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this paper made a step － wise research
trends review at home and abroad about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 driven theory related to culture industry，and
propos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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