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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工业的产业融合成为摩洛

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ꎮ 摩洛哥通过一系列数字化转型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

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工业产业融合ꎬ 成效显著ꎬ 且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该国政府发布了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ꎬ 成为摩洛哥加速信息通信

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的指导性文件ꎮ 该计划大力倡导的 “产业生态系统” 不

仅促进了产业内部主导型企业与跟随型中小企业的产业整合、 加大了产业纵

向价值链的产业渗透ꎬ 而且也有助于实现横向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交叉ꎬ 最终

通过自由区和工业园区建设形成产业集群ꎬ 从而优化国家整体产业布局ꎬ 新

的产业集群由此成为摩洛哥经济新的增长极ꎮ 当前ꎬ 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工

业的产业融合已经成为拉动摩洛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ꎮ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摩洛哥通过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提高数字资源利用率ꎬ 进而推进信息通

信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ꎬ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信

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的产业融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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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处于由信息通信技术主导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快速调整期ꎮ 产

业技术变革不仅给全球产业分工、 产业布局以及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带来全

面而深刻的影响ꎬ 而且正在推动全球产业体系的深刻变革ꎮ 数字经济作为人

类发展历史上一种新的经济形态ꎬ 基于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 移动互联

网、 人工智能、 区块链、 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而产生的人、 组织和机器的互

连性ꎬ 快速改变着传统的生产、 流通和生活方式ꎮ 摩洛哥是中东地区较早

实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私有化的国家之一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摩洛哥接入互联网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摩洛哥国有邮政和电信部成为互联网行政和技术联系方并运营多

路访问网络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摩洛哥开启通信技术转型发展之路ꎬ 启动通信技术

领域的重组方案ꎬ 开始电信部门市场化改革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摩洛哥国家电

信监管机构 (ＡＮＲＴ) 替代国际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 ( ＩＡＮＡ)ꎬ 成为摩洛哥

唯一的官方域名注册商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摩洛哥国家电信监管机构全面实行域名

的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ꎬ 并启动了新的域名自动配置系统ꎮ 摩洛哥在发展

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基础上ꎬ 通过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将信息通信技

术快速引入工业、 工程建设和商业等主要经济部门ꎮ 借由信息通信技术与

传统工业产业融合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ꎬ 摩洛哥实现了信息通信

技术对工业各行业部门生产方式的重塑ꎮ 摩洛哥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产业

融合发展的成功经验被世界银行称为 “新发展模式”ꎮ① 鉴此ꎬ 本文拟在廓

清 “数字经济” 和 “产业融合” 概念的基础上ꎬ 从国家战略、 产业政策层面

分析摩洛哥信息通信技术和传统工业产业融合的战略特点及其实践路径ꎬ 探

讨摩洛哥加快工业化进程、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成功经验ꎬ 及其对其他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启示ꎮ

一　 关键概念的界定与学理基础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融合开启了一个新时代ꎬ 尤其是

在全球化浪潮的助推下ꎬ 信息技术从军事领域转为民用ꎬ 由此使之从助力经

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转变ꎬ 进而催生了数字经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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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经济形态ꎮ
(一) 数字经济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内涵

数字经济ꎬ 也被称为互联网经济、 新经济或网络经济ꎬ 其概念最早由塔

普斯科特于 １９９５ 年提出ꎬ 主要是指基于数字计算技术发展产生的经济活动ꎮ
他将数字经济看作网络时代由信息技术支撑的经济社会运行新范式ꎬ 并针对

互联网如何改变人类的商务模式做了详细论述ꎮ① 美森博格和亚卓斯迪克对数

字经济做了范围界定ꎬ 将数字经济拆分为数字基础设施、 电子商务流程和数

字贸易标的物、 商品或服务三个板块ꎮ② ２０１６ 年ꎬ 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在杭州

峰会上发布了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ꎬ 正式将数字经济的概

念定义为: 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现代信息网络

作为重要载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

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ꎮ③ 关于数字经济的理论解释ꎬ 研究者主要

从两个角度展开ꎮ 从微观生产和要素角度来看ꎬ 数字经济借由规模经济、 范

围经济和长尾效应叠加发挥作用ꎮ 按照生产理论ꎬ 数据作为一种高附加值、
无竞争性、 低排他性的新型生产要素ꎬ 需要依靠用户和业务范围的扩充来拓

展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ꎮ④ 生产力的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成为数据、 资本和劳

动这三个要素的函数ꎬ 数字经济扩充了传统生产要素理论的内涵ꎬ 属于创新

驱动型发展模式ꎮ⑤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ꎬ 在生产要素发生改变的情况下ꎬ 数

字经济的实质就是一种产业融合的现象ꎮ 具体来说ꎬ 数字经济是借助科技进

步的成果ꎬ 由高科技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渗透融合和高科技产业间的交叉融

合以达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效果ꎮ⑥

(二) 产业融合与传统工业的数字化

数字经济具有创新的强大生命力ꎬ 并在过去十年中以各种方式催生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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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 新模式、 新产业ꎬ 而数字经济对于产业体系的主要影响是信息通信技

术与传统产业之间的产业融合ꎮ① 产业融合的概念来源于技术融合ꎬ 罗森博格

在 １９６３ 年时指出ꎬ 从技术角度来看ꎬ 技术融合是指不同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逐

步依赖一套相同的生产技术使得原先分立的产业开始紧密联系ꎮ 而产业融合

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 相互交叉ꎬ 最终融合为一体ꎬ
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ꎮ 由信息通信技术引致的产业融合首先出现

在电信行业中的媒体和娱乐行业ꎮ 在 ２０ 世纪中后期到 ２００８ 年间ꎬ 出现了电

信公司进入媒体和娱乐行业ꎬ 以及信息技术公司与汽车公司合作等现象ꎮ② 这

是信息技术第一次扩展到其核心业务之外ꎬ 并呈现出跨行业的趋势特征ꎬ 使

得产业的边界日益模糊ꎮ 此外ꎬ 有学者通过对 １００ 多家工业企业的聚类分析ꎬ
确定了四种产业融合类型ꎬ 即技术推动者、 政策驱动的环境推动者、 服务集

成的社会商业生成者和技术驱动的新价值生成者ꎮ③

(三) 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赋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ꎮ 数字经济构

建了一个产业融合的经济新形态ꎬ 该形态主要由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规则两

方面驱动ꎮ 在国家政策指导下ꎬ 制造企业从原来单纯的制造端向研发、 设计

等产业链前端延伸ꎬ 也向提供物流、 配送及消费者服务产业链中后端等方面

发展ꎮ 在技术方面ꎬ 机器互联网逐渐转变为移动互联网ꎬ 消费互联网逐渐转

变为产业互联网ꎬ 从互联网到物联网ꎬ 从互联到智能ꎬ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呈

现出惊人的发展态势ꎮ 在规则方面ꎬ 数据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要素ꎬ 生

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ꎬ 新技术产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ꎮ 重大技术创

新ꎬ 如通信和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完善ꎬ 产品、 服务和相关协议的标准化ꎬ
以及各类资源的共享化和通用化ꎬ 使政府管制在相应环节出现放松趋势ꎬ 市

场竞争压力变大ꎮ④ 这些系统性变化又对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工业的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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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驱动力量ꎮ 客户需求变化、 全球化及竞争加剧①、 全球价值链向产销环

节转移、 环境绩效的提升动力②等外部力量和争取差异化竞争优势③、 财务利

益④和客户导向的战略诉求等内部驱动力量ꎬ 都将促进新产业系统的出现ꎮ 而

这些新产业系统的产业边界更模糊ꎬ 迭代周期更短且相互渗透的程度更大ꎮ
近年来ꎬ 随着互联网对生产和生活的渗透ꎬ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呈现指数

式增长ꎬ 数字经济的内涵得到扩充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数字经济的内涵

概括为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治理数字化和数据价值化四个方向ꎮ⑤ 其

中ꎬ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ꎬ 包含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装配、
平台经济等方面ꎬ 主要依靠产业融合实现ꎮ 从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

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ꎬ 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工业产业融合发展无疑是

促进生产力提升、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从产业创新角度看ꎬ 产

业融合的主要类型可分为高科技产业间的交叉融合、 传统三次产业间的延伸

融合、 传统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ꎬ 以及高科技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四

种形式ꎮ⑥ 产业融合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市场需求主导型、 知识扩散主导型

和科学技术交叉渗透型ꎮ⑦ 工业部门的数字化作为工业产业融合的主要形式ꎬ
主要通过识别和分析工业部门中每个行业的集群特征而进一步构建产业融合

的模式ꎮ
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证明ꎬ 新的信息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是一种共享的

工作和知识应用ꎬ 并将催化芯片之外的技术革命ꎬ 未来的融合趋势将包括纳

米技术、 基因工程和 “３Ｄ” 技术等方面的快速发展ꎬ 信息技术与工业的产业

融合也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ꎮ 摩洛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ꎬ 在充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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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１２７８ － １２９０

Ｂａｉｎｅｓ Ｔ ꎬ Ｌｉｇｈｔｆｏｏｔ Ｈ Ｗ ａｎｄ Ｅｖａｎｓ Ｓ ｅｔ ａｌꎬ “Ｓｔａｔｅ － ｏｆ － ｔｈｅ － Ａｒｔ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ꎬ Ｖｏｌ ２２１ꎬ Ｎｏ １０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５４３ － １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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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２３７ －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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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４５１ － ４７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０)»ꎬ 内部印刷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 ~４ 页ꎮ
吴颖、 刘志迎: «产业融合———突破传统范式的产业创新»ꎬ 第 ６７ ~ ６９ 页ꎮ
单元媛、 赵玉林: «国外产业融合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进展»ꎬ 载 «经济评论»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５２ ~ １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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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认识本国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阶段、 关键产业部门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的

基础上ꎬ 发挥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引领作用ꎬ 大力推动产业生态系统构建ꎬ
通过产业整合、 产业渗透、 产业交叉和园区建设ꎬ 促进了信息通信技术和工

业产业融合ꎬ 并使企业通过从单个产品生产转移到基于数字原则的跨行业价

值体验ꎬ 重塑其产业价值链和产业生态环境ꎬ 提升生产效率和工业制造业附

加值ꎬ 优化了产业布局ꎬ 加速了工业化进程ꎮ 目前ꎬ 关于政府产业政策对产

业融合的促进作用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多ꎬ 摩洛哥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对信息技

术与工业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ꎬ 值得关注和研究ꎮ

二　 摩洛哥信息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

１９９９ 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ꎬ 首先从国家整体战略出发ꎬ 加

快国家开放步伐ꎬ 并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合作机制ꎮ 摩洛哥先后与欧盟、 美国、
土耳其等 ５６ 个国家、 地区或区域组织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ꎬ 形成了覆盖

１２ 亿人口的国际市场ꎬ 解决了摩洛哥市场狭小的问题ꎮ① 与此同时ꎬ 摩洛哥凭

借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等传统工业的发展基础ꎬ 大力发展航空工业等新兴高科

技产业ꎬ 树立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兴工业化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成功范例ꎮ
(一) 战略背景: 提升工业国际竞争力

与亚洲、 东欧和中东新兴国家相比ꎬ 摩洛哥经济结构转型受到了市场失

灵、 技术差距、 缺乏专业知识和人力资源、 制度等因素的阻碍ꎮ 摩洛哥的工

业部门长期仅限于出口低附加值产品ꎬ 且市场竞争力不足ꎮ １９５６ 年摩洛哥独

立后ꎬ 通过系列五年计划搭建起现代工业体系的最初框架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ꎬ 摩洛哥开启现代化进程ꎬ 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ꎬ 重视工业和旅

游业的发展ꎮ 到 １９７７ 年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ꎬ 摩洛哥已形成以化学工业、
磷酸盐生产、 纸制品生产和金属制造为重点的工业部门ꎮ 这一时期的进口替

代保护主义政策在促进了摩洛哥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ꎬ 也导致国家垄断、 生

产部门分散且生产力低下等工业发展之弊端ꎮ １９８３ 年ꎬ 摩洛哥在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ꎬ 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ꎬ 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

０５

① Ｆｏｕａｄ Ｓｅｆｒｉｏｕｉ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２３ － ７０



摩洛哥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与实践　

经济多元化和开放战略ꎮ 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ꎬ 摩洛哥不仅要破解来自生

产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加剧的困境ꎬ 而且需要面对工业制造业向高

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产业转型的瓶颈ꎮ 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平衡发

展ꎬ 摩洛哥提出了区域发展战略ꎬ 力图分散卡萨布兰卡至凯尼特拉沿海地区

的产业ꎬ 计划在 １２ 个大区建设 ２５ 个工业园区ꎬ 形成新的产业集群ꎮ① 基础设

施改进项目包括: 耗资 ２０ 亿美元的从马拉喀什到阿尤恩铁路线项目、 位于西撒

哈拉地区阿尔古布附近的阿达赫拉渔港建设项目ꎬ 以及连接摩洛哥和西班牙、
横跨直布罗陀海峡的桥梁隧道综合体建设项目ꎮ 大型工业项目包括建设磷酸厂、
糖精炼厂ꎬ 开采钴、 煤、 银、 铅和铜等矿产资源ꎬ 以及开发油页岩ꎮ②

借助与欧洲临近的区位优势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ꎬ ２０ 世纪末摩

洛哥成为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大国ꎬ 纺织服装出口约占其出口总额的 ３４％ ꎬ
并吸纳了 ４０％的工业劳动力ꎬ 欧盟成为摩洛哥的主要贸易伙伴ꎮ③ 进入 ２１ 世

纪后ꎬ 面对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更具竞争力的竞争性低收入国家和处于技术前

沿的以创新为基础的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ꎬ 摩洛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ꎮ 鉴此ꎬ
摩洛哥政府在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经济改革措施ꎬ 力图

在传统工业基础上ꎬ 加入创新国家行列ꎬ 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形成新

的竞争优势ꎬ 实现产业发展的赶超ꎮ
(二) 战略思想: «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国家发展战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的提出

数字经济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兴起后ꎬ 摩洛哥加快了国有运营商摩洛

哥电信的私有化进程ꎮ 摩洛哥电信于 ２００１ 年出售了 ３５％股权ꎬ ２００２ 年又出售

了两个固定电话许可证ꎬ 从制度和规则层面消除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的障

碍ꎮ 然而ꎬ 包括私有化在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给摩洛哥带来工业的增长

和竞争力的提高ꎮ④ 虽然摩洛哥制造业⑤产值一直保持增长ꎬ 但它在国内生产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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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ａ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ｉｅ － ｇｄｉ ｄｅ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ｍｅｄｉａ / ＤＰ＿３１ ２０１８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６
根据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四版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４)ꎬ 制造业不包括采掘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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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中的份额却变化不大甚至略有下降ꎬ ２０００ 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为 １８ ４％ ꎬ ２００６ 年略降为 １６ ８％ ꎮ① 这意味着摩洛哥制造业增长不够强劲ꎬ
制造业的发展并未提升综合国力ꎮ 为了充分挖掘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潜力而

进一步提高生产力ꎬ 全面提升摩洛哥的竞争力ꎬ 摩洛哥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增

长和促进就业国家战略的轴心ꎬ 工业的数字化也成为工业化的重要途径ꎮ 摩

洛哥政府在 ２００５ 年发布 «新兴工业计划»ꎬ 开启工业化发展新阶段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国家电信监管机构和工业、 贸易和新技术部联合发布首个 «信息社会和数字

经济国家发展战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ꎬ 进一步促进摩洛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ꎮ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 摩洛哥成立了国家数字经济和信息技术委员会和部长级

委员会ꎬ 全面指导摩洛哥信息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发展ꎮ
«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国家发展战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首次明确了该国促

进信息通信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的战略思想ꎬ 成为全面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发

展和数字化转型的纲领性文件ꎮ 它强调摩洛哥的战略目标不仅是使其进入世

界新兴信息技术国家行列ꎬ 而且要成为中东地区战略信息通信技术中心ꎬ 进

一步提升摩洛哥的国际地位ꎮ③ 该战略明确了摩洛哥构建信息社会、 实现信息

通信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的发展路线图ꎮ 它指出信息通信技术是摩洛哥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等经济部门和公共行政部门提升生产力、 产品附加值的基础和

源泉ꎮ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将成为摩洛哥国家经济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摩洛哥设立数字化发展署 ( Ａｇｅｎｃｅ ｄｅ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ｄｕ Ｄｉｇｉｔａｌꎬ
ＡＤＤ)ꎬ 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在全社会的普及和开展对外数字合作ꎬ 并为传统产

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支持ꎮ 数字化发展署隶属于工业、 贸易、 投资和数字

经济部ꎬ 该部门负责工业、 贸易和新技术领域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ꎮ
(三) 战略规划: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
在加强数字生态系统建设以提高国民经济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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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ｏｃ＿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３＿ＥＮＧ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６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Ｎｅｗ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ｏｏｓｔ ｆｏｒ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ｘｆｏ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ｎｅｗ － ｐｌａｎ － ａｎｄ － ｕｐｄａｔｅｄ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 ｈａｖｅ －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 ｂｏｏｓｔ － ０ꎬ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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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下ꎬ 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途径ꎮ 如何

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工业初步的数字化改造ꎬ 提高出口产品

的复杂性和技术含量ꎬ 加速工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摩洛哥产业政策新的关注

点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摩洛哥政府颁布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ꎬ 也被称为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ꎬ 首次提出构建 “产业生态系统”① 的构想ꎬ 即为了更

好地融入全球市场、 全面提高摩洛哥产业竞争力ꎬ 摩洛哥必须加大开放力度ꎬ
吸引外资ꎬ 同时大力发展工业ꎬ 通过产业生态系统建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ꎬ
加速工业化进程ꎮ 构建产业集群成为新时期摩洛哥加速工业化的重要战略

目标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摩洛哥制造业增长速度有所上升ꎬ 尤其是 ２１ 世纪第二

个十年ꎬ 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加快ꎬ 增长率达到 １５％ 左右ꎮ② 这一时期ꎬ 汽

车工业、 航空航天工业、 磷酸盐工业、 纺织和服装工业成为出口创汇关键

部门ꎬ 汽车零部件、 磷酸盐及其化工产品、 航空航天设备配件、 加工食品、
皮革制品和纺织品成为主要出口创汇产品ꎮ 工业制造业的快速上升表明ꎬ
摩洛哥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进而加速工业化的举措取得了初

步成效ꎮ 该国原重点发展的航空工业、 汽车工业、 食品工业、 离岸外包、
纺织业和生物制药六大行业中的食品加工业逐步被信息技术产业所替代ꎮ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 的具体目标是: 到 ２０２０ 年底ꎬ 制造业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由 １４％提高至 ２３％ ꎬ 即提升 ９ 个百分点ꎬ 并创造 ５０ 万个就业岗

位ꎮ③ 为此ꎬ 摩洛哥一方面加快开放步伐ꎬ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扩大对港口、
交通运输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ꎬ 降低物流成本ꎬ 全面提高国家竞争力ꎬ
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ꎮ 另一方面ꎬ 大力发展工业ꎬ 加速工业化进程ꎬ 实现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ꎮ 该国政府从资金支持、 人才培养和平台建

设三个方面搭建了信息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发展战略的框架机制ꎮ 一是设

立战略投资基金 (穆罕默德六世基金)ꎬ 加大对私营部门融资力度ꎻ 二是实

３５

①

②

③

产业生态系统借用 “生态” 一词ꎬ 是指在每一个产业中ꎬ 围绕具有引领作用的主导型企业ꎬ
采用大企业带动小企业的方法ꎬ 建立完整产业链的生产系统ꎮ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Ｖ ＩＮＤ ＭＡＮＦ ＺＳ? ｅｎｄ ＝ ２０２０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ｓｔａｒｔ ＝ ２００９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６ꎮ

Ｏｕｍｈａｎｉ Ｅｄｄｅｌａｎｉꎬ Ｎａｊｉｂａ Ｅｌ Ａｍｒａｎｉ Ｅｌ Ｉｄｒｉｓｓｉ ａｎｄ 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Ｍｏｎｎｉꎬ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ｎ Ｏｗ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ꎬ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６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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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改革ꎬ 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ꎻ 三是重组摩洛哥庞大的国

有企业生产网络ꎬ 促进各行业的一体化发展ꎮ 该战略显著的政策亮点就是

建立 “产业生态系统”ꎮ 汽车工业、 航空航天工业、 纺织和皮革工业、 化学

和石化工业、 建筑材料、 生物制药工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等世界贸易中最具

活力的产业ꎬ 成为构建摩洛哥 “产业生态系统” 的重点产业部门ꎮ 这些产

业及其子行业被政府确立为不仅具有高度竞争潜力ꎬ 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

的行业ꎮ

三　 摩洛哥信息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发展战略的推进

摩洛哥政府将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因素ꎬ 并将信息

通信技术产业列为经济优先发展的部门之一ꎬ 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

施ꎬ 促进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ꎮ 得益于良好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和数字化

应用水平ꎬ 摩洛哥不少传统行业开始引入信息通信技术ꎬ 以改善生产效率

与提升产品质量ꎮ 在工业制造业领域ꎬ 产业整合、 产业渗透、 产业交叉、
自由区和工业园区建设成为摩洛哥实施信息通信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发展

战略的主要路径ꎮ
(一) 构建 “产业生态系统”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 倡导的 “产业生态系统” 中心是创建一个或多个

主导型企业①ꎬ 通过鼓励主导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ꎬ 找

出供应链中的短板ꎬ 并探索弥补差距的方法ꎬ 以夯实生产基础ꎮ 政府通过融

资、 土地和技术管理培训三种形式ꎬ 向产业生态系统中的中小企业提供针对

性的支持ꎮ 产业融合范式清楚地表明ꎬ 产业融合与工业的实际增加值具有明

显的正相关性ꎮ 如果企业间产品存在相关性ꎬ 那么在生产、 销售等环节就会

发生机构性融合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ꎮ② 摩洛哥在分析研究自身产业形

式和特点的基础上ꎬ 深刻认识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目前表现出的信息技

术对传统工业的颠覆性冲击ꎬ 以及摩洛哥传统工业制造业在数字经济时代面

４５

①

②

主导型企业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是指在竞争中处于明显优势地位的大企业ꎮ 摩洛哥产业生态

系统中的主导型企业可以是本土的行业主导型企业、 行业组织ꎬ 也可以是跨国公司ꎮ
Ａｙｅｓｈａ Ｍａｌｈｏｔｒａ ＆ Ａｎｉｌ Ｋ Ｇｕｐｔａꎬ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ｏｍ ｏｒｇ / ｄｏｉ / ｐｄｆ / １０ ５４６５ / ａｐｂｐｐ ２００１ ６１２３１８６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６



摩洛哥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与实践　

临的新挑战ꎮ 在此基础上ꎬ 摩洛哥在产业政策方面提出构建产业生态系统ꎬ
鼓励产业内部广泛的行业或技术层面的融合ꎬ 通过深化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

的整合ꎬ 减少供应链缺口ꎬ 升级供应链价值ꎬ 并通过技术转让和学习能力建

设使本土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获取更高水平的竞争力ꎮ①

构建产业生态系统的根本点在于通过工业补偿或补贴ꎬ 吸引外来投资ꎬ
整合产业系统ꎬ 并通过鼓励企业从当地中小企业购买产品和服务降低成本ꎬ
并在主导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建立起技术性和创新性的新型合作关系ꎬ 进

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ꎮ 构建产业生态系统的第一步是通过建立一个与小

微企业相结合的综合系统ꎬ 包括对新创建企业给予较低的税收优惠ꎬ 并提供

社会保险和专项资金ꎬ 鼓励正规企业与中小生产加工企业建立联系ꎮ 第二步

是通过对产业生态系统中的生产基地的靶向支持来提高生产力ꎮ 政府为经济

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 ２０％的六大支柱产业提供补贴ꎬ 优化采购合同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ꎮ 与此同时ꎬ 政府鼓励从当地生产部门购买商品和服务来促进投资ꎬ
提升产业系统的价值ꎮ 主导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这种合作会提供大量就

业岗位ꎬ 从而形成良性的产业生态循环系统ꎮ
产业生态系统的逻辑同样体现在提升企业经营者的生产力方面ꎮ 政府在

融资、 产业用地、 培训等方面对企业给予适当支持和针对性帮助ꎮ 例如ꎬ 摩

洛哥汽车工业已经建立了八个子生产生态系统ꎬ 涉及 “汽车布线” “汽车内饰

和座椅” “金属冲压” “汽车电池” “重型货车和工业车身” “电机和变速

器”ꎬ 以及两大汽车制造商 “雷诺” 和 “标致雪铁龙” 生产生态系统ꎮ 其中ꎬ
电机和变速器生产生态系统的发展再次证明摩洛哥取得了跨越式的技术进步ꎮ
从行业发展来看ꎬ 新兴国家从生产电机到成为国际电机出口商平均需要 １７ 年

的时间ꎬ 而摩洛哥只用了 １４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ꎮ② 新的产业生态系

统促进了汽车工业更大程度的产业整合ꎬ 汽车工业继续呈指数级增长ꎬ 这进

一步巩固了摩洛哥在全球汽车行业的地位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政府根据第 ６１ － １６ 号法

律成立数字发展署ꎬ 负责摩洛哥经济社会和政务的数字化转型工作ꎮ ２０１８ 年ꎬ

５５

①

②

Ｎｉｎａ Ｐｒｅｓｃｈｉｔｓｃｈｅｋꎬ Ｈｅｌｅｎ Ｎｉｅｍａｎｎꎬ Ｊｅｎｓ Ｌｅｋ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Ｇ Ｍｏｅｈｒｌｅꎬ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ｖｓ ＩＰＣ Ｃｏ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ｓ”ꎬ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４４６ － ４６４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 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ｅｔ ｄ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 / / ｍｃｉｎｅｔ
ｆｏｒｎｅｔｍａｒｏｃ ｃｏｍ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ｌａｎ －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 ０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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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成为摩洛哥的主导产业之一ꎬ 而且摩洛哥超过南非成为非洲大陆领

先的乘用车制造商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摩洛哥汽车销量超过 １６ 万辆ꎬ 创造了 ２２ 万个

直接就业机会ꎻ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ꎬ 汽车工业新的乘用车销量依

然增长了 １０ ７７％ ꎬ 法国、 西班牙、 德国和意大利是摩洛哥主要的出口伙伴

国ꎮ 估计到 ２０２２ 年ꎬ 汽车工业占摩洛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２４％ ꎮ①

(二) 强化纵向价值链的数字化产业渗透

摩洛哥选择工业领域关键产业作为信息通信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先行区ꎬ
加大工业部门纵向价值链的数字化ꎬ 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的产业

渗透ꎮ 传统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是采用信息技术替换非数字或手动操作

的生产流程ꎮ 摩洛哥通过构建产业生态系统ꎬ 将本地中小型企业纳入价值

链ꎬ 使其逐渐转向更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ꎮ 在纵向价值链数字化转型方面ꎬ
首先ꎬ 技术人员和专家对生产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ꎬ 优化生产流程ꎬ 提升

产品附加值ꎮ 其次ꎬ 政府投入大量资金ꎬ 支持企业加大信息技术人力资源

培训力度ꎮ 摩洛哥是世界第一大磷酸盐出口国和第三大磷酸盐生产国ꎬ 拥

有世界 ２ / ３ 的磷酸盐储量ꎮ 磷酸盐产业约占摩洛哥国内生产总值的 ９％ ꎬ 约

占商品出口总量的 ３０％ ꎬ 该产业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领域ꎮ② 全球咨询公

司德勤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指出ꎬ 数字仪表板、 人工智能可视化收集和切片数据在磷

酸盐产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摩洛哥将信息技术和 “５Ｇ” 网络视为

向数字经济过渡的关键推动力ꎬ 信息通信技术纵向整合企业生产流程ꎬ 包括

产品开发、 制造、 结构化和服务各个环节ꎮ 摩洛哥将工业数字化作为经济和

社会转型的工具ꎬ 非常重视为青年人提供数字经济环境下就业所需的技能培

训ꎬ 该国拟建的菲斯智慧工厂工业区将成为此类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的中心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摩洛哥政府新增 ５ 亿美元支持推动传统工业数字化转型ꎬ 工业纵向

价值链的数字化成为摩洛哥确保生产连续性和促进产业创新的一种重要手段ꎮ
(三) 通过产品和服务的横向数字化促进产业交叉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发展ꎬ 摩洛哥汽车工业、 航空航天工业、

６５

①

②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ｕｂ”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 /
ｓｍａｒｔ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ａｆｒｉｃａｓ － ｌｅａｄｉｎｇ －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ｈｕｂ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２

Ｔｏｕｈａｍｉ Ａｂｄｅｌｋｈａｌｅｋꎬ Ａｚｉｚ Ａｊｂｉｌｏｕ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ｅｎａｙａｄ ｅｔｃ ꎬ “Ｈｏｗ Ｃａ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ｎｄ Ａｌｌ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ｒｆ ｏｒｇ ｅｇ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６３７５６６１２２ ＿ ７２４ ＿ ８３２６２２ ＿
１５０３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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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盐工业、 纺织服装工业出口能力不断提升ꎮ 数字化的服务和技术在国际

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ꎬ 数字平台部分替代了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ꎮ
为了推进信息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这一进程ꎬ 工业、 贸易和新技术部制定了

«拉瓦杰计划» (Ｒａｗａｊ Ｐｌａｎ)ꎬ 其总体目标是为出口商提供强大的贸易和分销

服务系统ꎮ① 与此同时ꎬ 摩洛哥将金融科技产业作为横向数字化和产业交叉的

优先发展领域ꎮ 因全球数字交付服务总金额十年间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７ ４０６ ４１ 亿

美元增长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１ ９２５ ８６ 亿美元②ꎬ 其所占贸易额的比重也逐年上升ꎬ
几乎占据了进出口贸易的一半ꎮ 为了促进移动支付的发展ꎬ ２０１５ 年ꎬ 摩洛哥

出台了相关法律ꎬ 允许电信运营商和其他非银行机构申请支付许可证ꎬ 以及

使用电子货币ꎮ 为了支持移动支付行业ꎬ 政府相关机构积极引进外资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摩洛哥国家电信管理局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联合推出了移动支付平

台———移动钱包 (Ｍ －Ｗａｌｌｅｔ)ꎬ 该平台 ２０２０ 年实现了价值 ５００ 亿迪拉姆 (约
合 ５３ ７ 亿美元) 的移动交易额ꎮ③ 目前ꎬ 政府还通过支持多种项目来促进金

融科技和相关新企业的发展ꎬ 如阿提扎利瓦法银行的智慧黑客马拉松项目ꎬ
以及法国兴业银行与摩洛哥创业和高管发展中心技术合作项目等④ꎬ 大力推动

信息技术引领下的产业交叉ꎮ
(四) 推动自由区和工业园区新产业集群的形成

摩洛哥全国共设 １２ 个大区和 ６２ 个省ꎬ 拥有 ７ 个自由贸易区和 １００ 多个

大小不一的工业区ꎮ 然而ꎬ 摩洛哥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ꎬ 大西洋和地中

海沿岸地区经济发达ꎬ 而东南部地区则发展缓慢ꎬ 许多工业区基础设施陈

旧ꎬ 缺乏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ꎮ⑤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尽管摩洛哥政

府提出了建设 ２５ 个工业园区的计划ꎬ 但该计划并未得到落实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ꎬ 政府颁布 «自由贸易区法»ꎬ 丹吉尔自由区 (ＴＦＺ) 于 １９９９ 年投入运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ｒｗｅ Ｓ ＆ Ｒａｄａ Ｊ ꎬ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ｄ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３１４ － ３２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 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Ｖａｌｕｅꎬ Ｓｈ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Ａｎｎｕａ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 １５８３５８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１

Ｉｂｉｄ
Ｔｏｕｈａｍｉ Ａｂｄｅｌｋｈａｌｅｋꎬ Ａｚｉｚ Ａｊｂｉｌｏｕ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ｅｎａｙａｄ ｅｔｃ ꎬ “Ｈｏｗ Ｃａ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ｎｄ Ａｌｌ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ｓ?”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ｘｆｏ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ｎｅｗ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ｋｉｎｇｄｏｍ％Ｅ２％８０％９９ｓ － ｅｘ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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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ꎮ 自由区和工业园区率先在工业制造业内实施信息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ꎬ
创建以集群形式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ꎬ 优化产业布局ꎬ 建立了稳定而长期的

竞争优势ꎬ 自由区和工业园区已经成为摩洛哥经济新的增长极ꎮ
根据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 中加快工业化进程的要义ꎬ 摩洛哥在自由

区和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ꎬ 通过制度和产业政策等手段进一步优化经营环境、
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该国政府修订了 «商业法»ꎬ 拟在 １２ 个大区

规划建立新自由区或工业园区ꎬ 即通过自由区和工业园区建设ꎬ 推动信息技

术和工业产业融合ꎮ 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ꎬ 尤其是在信息通信产业链构建和

鼓励传统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方面ꎬ 政府主要通过技术引进、 实施新兴

产业创业补贴、 降低税费、 拓展融资渠道等政策ꎬ 引导园区建设ꎮ 新的自由

区或工业园区的规划以行业为导向ꎬ 一方面强化行业集中度ꎬ 即在同一地区

生产经营的企业和公司ꎬ 可以通过创建相互依存的产业生态系统提高生产制

造能力和生产效率ꎬ 并通过建立公私合作协议ꎬ 实施更有效的园区开发和管

理模式ꎮ 另一方面ꎬ 政府通过教育和培训ꎬ 支持中小企业通过技术和流程改

进提高生产能力ꎮ
摩洛哥在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内通过港口数据网 (Ｐｏｒｔｎｅｔ) 形成信息

通信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ꎬ 优化产业布局ꎮ 自由区的所有企业均可享受包括

运营的前五年免税ꎬ 并在后续的 ２５ 年享受税率降低 ８ ７５％ 的财政优惠政

策ꎮ① 以自由区和工业园区为基础的产业集群ꎬ 充分利用数字化、 智能化转

型ꎬ 实现了产业升级ꎮ 自 ２０１０ 年自由区和工业园区项目启动后ꎬ 政府规划了

电子、 机电一体化和机械产业集群ꎬ 企业数量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０ 家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６６ 家ꎮ 传统上ꎬ 波音公司的供应链位于北美市场ꎬ 而空客集团使用欧洲

和北非供应商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波音公司将航空航天零部件生产企业设在卡萨布兰

卡的艾赫颇纽埃萨 (Ａéｒｏｐｏｌｅ Ｎｏｕａｃｅｕｒ) 和米德帕克 (Ｍｉｄｐａｒｃ) 工业区ꎮ 丹

吉尔自由区占地 ４００ 公顷ꎬ 园区实行一站式服务ꎮ 菲斯智慧工厂是一家新型

工业园区ꎬ 由菲斯欧洲—地中海大学 (ＵＥＭＦ)、 菲斯地方政府、 摩洛哥企业

家联合会、 技术咨询公司以及美国千禧公司摩洛哥办公室共同投资建设ꎬ 集

投资、 研发、 使用和交付为一体ꎮ 该工厂还计划建成摩洛哥第一家 “工业

８５

① Ｆｏｕａｄ Ｓｅｆｒｉｏｕｉ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２３ － ７０



摩洛哥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与实践　

４ ０” 工厂ꎬ 建设 ９３ 个不同功能的智能车间ꎮ

四　 摩洛哥实施信息通信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发展战略的成效

摩洛哥通过工业、 贸易、 投资和数字经济部的发展规划ꎬ 关注该国的支

柱产业和特色产业ꎬ 将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嵌入工业的增值活动ꎬ
为摩洛哥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ꎮ 信息通信技术和工

业产业融合的成效ꎬ 不仅仅局限于工业产业本身ꎬ 还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一) “产业生态系统” 激发了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并融入全球价值链

摩洛哥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ꎬ ２０１７ 年被评为全球 ５０ 个最具创新性的经济

体ꎮ 摩洛哥在研发强度、 制造业附加值和高科技密度方面排名上升很快ꎬ 成

为非洲大陆仅有的两个此类经济体之一ꎮ① 摩洛哥通过创建产业生态系统ꎬ 大

力扶持中小企业ꎬ 加速了中小企业成长ꎮ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 的一系列综

合措施ꎬ 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营造了便利的营商环境ꎮ 在融资方面ꎬ 国

家工业投资基金的预算为 ２００ 亿迪拉姆 (约合 ２１ ４ 亿美元)ꎬ 以加强工业部

门生产替代进口产品的能力ꎮ 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下ꎬ 银行业也积极参与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 的实施ꎮ 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和银行业之间的合作协

议ꎬ 银行实施综合且有竞争力的融资方案ꎬ 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的具

有竞争力的贷款利率ꎬ 支持中小企业重组和实现国际化ꎮ 在工业用地方面ꎬ
政府提供１ ０００公顷的土地ꎬ 用于工业园区建设ꎮ 这些工业园区为入驻企业提

供各类一站式服务ꎬ 也提供一些培训服务ꎮ 根据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ꎬ
３ ０００家中小企业中的 ２９５ 家受益于该计划提供的专业信息系统ꎬ 占全国中小

企业总数的 １０％ ꎮ 在就业方面ꎬ ３ ０４０ 名中小企业主获得了数字化运营许可

证ꎬ 实现了预设目标的 ３０％ ꎬ 中小企业数量和活力都在不断增强ꎮ②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ꎬ 随着全球价值链向生产和销售两大环节转移ꎬ 众多

９５

①

②

彭博社根据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制造业增值、 生产力水平、 高科技产业占上

市公司的百分比、 高等教育入学率、 研究人员集中度和专利七个因素ꎬ 对全球 ２００ 个经济体进行评估ꎬ
摩洛哥进入全球 ５０ 强ꎮ

Ｋａｒｉｍ ＥＬ Ｍｏｋｒｉꎬ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ＯＣ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ｄ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ｐｏｒｔａｌ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ＣＰＰＣ －
ＰＢ１６２７ｖ１＿０ ｐｄｆ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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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兴产业涌现ꎮ 在新的产业系统中ꎬ 产业边界将更加模糊、 迭代周期时间

更短、 产业相互渗透程度更大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在摩洛哥已有的 ４７ 个工业生

态系统中ꎬ 雷诺公司生态系统和空客公司生态系统被认为是最成功的ꎮ① 这些

生态系统都受益于政府提供的优惠的税收政策、 土地政策和技术培训ꎮ 在摩

洛哥政府优惠政策支持下ꎬ 汽车和纺织行业的跨国公司加大了对摩洛哥的投

资力度ꎬ 摩洛哥主要的汽车和纺织业外国公司已成功与全球价值链对接ꎬ 其

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上升ꎮ②

总体而言ꎬ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出口机会ꎬ 而且也

获得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ꎮ 积极参与和整合全球价值链的摩洛哥企业数

量显著增加ꎬ 尤其是健康、 汽车和航空三个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ꎮ 同时ꎬ 应

该看到ꎬ 摩洛哥的出口产品在国内生产活动中创造的价值依然较低ꎬ 众多国

内低级别的生产企业并没有被整合到产业生态系统ꎮ 一些企业仍然需要进口

大部分产品ꎬ 如在汽车工业领域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５０ 家到 ２００ 家外资企业依然活跃

在摩洛哥汽车行业ꎬ 它们中大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ꎬ 主要生产中低附加值的

零部件ꎮ 目前ꎬ 在汽车工业产业链中ꎬ 摩洛哥本土企业主要从事布线、 金属加

工、 塑料加工以及座椅生产等业务ꎮ 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开始融入各自的产业

价值链ꎬ 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呈缓慢攀升之势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ꎬ 摩洛哥工业增加值为 ２８５ ０９ 亿美元ꎬ 比上年减少了 １８ ２９ 亿美

元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２５ ２６％ꎬ 其中制造业增加值为 １６７ ０５ 亿美元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１４ ８％ꎬ 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５８ ６％ꎮ③

(二) 电力和电信通信等数字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电力联通、 电信网络联通、 承载数字化服务的数据中

心联通以及用户终端设备 (计算机和智能手机) 的联通ꎬ 均是一国实现数字

化转型的基本条件ꎮ④ 摩洛哥经过 ２０ 年的发展ꎬ 在电网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

０６

①

②

③
④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ｉｂ ｏｒｇ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ｐｒｉｖａｔｅ － ｓｅｃｔｏｒ －
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ｃｏｖｉｄ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３０

Ｋａｒｉｍ ＥＬ Ｍｏｋｒｉꎬ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ꎬ ２０２２ －０３ －２４ꎮ
Ｔｏｕｈａｍｉ Ａｂｄｅｌｋｈａｌｅｋꎬ Ａｚｉｚ Ａｊｂｉｌｏｕ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ｅｎａｙａｄ ｅｔｃ ꎬ “Ｈｏｗ Ｃａ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ｎｄ Ａｌｌ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ｒｆ ｏｒｇ ｅｇ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６３７５６６１２２＿７２４＿８３２６２２＿
１５０３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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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ꎮ 该国实现了城市电力、 电信网络、 数据中心和用户终端设备的联通ꎬ
１９９６ 年启动的全球农村电气化计划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ＰＥＲＧ) 为其国内 ９９％的农村人口提供了电力保障ꎬ 并于 ２０１６ 年实现了联合

国关于电力供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目前ꎬ 即便是最贫穷的社区ꎬ 居民的屋

顶上都安装了卫星天线ꎬ 普通民众都可以使用全球电信网络ꎮ 此外ꎬ 摩洛哥

将投资重点转向了移动网络运营ꎬ 先行投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ꎬ 覆盖从算力

技术、 通信网络到智慧应用系统等一系列领域ꎬ 以期进一步提高网速ꎬ 为用

户提供可靠的和可负担的互联网服务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摩洛哥已有 ５ 条国际海底电

缆和 ３ 个卫星地面站ꎬ 其中 ２ 个国际通信卫星 ( Ｉｎｔｅｌｓａｔ) 和 １ 个阿拉伯卫星

(Ａｒａｂｓａｔ) 与亚洲、 非洲、 欧洲、 大洋洲连接ꎬ 其通信枢纽为卡萨布兰卡和拉

巴特ꎮ 同年ꎬ 全国每 １００ 人中拥有 ６ 部固定电话、 １２８ 部移动电话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摩洛哥互联网用户达 ２ ５４０ 万ꎬ 全国网络普及率 ７１ ３％ ꎬ 高于非洲乃至全球

的平均水平ꎻ 全国社交网络用户数 １ ７００ 万ꎬ 占比为 ４７％ ꎻ 手机上网用户

１ ６００万ꎬ 占比为 ４４％ ꎻ 移动电话用户为 ４ １７８ 万ꎬ 其中 ３４０ 万人使用 “４Ｇ”
网络ꎮ 根据互联网包容性指标ꎬ 摩洛哥在网络连通程度、 普及程度和硬件水

平方面全球排名第 ６２ 位、 非洲第三位ꎮ①

２０１７ 年ꎬ 卡萨布兰卡引进了智慧交通系统ꎬ 光纤传输距离达 ２２０ 多公里ꎬ
主要交通路口新增摄像机是原有数量的一倍以上②ꎬ 该系统的使用极大改善了

城市运行效率ꎮ 经过近 ５ 年的发展ꎬ 摩洛哥移动互联网速度的全球排名居第

５２ 位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ꎬ 但该国互联网运行速度

依然在提高ꎬ 远超全球平均水平ꎮ 其中ꎬ 移动互联网速度提高了 ２３％ ꎬ 固定

互联网速度提高了 ８％ ꎬ 而全球上述两项网速则分别提升了 ７％ 和 ５％ ꎮ 到

２０２０ 年中期ꎬ 摩洛哥人已经可享受非洲传送数据速度最快的移动宽带服务ꎮ③

摩洛哥在通信网络方面的布局主要聚焦于产业发展ꎬ “４Ｇ” 网络基本分布于沿

海发达地区ꎬ 如首都拉巴特、 经济大省卡萨布兰卡、 工业港口城市丹吉尔ꎬ 以

１６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１

“ ‘Ｓｍａｒ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ａｓａｂｌａｎｃａ ｔｈｉｓ Ａｐｒｉｌ”ꎬ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ｒｏｃｃｏ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０５６１８ / ｓｍａｒｔ － ｔｒａｆｆｉｃ － ｓｙｓｔｅｍ － ｃｏｍｉｎｇ － ｔｏ － ｃａｓａｂｌａｎｃａ － ｔｈｉｓ － ａｐｒｉ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２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 Ｓｕｍｍａｒｙ＿０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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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陆的菲斯等旅游城市ꎮ 在网速方面ꎬ 目前在海边商业区和工业区的比特率

率先达到了 “１Ｇ” 的水平①ꎻ 在技术与算力方面ꎬ 摩洛哥已着手建立自主化的

算力中心ꎮ 摩洛哥电信运营商 (ＩＮＷＩ) 在拉巴特科技城设立了其在摩洛哥的

第三个数据中心ꎬ 该数据中心定位是摩洛哥国家云储存中心ꎬ 用于储存国内

数据ꎬ 保障自身信息安全ꎬ 为企业提供安全、 便捷、 国际化标准的数据服

务ꎮ② 根据国际电信联合会 ( ＩＴＵ) 数据ꎬ ２０１９ 年摩洛哥网络覆盖率达

１００％ ꎬ “３Ｇ” 和 “４Ｇ” 网络覆盖率达 ９９％ ꎬ 并正在进行 “５Ｇ” 网络测试ꎮ
摩洛哥移动通信普及率高ꎬ 宽带互联网接入成本低ꎬ 移动互联网占所有互联

网连接的 ９３％ ꎮ③

(三) 培育数字经济文化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以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为根本的数字环境是以数字生产要素为中心的价

值链体系构建的先决条件ꎮ 摩洛哥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成为非洲大陆

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领导者ꎬ 最终利用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包

容性增长ꎮ 摩洛哥在利用数字化转型重塑产业发展环境的同时ꎬ 持续关注

数字经济发展态势ꎬ 培育全社会重视数字经济的文化氛围ꎮ 为此ꎬ 政府制

定了详细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路线图ꎮ 其一ꎬ 政府扩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ꎬ 将经济效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相结合ꎻ 为公民个人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

服务ꎬ 促进知识传播ꎬ 改善社会包容性ꎻ 其二ꎬ 实施电子政务计划ꎬ 提供

面向用户的公共服务ꎬ 且使公共行政部门了解用户对于政府服务多方面的

需求ꎬ 实现摩洛哥行政服务的数字化转型ꎬ 努力使用户满意度超过 ８５％ ꎻ
其三ꎬ 促进中小企业的计算机化ꎬ 加快摩洛哥数字经济的发展ꎮ 摩洛哥在

创建 ２ ５００ 家初创企业后ꎬ 成为联合国 “在线服务指数” 中位列非洲前三

名和全球前 ４０ 名的国家ꎻ 其四ꎬ 加大力度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发展ꎬ 开发本

地信息技术企业的业务潜力ꎬ 即通过支持本地企业的创建和发展ꎬ 促进具

有强大出口潜力的卓越生产部门的出现ꎬ 为国家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的社

会文化环境ꎮ 此外ꎬ 摩洛哥还提出了开发人力资本和构建网络信心两个辅

２６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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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ｗｉ 开设摩洛哥最大数据中心»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摩洛哥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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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ａｎｄ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ｔｍｌ / Ｍａｒｏｃ＿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３



摩洛哥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与实践　

助目标ꎬ 这些举措有力促进了摩洛哥经济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 ２０２０ 年摩洛哥国内生产总值有所下降ꎬ 为

１ １２８ ７１亿美元ꎬ 比上年减少了 ６８ ２９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７ １２％ ꎮ① 但是ꎬ 摩

洛哥侧重于改善营商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国家战略以及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 规划ꎬ 已经极大地提高了该国工业生产力ꎬ 产业竞争优势亦在不断提

高ꎮ 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的摩洛哥国别报告ꎬ 新技术———包括数字技术和

非数字技术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ꎬ 摩洛哥在农业和制造业增速的驱动下ꎬ 国

内生产总值已于 ２０２１ 年实现反弹ꎬ 达到 １ ３０２ ２７ 亿美元ꎮ②

总的来看ꎬ 摩洛哥 «工业化加速计划 ２ ０» 虽实施时间不长ꎬ 但已取得

初步积极效果ꎮ 从宏观层面来看ꎬ 信息通信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发展战略使

摩洛哥实现了信息技术产业化和工业产业数字化两大目标ꎬ 拉近了同发达国

家产业技术的差距ꎬ 改善了融资渠道ꎬ 并在微观层面释放了数字初创企业的

潜力ꎬ 新建企业数量不断攀升ꎮ 与此同时ꎬ 通过发展信息通信技术ꎬ 摩洛哥

成功应对了经济和社会包容性挑战ꎬ 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 就业和产品出口ꎬ
而且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ꎮ 根据中国华为公司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

全球联接指数ꎬ 摩洛哥在数字经济的关键领域ꎬ 如云潜力、 信息通信技术对

新业务模式的影响、 电信客户服务、 互联网参与和网络安全意识等方面的得

分ꎬ 已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或高于全球平均水平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摩洛哥数字化转

型成就在非洲大陆排名第二ꎬ 仅次于南非ꎻ 在阿拉伯世界仅次于阿联酋和沙

特阿拉伯ꎬ 位居第三ꎮ③

五　 余论

当今世界正处于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工业制造业产业融合的第三次浪

潮ꎮ 兴起于 １９９６ 年的第一次数字化浪潮涉及的行业数量非常少ꎬ 对宏观经

济层面的影响相当有限ꎬ 信息技术和工业制造业产业融合仅涉及广播、 通

信、 媒体和娱乐行业ꎮ ２００４ 年数字经济和工业制造业产业融合进入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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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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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ꎬ 此轮产业融合性质特殊ꎬ 拓展新市场的战略议程非常明确ꎬ 对金融业

影响巨大ꎮ 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之后ꎬ 在政府投资的推动下ꎬ 信息技术

进入金融服务业以及汽车行业ꎬ 政府通过购买大量资产脆弱的银行进行信

息技术管理以挽救并防止银行挤兑或崩溃ꎮ 在工业制造业领域ꎬ 信息技术

率先进入车辆通信和广播系统ꎬ 但产业融合的程度非常低ꎬ 对整个汽车行

业的影响也非常有限ꎮ 这两次数字化浪潮均由不同因素驱动ꎬ 对产业影响

也不尽相同ꎮ ２０１４ 年至今兴起的信息技术和工业制造业产业融合的第三次

浪潮ꎬ 以颠覆性力量正在全面影响包括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所有行业领域ꎮ 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ꎬ 大量高科技企业进入不同行业领

域ꎬ 并不断放大当前数字化浪潮对未来生产力和宏观经济的影响ꎮ 尽管在

过去几年中ꎬ 信息通信技术的颠覆性作用和影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ꎬ 但

其主要表现形式仍是产业融合ꎮ
摩洛哥是最早制定数字经济长期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之一ꎬ 政府非常重视

工业和信息技术发展ꎮ 摩洛哥政府推出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数字化战略ꎬ 分

别从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发展、 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发展、 信息技术与旅游

业发展等方面破除了制约摩洛哥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瓶颈ꎬ 为信息技术与工业

产业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它不仅得到了世界银行国家普惠金融项目的支

持和推动ꎬ 还受到非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融资支持ꎮ 基于摩洛

哥取得的成就ꎬ 世界银行于 ２０１９ 年与摩洛哥在 «国家伙伴关系战略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ＣＰＳ) 基础上ꎬ 续签了新的 «国家伙伴

关系框架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ＣＰＦ)ꎬ 对摩洛哥

信息技术发展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ꎮ① 摩洛哥工业的数字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

技术率先运用在汽车工业、 磷酸盐工业和航空航天领域ꎮ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

相比ꎬ 摩洛哥工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已经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

集型产业ꎮ 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力量ꎬ 首先是政府政策主导的汽车工业的发

展ꎬ 其次是航空工业的发展ꎮ 摩洛哥的汽车工业目前是非洲大陆的第二大产

业 (仅次于南非)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ꎬ 摩洛哥信息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战略

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ꎬ 使得工业生产数字化进程加快ꎮ 从 ２１ 世纪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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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与实践　

个十年开始ꎬ 摩洛哥将数字技能列入人力资源培养的特殊目标ꎬ 职业教育和

培训中的熟练劳动力开始向数字与在线学习转型ꎮ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ꎬ 但

目前ꎬ 摩洛哥在数字服务云计算、 软件开发等领域没有明显优势ꎬ 信息技术

与工业产业融合存在竞争优势不突出、 关键技术受限、 比较优势不强等发展

中国家普遍性情况ꎮ①

经过 ２０ 余年的发展ꎬ 摩洛哥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ꎬ ２０２０ 年人口贫困率仅

４ ８ ％ ꎬ 系非洲贫困率较低国家ꎮ② 信息技术行业是该国提升经济竞争力的主

要驱动力之一ꎬ ２０１９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５％ 至 ６％ ꎬ 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

会ꎮ 摩洛哥在工业振兴计划基础上ꎬ 通过实施产业生态方法ꎬ 推动信息技术

与工业的产业整合、 产业渗透和产业交叉ꎬ 最终实现信息技术与工业产业融

合ꎮ③ 有效的信息技术支持使得价值链上的每个过程和每个环节能够顺利运

行ꎬ 信息技术和工业产业融合成为摩洛哥工业发展的加速器ꎮ④ 在信息技术和

工业产业融合方面ꎬ 摩洛哥成为阿拉伯国家电信行业发展的典型代表ꎬ 在信

息技术领域也处于非洲领先地位ꎮ
未来ꎬ 摩洛哥将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ꎬ 在生产流程智能化和物流系统建

设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ꎬ 提升生产效率和标准化水平ꎬ 重点发展汽车工业、
电子工业、 航空工业、 纳米、 微技术及生物技术ꎬ 推动工业化进程ꎬ 全面提

升国家竞争力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５６

①

②

③

④

Ｊｉｈａｄ Ｄａｒｄａｒꎬ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Ｂｅｎｇｕｅｒｉｒ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ｍａｒｔ Ｇｒｉｄ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ｒｏｃｃｏ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３３２１３１ / ｎｅｗ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ｅｎｔｅｒ － ｉｎ － ｂｅｎｇｕｅｒｉｒ － ｔｏ － ｄｅｖｅｌｏｐ － ｓｍａｒｔ － ｇｒｉｄｓ －
ｉｎ －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０３

“Ｐ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ｒｏｃ ｍａ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ｐ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 ｆｉｇｈｔ －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ｐｏｖｅｒｔｙꎬ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６

Ｏｌｅｇ Ｌｏｂａｎｏｖꎬ Ｖｌａｄａ Ｓｃｈｕｇｏｒｅｖａꎬ ａｎｄ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Ｍｉｎａｋｏｖ ｅｔｃ ꎬ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４ ０ 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Ｇｅ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Ｉｓｓ 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２０３ － ２０９

Ｔｋａｃｈｅｎｋｏ Ｖｏｌｏｄｙｍｙｒꎬ Ｋｌｙｍｃｈｕｋ Ｍａｒｙｎａ ａｎｄ Ｔｋａｃｈｅｎｋｏ Ｉｒｙｎａꎬ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１４ － 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