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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地理信息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
熊伟 贾宗仁 马萌萌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衡量某一区域或行

早在 1928 年，美国经济学家、数学家

业科技竞争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柯布(Charles W. Cobo) 和道格拉斯(Paul

的综合性指标。我国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

Howard Douglas)根据历史资料统计,研究

明确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

1899 年 1922 年之间美国的资本和劳动这两

标之一是，到 2020 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

种生产要素对美国经济增长因素贡献情况

长的贡献率达到 60%。对于测绘地理信息领

的分析，在继承与发展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域来说，长期以来都未健全科技进步贡献率

上，得出产出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等主要生

这一客观反映和衡量科技创新水平的综合

产要素贡献结果的结论。即生产函数：

性指标。本文以我国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

Y=A(t)KαLβμ。式中 Y、L、K 分别代表产值、

企业和测绘资质单位作为测绘地理信息产

劳动投入（一般指劳动力数量，单位是万人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对象，运用国内外

或人）、资本投入（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

通用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计算理论和模型，结

单位是亿元或万元，但必须与劳动力数的单

合调研数据，综合统计分析测绘地理信息产

位相对应，如劳动力用万人作单位，固定资

业科技进步对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情况。

产净值就用亿元作单位）；α、β则为参数，

一、科技进步贡献率计算的基础理论

分别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劳动的产出

目前，对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国

弹性系数；A 为常数，表示变动因素；μ表

内外理论界广泛采用生产函数法，如生产函

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继柯布─道格

数模拟法、索洛余值法、CES 生产函数法、

拉斯之后，众多经济学家继续运用生产函数

1

增长速度方法、丹尼森增长因素分析法等 。

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在研究中，越来

生产函数法计算的基本思路是：在促进经济

越多的专家认识到技术进步因素对产出的

增长的投资、劳动和科技等诸多因素中，将

巨大贡献，生产函数中的 A 逐渐被定义为技

科技进步的作用单独分离出来，并给予定量

术因素变量。

的估价，以此来衡量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

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

的作用。

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

1

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

https://iask.sina.com.cn/b/8013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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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根据α和β的

二、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科技进步贡献率

组合情况，它有三种类型：

测算情况

①α+β>1，规模报酬递增，表明按照

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科技进步贡献率的

现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

测算主要采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推荐使用

利的。

的增长速度方程：E=1-(αK+βL)/Y。其中，

②α+β<1，规模报酬递减，表明按照

测算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资本产出弹性系

现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得

数β可以运用份额估计法、线性回归法等多

不偿失的。

种方法，需要较多年份的连续历史数据来进

③α+β=1，规模报酬不变，表明生产

行反算。

效率并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

结合上述基本情况，考虑到实际调研工

有提高技术水平，才会提高经济效益。

作难度，本研究选择将截至 2016 年底的测

在实际工作中，通常都取值α+β=1 和

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业和截至 2017 年底

μ =1，来计算科技进步贡献情况。通过对

的测绘资质单位作为测算对象，分别采用问

Y=A(t) LαKβμ函数进行数次转换，即可得

卷调研和年报数据统计分析的方式进行研

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简化计算

究。其中，通过问卷调研，获取了测绘地理

方程：E=1-(αK+βL)/Y，其中，Y、L、K 分

信息高新技术企业 2013 至 2016 连续四年的

别代表产值、劳动投入、资本投入的增长速

相关数据；通过测绘地理信息统计直报系

度，E 代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统，只能获取到测绘资质单位 2015 至 2017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和我国的实践，目前我国

连续三年的相关数据。因而，由于缺乏必要

采用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

数据，本项研究工作不对α和β进行测算，

主要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又称柯布─

直接采用我国相关政府部门推荐使用的系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中，一般取α=0.2～

数范围：α=0.2～0.3，β=0.8～0.7。

0.3 ， β =0.8 ～ 0.7 ； 而 国 际 上 一 般 取 α

（一）基于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业

=0.2～0.4，β=0.8～0.6。根据《中国统计

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情况

年鉴》的定义，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广义技

本研究主要对截至 2016 年底、具有测

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它反映在经

绘资质、通过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 646 家测

济增长中投资、劳动和科技三大要素作用的

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业中，主营业务为测

相对关系。其基本含义是扣除了资本和劳动

绘地理信息业务或测绘地理信息业务财物

以外的科技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独立核算的 296 家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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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涵盖全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据此，运用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长速度方

发放调查问卷。基于此，调研组采用依托省

程：E=1-(αK+βL)/Y，测算得出 2015 和 2016

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 2 和自行发放调查

年，我国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

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相关工作，共回收调

进步贡献率均已达到 60%以上的水平，详情

查问卷 226 份，总体反馈率约为 76.35%。在

参见表 1-2。

226 份回收问卷中，甲级单位 111 份，乙级

表 1-2 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进步

单位 100 份，丙级单位 14 份，丁级单位 1

贡献率测算结果

份。
在实际测算工作中，对 226 家测绘地理
信息高新技术企业反馈的数据进行了综合
筛选，对于测绘地理信息从业人员数量、固
（二）基于测绘资质单位的科技进步贡

定资产原值、营业收入等情况填写不完整、

献率测算情况

不合理的反馈问卷，不予采用，最终确定有
效问卷 183 份，有效率为 81%。通过对 183

本研究通过登陆测绘地理信息统计直

份调查问卷的综合统计分析，得到测算科技

报系统，以测绘资质单位作为测算对象，对

进步对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所需要的从业

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科技进步贡献率情况进

人数及其增长率、固定资产原值及其增长

行了相关测算。由于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需

率、营业收入及其增长率等数据，详见表

要至少两年以上相对完整的固定资产原值、

1-1。其中，固定资产原值增长率、从业人

从业人员数量、产值等数据，因而在实际测

数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对应着科技

算工作中，必须对已有的测绘地理信息统计

进步贡献率增长速度方程中的资本增长速

年报数据进行系统筛选。
首先，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管理信息

度 K、劳动增长速度 L、产值增长速度 Y。
表 1-1 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进步

中心的协助下，获得了 2017 年相关年报数

贡献率测算数据

据，经统计整理，共有 2102 家（甲级 401
家、乙级 1701 家）测绘资质单位均填写了
固定资产原值、从业人员数量、产值等三项
指标数据（剔除了固定资产原值或产值在 10
万元以下的单位）。第二，进一步分析 2102

2

感谢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行业管理人员的支持和
帮助。

家测绘资质单位所填写的相关数据，对属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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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性质的单位填报的数据、以及填报

表 1-3 2016 年测绘地理信息资质单位科技进步贡

不完整（有些单位只填写了部分数据且不连

献率计算数据

续）、不合理（比如有些单位三年的同一指
标数据都一样）的数据，不予采用，确定有
效数据 1901 组。第三，进一步分析 1901 家
资质单位填报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适用
表 1-4 2017 年测绘地理信息资质单位科技进步贡

性，结果并不是每家单位都完整填报了

献率计算数据

2015、2016、2017 的数据，因而课题组决定
分别计算 2016 年和 2017 年的科技进步贡献
率。在计算 2016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时，需
要 2015 和 2016 两年的完整数据，共有 182
家测绘资质单位填报的数据不完整或不准

据此，运用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长速度方

确，最终确定有效数据 1719 组（其中甲级

程：E=1-(αK+βL)/Y，测算得出 2016 和 2017

单位 359 家，乙级单位 1360 家，158 家测绘

年我国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科技进步贡献率

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在计算 2017

情况，详情可参见表 1-5。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时，需要 2016 和 2017 两

表 1-5 测绘地理信息资质单位科技进步贡献率

年的完整数据，共有 8 家测绘资质单位填报

测算情况

的数据不准确，最终确定有效数据 1893 组
（其中甲级单位 374 家，乙级单位 1519 家）。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综合统计分析，得到
测算 2016 和 2017 年测绘地理信息科技进步
对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所需要的从业人数
及其增长率、固定资产原值及其增长率、营
业收入及其增长率等数据，详见表 1-3、表
1-4。其中，固定资产原值增长率、从业人

三、综合结论分析

数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对应着科技

（一）基本结论

进步贡献率增长速度方程中的资本增长速

由于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整体上属于技

度 K、劳动增长速度 L、产值增长速度 Y。

术密集型行业，因而在测算测绘地理信息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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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科技进步贡献率时，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

测绘资质单位基本都是一些从事工程测量、

取值不应太高，采用国家推荐的 0.7。

不动产测绘的传统企业，很少从事科研活

基于此，经统计分析，得出：

动。因而，如果将丙丁级测绘资质单位也纳

 2015 年，我国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

入整个测算的范畴，可以预知，整个测绘地

术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理信息行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际情况比

66.82％。

测算情况还要略低一些。

 2016 年，我国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

（三）对策建议

术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测绘地理信息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项

62.46％。

科学评价我国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与产

 2016 年，我国测绘资质单位科技进

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科技进步贡献率

步贡献率为 49.37％。

的高低往往能够说明该行业、该领域科技进

 2017 年，我国测绘资质单位科技进

步的真实水平。总体来看，实现我国测绘地

步贡献率为 46.77％。

理信息科技进步贡献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

（二）比较分析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通过与同期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情况

一是应从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自身

的比较分析（详见表 1-6），不难发现，我

进行突破，鼓励测绘地理信息企事业单位建

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明显

立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将各单位

低于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水平。

科技创新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评估其是

表 1-6 近年国家和测绘地理信息科技进步贡献率

否具有相应能力参与财政资金投资科研项

比较分析

目甚至工程项目、生产项目的重要指标之
一。
二是应从测绘地理信息业务的研发经
费投入、研发人员投入等方面做文章，鼓励
测绘地理信息企事业单位加大研发经费、研

由于本次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科技进步

发人员投入比例，在全行业营造以科技创新

贡献率的测算对象未覆盖测绘地理信息行

为导向的良好发展氛围。

业的丙丁级测绘资质单位，而截至 2016 年，

三是应积极调整测绘地理信息产业结

丙丁级测绘资质单位数量占比达到

构，培育、扶持出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测

73.46％，产值占比为 17％。同时，丙丁级

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业、龙头企业、中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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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型以上企业，逐步降低丙丁级测绘资质

技成果转化力度，孵化出一批测绘地理信息

单位数量、人员规模、产值规模所占比例。

相关专业方向的高新技术企业，丰富测绘地

四是引导和鼓励测绘地理信息相关专

理信息市场下游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我国

业方向的三百多所相关高等院校、以及各类

测绘地理信息产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

科研院所加快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及相关激

（作者单位：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

励奖励制度，逐步优化测绘地理信息科技成

发展研究中心）

果转化体制机制，不断加大测绘地理信息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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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无人机等新兴装备发展的隐含风险
——大数据时代下的地理信息数据安全隐患案例之四

2018 年 1 月 26 日，由国务院、中央军

具备的巨大应用潜力和广阔应用前景，对无

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起草的

人机产业发展给予广泛重视和大力扶持。我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

国无人机产品种类齐全、功能多样，已具备

意见稿)》在工信部官网发布，引起了社会

了自主研发和设计低、中、高端无人机的能

各界广泛关注。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战略层

力，并基本形成了配套齐全的研发、制造、

面对无人机未来发展及管理做出指导与部

销售和服务体系，部分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

署。

水平，无人机产业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
一、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

二、无人机测绘隐含的地理信息安全风

无人机产业是一个新兴的高科技产业，

险

从研发、制造到使用、管理及服务涉及诸多

在无人机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无人机测

领域。据美国蒂尔集团的预测，全球无人机

绘作为一种新型测绘方式也得到了迅猛发

的市场规模将由 2015 年的 64 亿美元增至

展。无人机测绘通过低空多位镜头摄影获取

2024 年的 115 亿美元，累计市场总规模超

高清晰立体影像数据，自动生成三维地理信

过 891 亿美元。其中到 2024 年，全球民用

息模型，实现了地理信息的快速获取，具有

无人机的市场份额将增加至 12%，达到 16

效率高、成本低、数据精确、操作灵活、可

亿美元。根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预

用性强等特点，可满足区域性高精度测绘需

测，未来 10 年，全球对军用无人机的需求

求，极大地调节测绘内、外业的协同工作。

会在目前基础上增加 3 倍，逐步形成的全球

随着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世界上越来越

民用无人机市场也将取得快速发展。

多的罪犯正在把无人机当作新的作案工具，

目前，军用无人机数量最多，技术水平

我国各地曾多次出现因航模和无人机“黑

也最高。民用无人机主要集中在科学研究和

飞”引发的案件。2014 年北京国遥星图航

政府相关部门内，产业链下游尚未完全形成

空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操纵燃油助力航模飞

规模化且长期稳定的商业客户群体。世界各

机进行航空测绘，致多架次民航飞机避让、

国都已意识到无人机在军用和民用领域所

延误，造成大量经济损失，“黑飞”被告人
8

测绘论坛
最 终 以 “ 过 失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纵者又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技巧来隐匿无

罪”获刑。该公司在明知不具备航空摄影测

人机的飞行轨迹，通过无人机进行非法测绘

绘资质且未申请空域的情况下，指派员工对

通常很难被发现，因此，仍然有好奇者偷偷

河北中色测绘有限公司承接的河北三河公

放飞无人机，不法分子难免会混迹其中。

务机场项目进行航拍测绘。案中涉及的航模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

飞机，展翼 2.6 米，机身长 2.3 米，高约

例(征求意见稿)》，市面上消费级无人机，

60 厘米。此前相关案件被告人被处以罚款

多属于轻型无人机范畴，不需要适航管理，

或行政拘留的处罚，该案件的处罚为国内首

需要实名认证和定期向公安报备，但无人机

次。

厂商认为满足日常消费需求的无人机实名
同时，随着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无人机

销售要求尚待商榷。从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

的性能指标不断优化。民用消费级无人机体

全的角度来说，在无人机管理方面，应实行

积小巧，便携折叠，飞行时间半个小时左右，

从严管理的原则，尽快明确合法与非法从事

就可以轻松获取 8 公里范围 4800 万像素的

无人机活动的边界，对于未经审批、无相应

超解析照片。基于这样一些特点，无人机玩

资质的单位或个人依托无人机进行的非法

家越来越多，部分玩家已涉嫌非法测绘。尽

活动严惩不贷。

管在边境线及一些重要地区，有关部门已通

（作者单位: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

过横幅、现场广播等形式提醒民众禁止无人

发展研究中心）

机飞行，但鉴于无人机的隐蔽性，无人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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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承认其在追踪用户位置
日前，据 GeospatialWorld 报道，谷歌

地图)时，位置数据也会被保存。而在之前

承认了它们正在全天跟踪用户位置，但对用

的介绍页面中，谷歌的介绍是:“关闭‘位

户位置信息是否上传未作说明。谷歌修改了

置历史’记录功能，你的位置信息将不会被

“位置历史”功能的详细说明，列举了“位

存储。”

置历史”设置是如何工作的，并澄清了即使

早在去年，谷歌公司在其服务条款中就

用户禁用了这一功能，它仍会继续跟踪用

已经写到：当您使用 Google 服务时，我们

户。

可能会收集和处理有关您实际所在位置的
几天前，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信息。我们会使用各种技术进行定位，这些

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称谷歌在关闭了“位

技术包括 IP 地址、GPS 以及能够提供相关

置历史”功能后，仍在追踪用户的位置。修

信息的其他传感器（比如说可能会为

改后的“定位历史”帮助页面中写到:“此

Google 提供附近设备、Wi-Fi 接入点和基

设置不会影响设备上的其他位置服务。”谷

站的信息）。

歌还承认，当用户使用其他服务(如搜索和

（根据搜狐科技整理）

法国计划 2022 年普及自动驾驶
近日，法国政府宣布，将全力支持自动

妮·伊德拉克负责国家层面自动驾驶汽车

驾驶汽车的发展，目标是在 2020～2022 年

战略的制定，包括新法规、试点项目、网络

期间在该国的公共道路上普及自动驾驶汽

安全以及隐私问题的相关规定。法国第一批

车。也就是说，法国政府计划到 2022 年，

自动驾驶立法草案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制

公路上将出现完全没有驾驶员的公交车和

定完成，一旦通过，将允许 Level 3 和 Level

快递车，出租车可能还有驾驶员，但他们可

4 级别的自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以及私家

能大部分时间只需要监控而无需开车。

车上路行驶。

据悉，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高级官员安

自 2004 年以来，法国已经开展了 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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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自动驾驶测试项目，包括自动驾驶出租

2019 年起，法国全国道路将向完全自动驾

车、公交车还有私家车。此外，法国政府又

驶汽车测试开放，以加快该国自动驾驶汽车

拨款 4000 万欧元以资助新项目，希望能帮

的研发，“促使法国成为欧洲科技变革最具

助该国占领自动驾驶领域的制高点。

吸引力的国家”。

前不久，法国政府与该国汽车制造商标

法国的自动驾驶领域最新的进展是创

致雪铁龙（PSA）集团、雷诺以及多家供应

业公司 Navya。这家公司 2014 年成立，主

商签订了战略协议。法国政府希望，到 2022

打产品是一种可以坐 15 人的自动巴士，最

年该国实现 100 万辆电动汽车上路。为此，

高时速 45 千米每小时，很适合在居民区、

法国经济部拟定了一份文件，希望帮助行业

企业园区里面自动运营。7 月 24 日，Navya

应对电动化和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技术

在巴黎的 Euronext Exchange 交易所上市，

颠覆”。

募资 3800 万欧元，发行时总市值为 1.9 亿

今年 5 月，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宣布了

欧元。

该国自动驾驶汽车发展战略，明确表示从

（根据中国汽车报整理）

未来 10 年全球将发射 7000 颗小卫星
2018 年 8 月 ， 欧 洲 咨 询 公 司

是迄今为止最主要的应用，预计 2018-2027

（Euroconsult）发布了《小卫星市场前景》

年将发射近 3500 颗小卫星（其中 2 个超级

报告。报告指出，小卫星市场正在进行大规

星座占 92％）；对地观测卫星数量将增加

模扩张，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系统能力。

近 3 倍，预计 2018-2027 年将发射 1400 颗

据悉，未来 10 年，全球将发射约 7000

小卫星，仅 3 个星座计划发射超过 800 颗卫

颗小卫星，比过去 10 年间发射的 1200 颗小

星，其中 2 个是立方星星座；数据采集、窄

卫星增加 6 倍。约 50 个星座的卫星数量占

带通信（AIS、ADS-B、物联网、M2M 通信等）

总量的 80％以上，其中 2 个是超级星座。

市场不断增长，未来将发射 14 个星座共计

过去，小卫星主要用于测试技术和有效

850 颗卫星，目前正在筹集资金或进行发射

载荷，或用于教育目的。在未来 10 年间，

试验。

以下 3 类应用将主导小卫星市场：宽带通信

（根据腾讯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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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于 2018 年底发射第一颗 GPSⅢ军用卫星
美国空军日前宣布，第一颗 GPSⅢ军用

米。新一代 GPSⅢ卫星寿命将延长至 15 年，

卫星 SV-01 将于 2018 年 12 月 15 日在佛罗

是二代星使用寿命的 2 倍。

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由“猎鹰”

新一代 GPSⅢ卫星中，民用频段和军用

9 布洛克 5 型火箭发射升空，之后便交由美

频段得到了分离，增加了专门的 L1C 民码信

空军使用。第二颗 GPSⅢ卫星 SV-02 已经完

号频段，可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互通，容许

成所有的测试，已经具备发射升空的条件，

民用范围的国际卫星通用，即三代星发送的

计划于 2019 年初发射。

同时，将制定一个新的用户端接收机标准，

新一代 GPSⅢ卫星作为美空军第三代

新的接收机使用者将可通过欧洲的“伽利

GPS 卫星，其精度较之前的二代卫星提高了

略”卫星定位系统及其它系统进行定位。这

三倍，抗干扰能力提高了八倍，它可以依据

种设计将令民用定位卫星增至最多 90 个，

需要，迅速关闭特定地理位置的导航信号发

与美国 GPS 现有的 30 个相比，精准度得到

送，而 GPS 一代星不能关闭特定地区的导航

提高。

信号，二代星要关闭特定地区的导航信号也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经向美国空军提

极为繁琐。

议，必须再出资制造 22 颗 GPSⅢ卫星，使

新一代 GPSⅢ卫星采用高精度信号发

GPSⅢ卫星的数量达到 32 颗，用于全面替换

送组件，结合新一代的用户端接收机，可将

目前在轨运行的二代星。

定位系统的精准度从目前的 3 米提升至 1

（根据新华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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