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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该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方法论,探讨了新时期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所处的环境背景以及现实需求,指出
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对于应对金融危机的紧迫性,讨论了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本质差异,提出了通过建立
面向需求的科研计划体系、衔接好科研计划市场和技术市场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政策主张。 该文还从科学
发展观出发,提出了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基本含义和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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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科技成果是人们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中

了报酬;只要课题通过了验收,整个项目就算完成

取得的成果,是人们在科学技术领域从事创新性劳

了。 至于科研成果能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也许并不

动的智慧结晶。 科技成果转化是有目的、有计划、有

是科研主体的利益所在。 在市场经济这个前提下,

组织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活动,是对科技创新成果

政府就是高校和科研机构面对的 “ 市场冶 , 而这 个

进行实用化、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过程。 从贯彻科学
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新时期的科技

“市场冶 和通常所说的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从本质上
来说,都是交换的场所。 所不同的是,普通商品市

成果转化需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适应宏观环境

场,购买者通过支付货币,实现商品的价值,最终目

的变化,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

的是取得商品的使用权,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

率,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促进经济

使用价值的存在并为使用者所认可,是实现商品价

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值的关键。 但是在科研计划这个特殊的市场,支付

1摇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货币的并不是科技成果的最后使用者,而科研主体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建立了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落实和贯彻科学
发展观,要求从现阶段的国情出发,寻找解决工作问
题的新思路。 在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基本前提下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就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
的基础性作用。 这里所说的科技成果,主要是指列
入国家和各级政府计划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成果。
如果是企业为了自身发展需要,自己花钱开发出来
的新产品,新技术,是不需要政府去做科技成果转化
工作的。 因为没有市场的项目,企业不会自己去投
资开发;没有市场的产品,企业也不会自己去投资生
产。 但是,政府的科研计划就不一样了,高校或科研
机构只要把科研经费拿到手,其科研劳动就已经有

也不需要最后的潜在用户对使用价值的认可,只要
拿到课题经费,科研主体就从计划管理主体这里实
现了其科研劳动的价值。
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在市场经济
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由市场承担
的。 如果把科技成果看作一种技术资源,那么两个
市场的分离,使得科技成果脱离了它的最终应用市
场,这是科技成果转化低效率的关键所在。 在科研
计划市场,科研主体出售的不是科技成果而是科研
劳动。 只有促使科技成果商品化,充分发挥技术市
场的科技资源的配置作用,实现科研计划市场和科
技成果市场———技术市场的衔接和统一,才能从根

本上提高科技转化的效率。 可以从技术市场供给、
技术市场需求两个方面着手,来实现这个目标。 从
市场供给的角度来看,政府部门在进行科研计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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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增加技术市场的商品供

地依赖于国际经济大环境。 所以金融危机对中国的

给,提高技术市场的竞争性和效率。 从技术市场需

影响才会这么快就显现出来,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

求出发,可以通过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措施、对落

受到了严重冲击,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

后技术的惩罚措施、对消费者采用新技术产品的鼓
励措施来扩大对技术和科技成果的需求。

从表面上来看,这场声势浩大的金融风暴是由
于美国华尔街的投机家们违背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

但是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活动的一

的所谓“ 金融创新冶 引发的。 但究其根本原因,乃是

种组织方式,虽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矫正机制,

虚拟经济的扩张偏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最后导致

但这种自我矫正机制并不是万能的。 实际上,无论

金融泡沫破灭而已,与 20 世纪末的互联网眼球经济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不认为这

泡沫的破灭并无二致。 有资深专家认为:“ 此次世

种自我矫正机制是完美无缺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

界金融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创新

危机周期理论断言,由于私人生产组织的高度计划

没有产生足以支持新的产业诞生的技术成果。冶 [2]

性和市场竞争导致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必

应对这场危机,尽快复苏经济是当务之急。 在

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 西方宏观经

这场大危机面前,各国政府纷纷抛出救市招术,能否

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认为,被古典经济学视为常态

奏效,何时奏效,从目前情形来看,下结论还为时过

的市场出清和充分就业均衡,只是一种特殊现象;自

早。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光靠凯恩斯宏观经济干

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

预的三斧头,或者说仅仅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机制。 所以凯恩斯“ 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

的刺激,只能解决燃眉之急。 坚持科技创新,加快科

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

技成果转化,并把科学技术及时转化为生产力,才是

实现充分就业。冶

[1]

走出金融危机,维持经济稳健运行的根本出路。 因

技术市场也是市场,技术市场作为科技成果资

此,要说这场金融危机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有什么

源配置的一种组织方式,离开政府的监督和引导,同

启发意义的话,那就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样很难实现市场的自动矫正机制,而且由于科技开

和迫切性。

发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技术本身的无形资产

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可以增加国内的市场需求。

特征,市场失灵更容易发生。 政府不仅要从需求和

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方面应用、推广新技术,淘汰

供给的角度对技术市场进行调节,而且还要花大力

资源损耗大、排放污染严重的旧设备、旧产品,不仅

气营造技术市场的良好运行环境,通过立法工作,弥

可以拉动对新的技术产品本身的需求,而且由于设

补法律缺陷和法律漏洞,为技术市场提供良好的法

备更新、产品升级换代,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投

律制度环境;对计划内的科技成果实行强制登记制

资增长,最终拉动经济的整体增长。 也可以对应用

度,对科研计划的应用进行跟踪、评估,构造信息平

新技术的投资采取减税、抵税等鼓励措施,降低采用

台,公开相关信息,改变科技成果转化的信息环境;

新技术的成本,提高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促进

等等。 总之,政府在建立、监督、维护技术市场的良

投资增长。

性循环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2摇 应对金融危机需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同样可以增加国外的市场
需求。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最终取决于产品
的技术、质量和性价比。 由政府协调、组织产学研的

由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经济危机,在很短的时

力量,对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产品进行解析、消化、

间内就席卷全球,演变成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危

吸收、创新、超越,再打回国际市场,击败师傅,赢得

机波及之处,股票指数下跌,房产泡沫破灭,企业频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是日本自二战以来恢复、振

频倒闭,员工大批失业,各国经济急速下滑。 由于对

兴经济的基本经验。 要 继 续 通 过 “ 863 冶 这 样 的 计

外开放的实行,中国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封

划,密切跟踪国外的重大科研动向和高精尖技术,同

闭经济逐步发展成为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经济,尤

时还要对研究成果加快消化吸收,尽快转化为国内

其是在加入 WTO 后,国内经济融入了国际经济,国

企业的竞争力。 要花大力气对国际和发达工业国家

内市场成了国际市场的一部分,经济发展越来越多

产品标准、技术标准、质量标准进行跟踪研究,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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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情,将研究成果转化应用,提高国内标准,保持

在商业交易过程中微观主体追求各自商业利益的行

国内标准的领先性。

为可能在“ 无形的手冶 [3] 的指引下促进公共利益,但

发展是第一要义,发展是硬道理。 贯彻落实科

也可能会以牺牲第三方的利益或者牺牲公共利益为

学发展观,要求充分认识国际大环境,从国情出发,

代价。 科技成果转化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是由

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出发,在克服困难中求发展,

政府主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旨在促进国家或区域

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把危机变为机遇,通过科技

经济发展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产业化过程。 在科

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创造市场

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可能也存在商业化过程,但是这

需求,并通过催生新的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整体调

种商业化过程本身是政府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链条

整和升级,率先走出经济低谷,并使中国经济走向更

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全部。 商

加稳定、健康的道路,在变化动荡的国际环境中赢得

业交易的目的在于追求个人利润,而科技成果转化

长远的竞争优势。

的目的在于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改善公共设施增

3摇 以人为本推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转化

进公共福利。 “ 三鹿奶粉事件冶 不能不说是一种技
术应用,但是这种用来在蛋白质检测中蒙混过关的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社会主义

技术应用绝不是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其结果不仅没

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有增进公共福利,反而严重危害了广大儿童的身体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改革开放

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公共危害。

30 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的利

是在生产安全、消费品尤其是食品质量等方面接连

益为本。 以人为本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就是要求政

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却令人反思。 科技成果转化的目

府部门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管理工作中,在科技

的是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但科技

推广计划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自觉地做到以最广

成果转化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活动同样必须抓住

大人民的利益为本,以国计民生为本。 政府是国家

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因为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发展,

利益的代表,国家利益在本质上是和公共利益高度

物质文明进步不等于精神文明进步,生活水平提高

一致的。 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

不等于生活质量提高,少数人的富裕和幸福不等于

从提高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出发,从改善公共设施和

最大多数人民的富裕和幸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公共生存环境出发,从增进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

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始终作为各级政府一

来制定科研计划和科技推广计划,组织实施重大科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技成果的应用工程,规范技术转移活动,提高科技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参与一切经济活

果转化的效率。 从技术转移的微观主体来说,以人

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

为本就是把科研技术人员的科研安全放在首位,把

化,市场中的一切交易都是利益相互矛盾、甚至相互

职工的生产安全放在首位,把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

冲突的经济主体之间讨价还价、实现利益均衡的过

放在首位。 政府的作用就是要用自己“ 有形的手冶

程。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涉及的微观经济主体包括

规范、引导微观主体的利益追求,把微观主体的利益

科技成果的生产者、科技成果的应用者以及在生产

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统一起来。

者和应用者之间搭建桥梁的科技中介。 科技成果的

4摇 新时期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需要统筹兼

生产者可以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可以是企业甚至
是个人。 科技成果的应用者可以是一般生产企业,
也可以是承担后续开发的科研机构。 如果科技成果
已经形成产品,那么应用者也可以是用户。

顾的几个关系

摇 摇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是促进经济社会

和谐发展的发展观。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

光有上述这些微观主体还构不成科技成果转

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新时期的科技成果转化工

化,只能产生技术转移活动。 技术转移是科技成果

作,应当统筹兼顾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知识产

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从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到另一个微

权保护的关系,统筹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

观经济主体之间的有偿让渡,是一种商业交易行为。

的关系,统筹兼顾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中各个利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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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才

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是辩证的矛盾统

能做好新时期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促进经济社会

一体。 如果知识产权保护过于严密,力度过强,就会

的协调发展。

强化知识产权所有者对科技成果的垄断,提高科技

4. 1摇 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成果的应用成本,延缓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商业化、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规定:“ 国

业化进程,因而对科技成果转化构成了障碍。 如果

家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行自主创

知识产权保护过于松懈,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权

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

益得不到保证,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对科研活动的回

指 导 方 针, 构 建 国 家 创 新 体 系, 建 设 创 新 型 国

报期望就会降低,就会挫伤他们从事科技创新活动

“ 国家保障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自由,鼓励

的积极性,减少技术市场的产品供给,不仅对科技成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规

素。

家。冶

[3]

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保护科学技术人员的合法权
益。冶

[3]

果转化构成障碍,对科技创新本身也是一个消极因

定:“ 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计划部门、经济综

只有统筹兼顾,采取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把知

合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依照国务院规定的

识产权所有者享有的权益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统

职责范围,管理、指导和协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地

一起来,才能既保护好科技工作者和科研机构的利

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

益,鼓励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积极性,又

内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冶

[4]

由此可见,鼓励科技创

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了经

新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都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两者

济发展。

都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教兴

4. 3摇 科技推广计划与技术市场之间的关系

国战略的重要途径。

科技推广计划是政府为推动科学技术的应用而

只有统筹兼顾、妥善处理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

制定、实施的计划,是政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

转化之间的关系,才能将“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

手段。 技术市场是科技成果交易的场所,不同利益

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导方针冶 落到

主体在技术市场通过讨价还价完成知识产权的有偿

实处。 没有创新,就谈不上自主,就永远落后;没有

让渡。 政府主导的科技成果推广计划和市场中自发

科技成果转化,就不能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

的技术转移相互补充,共同实现、完成科技成果转化

作用,就不能实现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这样一个系统工程。

作用。 没有自主创新,就不能实现科学技术水平的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先后颁布和实施

跨越;只有科技创新,没有科技成果转化,即使实现

了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国

了科学技术在局部领域的跨越,也不能实现经济社

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会发展的跨越。 只有把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结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科技兴贸行动计划、科研院

合起来,才能实现基础研究、重大共性技术、前沿技

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等一系列与科技成果转化

术的突破,创造新的产业,引领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

相关的计划,为“ 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资金、制度保

发展的未来方向。

障和政策 环 境,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4. 2摇 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

益。冶 [5] 例如从 1986 年开始实施星火计划到 1995 年

和技术开发活动中所取得的成果依法享有的所有权

了 35 254 个项目。 10 年中通过 937. 6 亿元的投入,

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是人们对在科学研究

和使用权。 科技成果转化是对人们在科学技术领域
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后续开发、实验、应用、推广、商业
化、产业化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大学、
科研机构、工厂是独立的经济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
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到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
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转移,从而引起知识产权的有
偿让渡问题。

底,全国组织实施了 66 736 项星火计划项目;完成

创造了 2 682. 7 亿元的产值,473. 9 亿元的利税。 更
重要的是,星火计划覆盖了全国 85% 以上的县,推

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增加了广大农民的收入 [6] 。

中国 1980 年在个别地区出现了技术市场,1996

年成交技术合同总额是 300 亿元,到 2007 年,成交
技术合同总额已经达到 2 226 亿元,平均单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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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额首 次 突 破 百 万 元, 比 1996 增 加 了 8 倍 [7] 。

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合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开创

项,成交金额 2 665 亿元,分别较 2007 年同期增长

共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政府的利

年的 101 万元上升到 118 万元,成交金额占国内生

必须承担起宏观管理责任,通过法律、政策和经济手

场中,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科技计划项目成果

达到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通过技术市场进行转移、转化的共有 26 287 项,成

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2008 年全国技术市场共认定登记技术合同 226 343

新兴产业、提高国内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改善公

2. 5% 和 19. 7% ,平均每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由上

益诉求和公共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决定了政府必然也

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0. 89%

段引导市场竞争和消费,引导科研和生产方向,最后

[8]

。 在 2007 年的技术市

交金额 439 亿元,占全国成交总项数和总金额的比
例分别为 11. 9% 和 19. 7% [9] 。

5摇 结论

由此可见,政府的科技推广计划和技术市场在

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经过计划经济时代的非均

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

衡发展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辩证发展观和可

后仍然必须对这两种手段统筹兼顾,综合利用,同时

持续发展观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摸索之后,由中共新

应该促使更多的政府计划内项目进入技术交易市

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全面、均衡、以人为本、强调统

场,引导新时期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高效运行。

筹协调和谐的发展观。 中国从建国以来就高度重视

4. 4摇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新时期的科技成果转化必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涉及到高校、科研机构、技术

须立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背景,充分发挥国家

中介、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等诸多从事微观经济活动

科技计划和技术市场的双重作用,以人为本,统筹兼

的主体,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微观经济

顾各方面的利益诉求,通过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对

活动主体也就是市场主体。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

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协调发展。

析,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外部性、自然垄断都会导
致技术市场的失灵,但这些都是离开市场主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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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from
the viewpoint of 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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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as methodolog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ractical demand we are facing in the work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points out the urgency
of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discusses the differ鄄

ences between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and tha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of establishing a demand-guide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system and integrating the

market for governmental R&D programs with the market for technology to rai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ccording to 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also presents several funda鄄
mental thoughts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overall conside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techno鄄
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trans鄄

fer; new peri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