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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系统化创新理念
构建高效能、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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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该文认为,从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的需求出发,要树立“ 技术创新、市场运作和知识产权
三者有机结合并高效运转冶 的系统化创新理念,致力于把握全球科技发展的新趋势,致力于引导体制创新的新方
向,致力于提升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致力于构建高效能、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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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99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在题为

其次,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实现创新型国家的

《 国家创新体系 (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 的报

需要。 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可分为资源型、依附型

告中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组

国家和创新型国家。 资源型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

织结构,这些部门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一个国家

的资源增加国民财富,如中东产油国家。 依附型国

传播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着国家的创新业绩。

家主要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技术而获得发

2008 年 6 月,国务院适时颁布实施《 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 ,历史性地把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

展,如拉美一些国家。 创新型国家是将大幅度提高
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作为基本战略,依靠科技创新作

提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为中国创新体系发展的重要

为发展的动力源泉,并由此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

里程碑。 但相对于现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际

的国家。 目前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约 20 个,其中

竞争的需要,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亟待建设与完善。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 这些国家研发人才

1摇 高效能、现代化国家创新体系是提升国家

丰富,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均

综合竞争力,应对国际经济挑战的必经之路

低于 30% ,其中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只有 10% 左

摇 摇 摇 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要想

世界的 99% ,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一般在

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道路,通过
建立高效能、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大幅度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实现经济的内生
化增长。

右。 这 20 个创新型国家拥有的发明专利总数占全
70% 以上,其中美国达到了 80% ,经济增长实现了
集约化。

再次,建设创新国家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

首先,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实现全球友好生态

以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

环境的需要。 从全球经济来看,未来几十年,世界上

战略目标,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人民生活水平都获

包括中国 13 亿人口在内的 20 亿至 30 亿人,将逐步

得显著提高。 虽然中国经济总量现已排名世界第

迈进现代化行列,能源资源需求和生态环境压力将

二,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经

大幅上升。 快速发展与地球有限承载能力的矛盾将

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

日益尖锐,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

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

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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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日益突出和棘手。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东南沿海的

出口产业受到很大冲击。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
关负责人称,“ 仅 2008 年上半年,中国约有 6. 7 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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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低成本战略生存的中小企业,因原材料价格的
上涨等原因倒闭。 纺织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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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 ·雷文指出,美国
科研创新成功的关键是,政府一直坚持科研经费拨

表,有超过 1 万家中小企业倒闭,2 / 3 的纺织企业面

款的三原则。 这三个原则是: 淤联邦政府承担资助

权、位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中小企业,其生命力之脆

所或者私人研究院所从事基础研究。 盂对于科研项

临重整,2 000 多万工人被解聘。冶 没有自主知识产
弱可见一斑。 这使我们认识到,既有的出口驱动型

基础研究最重要的责任。 于大学而非政府的研究院
目的大部分拨款,原则上视其科学价值而非商业成

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

果。 这足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

为中国决策层和学术界的共识。

2. 1. 3摇 制订有效的激励机制

2摇 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中国
的借鉴意义

摇 摇 发达国家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方面已进行了较

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有较为完备、有效的激励

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些机制包括: 淤竞争制度。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许多公用事业部门放松
规制,引入激励性规制,意在拓展竞争的深度和广

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并牢牢占领了世界科技和商

度,这导致各创新主体的唯一出路是增强竞争力,在

业发展的制高点。 它们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

技术上不断推陈出新。 于产学研合作体制。 20 世

料等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中所拥有的专
利数量,大约占全球同类专利总量的 90% 左右,其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模式和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

2. 1摇 美国: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以立法促进创新能
力

纪 80 年代开始,政府的作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
利用“ 联盟冶 来提高各市场主体的所得利益。 在美
国超过 20 所大学建立了 100 多个正式的大学和企
业联合研究中心。 盂政府采购支持。 美国 1933 年

颁布了《 购买美国产品法》 规定,以鼓励本土创新。

摇 摇 美国是国家创新体系发育最为完善且运行顺畅

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在进行物资采购和实施公共建

的典型代表。 这可从 2002 年美国 “ 商业科技管理

设项目时,须承担购买美国制造产品的义务。 此外,

部门的总统预算冶 报告中略窥一斑。 报告指出,政

税收优惠制度、政府政策体系以及创业文化等因素,

府的作用是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在此环境下,创新

构成了美国有效的国家创新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

和财富创造由私人或企业 ( 而非政府) 繁荣发 展。

2. 2摇 日本: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实行政府“ 强干预冶

主体的作用,政府仅进行必要的干预,只从供给、需

摇 摇 二战后,日本通过实施“ 技术立国冶 战略,逐渐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
求和环境保障等几个方面实施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

的策略

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内部运行

的措施,促进美国国内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机制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但政府介入的程度比

2. 1. 1摇 为市场主体提供创新的法律、政策环境

美国要大,因此,人们把它划为政府直接干预的发展

术创新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工作,形成了技术创新相

的直接干预冶 和“ 产、官、学密切联合 冶 的结果。

美国政府为创造积极的创新环境,非常重视技

对独立而又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 这包括:《 史蒂
文森-怀特勒创新法》 、《 贝赫-多尔法》 、《 小企业创

模式。 战后日本的大部分大型科技项目都是“ 政府
2. 2. 1摇 对关键产业重点干涉

日本政府突 出 了 科 技 发 展 的 战 略 重 点。 2003

新法》 、《 国家竞争技术转移法》 、《 技术扩散法》 和

年日本确定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技术新

《 联邦技术转移法》 等。 美国政府在国家法律的高

材料为科技发展的四大重点,加上能源、制造技术、

度上对技术创新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明确而具体的

社会基础建设以及宇航与海洋开发等前沿科学,形

条文规定,一旦出现任何分歧或纠纷,都要依照法律

成了日本科技发展中突出瞄准的八大领域。

规定来判断和裁决,这为国家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强

日本政府还通过各种措施,鼓励最大限度地引

有力的支持与保护,为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政府

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加以改造。 与美国等国的

的管理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创新相比,日本更偏向于过程创新、渐进创新,着眼

2. 1. 2摇 大力资助基础科学研究

于降低工业成本。 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可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把基础科学置于重要地位,

以说是日本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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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摇 对创新体系提供正确的战略导向和法律保
障

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要树立更科学、更系统的
创新理念,特别是知识产权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和

日本在 1995 年颁布的《 科学技术基本法》 中明

意义应得到全新的解释。 现代创新体系应涵盖技术

确提出,将 “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冶 作为基本国策,这

创新、知识产权和市场运作三大环节,技术创新是基

为日本政府此后制订科技发展计划提供了法律依

础,市场运作是目的,而知识产权是将技术与市场连

据。 2002 年日本颁布《 知识产权基本法》 ,2003 年

结起来的重要手段,三者相互融通,互相促进。 创新

成立知识产权战略总部,为知识产权战略提供法律

政策和创新立法应覆盖所有创新环节,并能预测和

保障和行政保障,正式确立了“ 知识产权立国冶 的国

评估创新体系的运行效果,调节和刺激整个体系发

策。 此后,日本新制订或修改了 21 项知识产权相关

挥出最大的作用。

法案,使日本成为全球迄今知识产权战略最为系统
化和制度化的国家。

3. 1摇 技术创新为先导

技术创新是指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

2. 2. 3摇 对自主创新进行强大的资金投入

素和生产条件的“ 新组合冶 引入生产体系,包括新产

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有强大的资金支持。 第一

品、新技术、新原料、新市场或者新的工业组织形式

和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实施期间,正是日本经

等。淤 进入 21 世纪后,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形成的知

济停滞、政府财政困难的时期,其他的预算支出要么
缩减要么持平,而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经费却稳步增
长。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近几年日本每年研究

识经济使技术创新呈现出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
“双螺旋结构冶 共同演进的特征,这种创新模式更加
强调以 用 户 为 中 心, 以 需 求 为 驱 动, 以 市 场 为 导

经费的总投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3% ,保持全球

向 于 。 现代创新理念应及时体现这种变化,对其中

日本政府通过减税方式,促进高新技术发展。

步性要求,还应包含技术研发与实际应用的贴合性

最高水平。

日本企业也视知识产权为一种经营资源,将知识产

技术创新环节的阐释不仅应包含对于技术研发的进
要求。

权战略置于经营战略的首位。 日本的大企业几乎都

技术创新不是单纯的科技研发活动,而应与市

设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其人力、物力、财力和科研成

场和用户紧密结合,研发立项时就充分考察拟开发

果均不亚于国立研究机构。 许多大学设立了知识产

技术的可形成专利性、转化率、实用性和推广性。 因

权本部、技术转让办公室。 21 世纪以来,日本每年

而在整个体系中,技术创新离不开知识产权和市场。

新增专利近 20 万件,新增专利数连续 10 多年高居

市场效应是判断技术创新是否具有价值的最终标

全球三甲。

准,而现有技术的知识产权分布状况,则是分析市场

3摇 中国亟待树立高效能、系统化的国家创新

环境、规避市场风险和预测市场效应的最直接依据。

理念

技术研发只有事先经过严谨的市场分析和知识产权
调研才能实现有效创新。

摇 摇 目前,中国创新体制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市

3. 2摇 知识产权是关键

未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互动机制,未能共享

识产权的基础和源泉,知识产权是自主创新的动力

资源和信息,三者作为独立的命题,长期在各自的体

和保障。 技术创新只有与知识产权紧密结合,才能

系内运作。 将技术创新、市场运作和知识产权三者

发挥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才能形成乐于创

有机结合并高效运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行之

新的社会环境。

场主体、创新主体和知识产权这三大创新要素之间,

知识产权与自主创新密不可分。 自主创新是知

有效的创新体制,尤其是有效运作知识产权的制度

知识产权是创新成果和工商业标记的法律权利

体系,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

化,其目的是通过明确创新成果和工商业标记的法

最为紧要的任务。

律地位和权利归属来激励创新。 因此,知识产权的

淤摇 此处引用熊彼特( J·A·Schumpeter) 的著作《 经济发展理论》 中对于“ 创新冶 的解释。

于摇 见宋刚、唐蔷、陈锐、纪阳:《 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科技创新》 ,载《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200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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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是一种创新的激励手段,优秀的创新成果只有
转化为具有市场前景的知识产权,才能最大限度的
产生经济效益,从而激励更多的创新。 鉴于中国知
识产权发展存在的弊端,对现代创新理念中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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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摇 树立系统化创新理念,构建高效能、现代化的
国家创新体系

摇 摇 今后十年,国际格局仍处于深刻变动之中,中国
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但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权环节的认识应跳出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着力于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管理等环节。 倡导企业通过

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中国必须把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对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

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

保护等环节进行统筹规划,以市场为机制、以商业价

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值为核心,将知识产权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紧密结合,

今后十年,也是中国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

以获得持久性的竞争优势。

关键时期。 我们要从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的

3. 3摇 市场运作显效益

需求出发,树立“ 技术创新、市场运作和知识产权三

市场运作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营阶段。 传

者有机结合并高效运转冶 的系统化创新理念,致力

统的市场运作模式是生产商品和营销商品的结合。

于把握科技发展的新趋势,致力于引导体制创新的

知识经济时代,市场运作越来越强调知识产权的作

新方向,致力于提升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构建高

用,不仅要求商品更具有技术含量和品牌价值,还要

效能、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

企业握有足够优质的知识产权以形成强大的权利网

3. 5. 1摇 国家创新理念需要进一步除旧立新

络,在商品的生产和营销外构建市场进攻和防御体

理念的落后往往比技术的落后更可怕。 因此,

系。 更有甚者,知识产权本身也日渐成为企业的主

构建一个科学系统的国家创新体制,首先要进行创

要商品,买卖知识产权已成为某些企业的主要盈利

新理念上的革新,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认识要摒弃

模式,如美国高通公司。

传统的观念,将其放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对其作用和

在当前国际贸易竞争中,知识产权的布局、管理

意义予以全新的阐释。 世界经济形势已经不容许中

和保护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新技术企业的

国企业通过自身实践慢慢体悟知识产权带来的国际

市场竞争力。 因此,现代创新体系中的市场运作环

竞争的根本变化,很多中国企业在尚未完全明了知

节,不仅意味着商品的生产和营销,还意味着充分利

识产权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就被跨国企业裹挟

用技术和品牌的力量,增加产品附着的知识产权,提

着加入到激烈的国际知识产权竞争中。 对知识产权

高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以知识产权为战略武器,营造

的领悟是否迅疾将决定这些企业的生死。 因此,在

有利的市场竞争环境。

全社会重塑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市场运作为目标,知

3. 4摇 政策立法须保障

识产权贯穿其中的现代创新理念刻不容缓。

政府的创新政策无疑对创新体制具有极大的影

新理念的产生源于对现实的把握和对经验的总

响力。 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消除影响创新的各类障

结,新理念的推广也要依托于经验的传播。 而对经

碍,通过加强对创新活动产生影响的人力资本投资、

验最有借鉴需求和吸收能力,是政府的领导者和企

对科技的投资,构建对企业创新有利的商业环境。

业的管理者,因此,如何实现创新理念的变革,关键

创新政策是政府利用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对

在于政府的领导者和企业的管理者。 所以说,创新

创新体系中的某些环节进行调节,激发创新主体的

理念的革新实际上是一项政府和企业的世纪工程。

活力。 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取决于政府对于创新

3. 5. 2摇 建立统一、有力、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组织

需求的敏感度和对创新体系的控制力。 在中国背景

架构

下,尤其需要从整个创新体系的全局出发,深入研究

国家创新体系往往涵盖一国经济发展的多个环

创新体系各环节之间的联动关系,准确把握创新需

节,在中国,要建立现代创新体系可能涉及到的政府

求和创新动力所在,明确创新政策的目的是营造具

部门更多,仅从中央部委来看,就会涉及到科技部、

有创新性的竞争环境,通过完善创新资源的分配、创

发改委、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国家工商总局、国

新资源的管理和创新成果的评价等诸多环节,构建

家税务总局等。 要在这些部门间形成运行流畅、配

公平、有效、畅通和循环运作的创新体制。

合密切的联合工作机制,是中国创新体制改革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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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解决的问题。

来,形成系统创新的新内容,一并由该委员会负责。

许多国家为此专门成立了由政府各部门领导人
组成的联合办公组织,以促进政府部门间的协作。

3. 5. 3摇 调整创新政策制订的方向,对省部级以上政
府部门创新政策进行梳理整合,查缺补漏

以日本为例,一是政策决策机构合署办公。 日本在

中国创新工作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每个政府

颁布《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以后,成立了由首相任主

部门都各自出台有自己行政领域内的创新政策。 但

席,与科学技术政策有关的内阁大臣及科学技术领

从整个宏观创新体系来看,这些政策缺乏系统性和

域的知名人士共同组成的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会议

融通性,存在重复和空白的地方,尤其是各部门业务

( CSTP) ,每月都召开有首相参加的全体会议,专门

衔接的地方政策规定往往比较模糊,缺乏可操作性,

负责制定基本和全面的科学技术、资源分配政策,以
盂

而许多需要政府资源支持的新兴业务又没有相应的

及评价国家重大研究项目。 二是设立高级别的政

部门负责对接,在政策上存在激励匮乏的情况。 因

府机构 负 责 知 识 产 权 战 略。 日 本 于 2002 年 颁 布

此,要建立全新的、系统的创新体系,有必要对中国

《 知识产权基本法》 , 成立了由首相直接担任本 部

的创新政策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整合。

长,官房长官以及科学技术、文化科学和经济产业部

此外,需要重新确立创新政策的目标,调整创新

门的大臣担任副部长,其他部门的大臣以及有见地

政策制订的方向。 中国自 2002 年提出建设创新型

的知名人士担任成员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专门负
责构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体系。

榆

国家至今已近十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
国创新政策需要进一步提炼和修正。 应从原来单纯

摇 摇 根据中国的情况,建议由国务院统筹领导国家

注重创新成果、创新形式、创新数量、几个重点创新

创新体系发展,在国务院下设立“ 国家创新体系建

型企业、具体创新型行业等具体目标,转移到宏观创

设委员会冶 ,由国务院总理任主任,由科技部牵头,

新体系的建设、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助协作、创新主体

发改委、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国家工商总局、国

与政府机构的沟通、创新性的市场竞争环境的营造

家税务总局等部门领导人组成,并邀请各创新主体

等更为系统化的目标上,同时综合考虑实现创新的

的代表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加入,专门负责中国创新

速度、创新的社会管理、国家资本的活跃程度、外来

体系建设工作。 由总理任主任,意在使国家创新体

投资的规模等因素,将创新政策与财政、税收、贸易

系的建设工作能够跳出单个政府部门的局限,能够

等其他宏观调控手段结合起来总体设计。

从整个国家体系的视角,更有效率的开展工作。 该
委员会的核心任务是负责中国创新体制的研究、设

3. 5. 4摇 加强对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企业管理者的经
验传播和理念培训

计、构建和完善,具体职责为:(1) 国家创新政策的

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竞争中屡

制订、修正与监督执行;(2) 与国家创新相关的行政

屡受挫,学者们常将其原因归结为从政府到企业缺

权力和政府资源的统一配置、整合和调整;(3) 各创

乏实施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经验。虞 然而,仔细回

新主管部门之间的统一和协调,建立沟通协作机制;

顾中国知识产权的诉讼史可以发现,自 1993 年中国

(4) 构建政府部门与各市场创新主体之间的沟通机

第一起知识产权诉讼“ 王码五笔字型专利纠纷冶 至

制。 “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委员会冶 的工作内容应覆盖

今已有近 20 年。 这些年间中国知识产权纠纷多得

新战略、知识产权战略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统一起

和失败而浮沉的企业也不胜枚举。愚 事实上,我们并

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和市场运作三个环节,将技术创

数不胜数,因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和市场运作的成功

盂摇 见注 1,第 38 页-39 页。
榆摇 见新华网: 《 日 本 成 立 高 规 格 知 识 产 权 战 略 总 部 小 泉 担 任 部 长 》 , 2003 年 02 月 27 日, http: / / news. sina. com. cn / w / 2003 - 02 - 27 /
140260660s. shtml,最后浏览时间:2011-8-7。
虞摇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进入战略转型期》 ,载中国经济时报,2007 年 11 月 01 日;另见吴汉东:《 知识产权制
度运作:他国经验分析与中国路径探索》 ,载《 中国版权》 ,2007 年第 2 期,该文认为,中国正是由于仅用了 10 多年时间,知识产权制度就实现从
低水平向高水平的转变,完成了从本土化到国际化的过渡,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没有发达国家所经历的过
渡期,因此,从政府到企业对制度建设准备不及,制度运用经验不足。
愚摇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 走出去冶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80 年代至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这段时期是中国刚开始改革开
放,大量跨国企业涌入中国,通过并购等方式消灭了中国大量本土品牌,开始在中国进行知识产权战略布局。 第二个阶段是 1992 年到 2002 年
中国入世,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环境破坏为代价日益发展成为“ 世界加工厂冶 ,由此融入到国际产业链中,却一直无法摆脱
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命运。 第三个阶段是 2002 年至今,中国企业开始真正跨出国门,意图在国际市场中谋求一席之地,但大部分企业因为技术
实力和知识产权等问题折戟沉沙。 可以看出,在这三个阶段中,知识产权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参见吴晓波:《 激荡三
十年———中国企业 1978-2008》 ,中信出版社,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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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缺乏运用知识产权的经验和教训,却由于创新体

发展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如知识产权评估、鉴证、拍

制的局限,这些经验被局限于企业个体层面,随着企

卖等机构,还包括为中小企业研发提供融资服务的

业的死亡而消失,未能及时得到总结和吸收,并提升

风险投资机构和地区性创新服务中介,规范知识产

到体制层面为所有企业及政府管理部门所用。

权要素交易市场,降低知识产权的交易流转的费用,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

促进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国际产业链中。 那些能敏锐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变化

三是要出台相关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银行等金

的企业,由于较早尝到了知识产权带来的痛苦和快

融机构创新科技金融产品与服务,大力发展知识产

乐,因而能主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不断增强抵抗市

权质押贷款,引导信贷资金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培

场风险的能力,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鲜活性,及时

育良好的知识产权金融市场,实现知识产权与金融

将这些经验收集、总结并传播,尤其是向政府管理部

资本的高效对接。

门的领导和企业的管理者传播,使他们切实认清自

3. 5. 6摇 以企、事业单位为主体,加快技术创新成果

己企业和行业所面临的形势,从而做出更长远有利

的产业化

的抉择。 另一方面,还要对政府管理部门领导和企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创新能

业管理者进行创新理念的系统培训,从理论上提升

力。 美国 80% 的科技力量在企业。 企业自主创新

他们对于创新的认识水平,增强其对创新机遇的把

能力不强,是目前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薄弱环

握能力,促进经济的创新发展。

节。 一是企业对科研不重视,相当一部分大中型企

3. 5. 5摇 以公共财政为杠杆,大力发展相关中介机

业甚至于至今还没有专门的研发机构。 二是企业高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政府在产业化初

154 家国资委直管的大企业,硕士学历以上者也只

构,加快培育知识产权金融市场

期的财政投入能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尔曼、
波特和斯特恩( Furman,Porter 和 Stern,简称 FP&S)

认为,公共创新基础设施、集群特有的创新环境、基
础设施与集群之间的联系质量三个因素决定了一个
国家的创新效率。 而中国目前的研发经费尚不及美
国的 1 / 30,约是日本的 1 / 18、韩国的 1 / 2。 这些数

层次人才补充困难,即使是作为国有企业主力军的
占职工总数的 2. 1% 。 三 是 企 业 研 发 经 费 投 入 不
足,全国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才大约 0.

4%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目前发达国家企业
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一般都在 3% 以上,1%
被称为企业的“ 死亡临界线冶 。

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和风险投

据说明,中国要支持知识产权产业化还需要继续加

资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利用以及人才培养等

大财政支持力度:

各方面的活动;企业也应采取必要措施,以市场为导

一是要实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

向,建立包括企业自有资金、外部融资、产学研合作

策。 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是发达

投入的多渠道科技投入体系;建设创新人才队伍,完

国家的普遍做法。 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采购的支

善对企业创新人才的长效激励机制,建立技术创新

出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 30% 以上,占 GDP 的 10%

文化,营造既勇于探索又宽容失败的氛围。

以上。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用财政性资
金进行采购时,在满足需要的条件下,必须优先采购
自主创新产品。 对国内企业研制并首次投入市场的
国家有重大需求的自主创新产品,由政府出资进行
首购。

3. 5. 7摇 鼓励知识产权贸易与国际合作

需要大力鼓励知识产权贸易,作为对中国自主

创新战略的支持,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手段实现:
通过知识产权贸易将国外的先进科技和品牌管
理理念等引入国内,缩小与知识产权强国的差距;鼓

二是以政策性融资和担保为导向拓宽资金供给

励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对外出口,打造中国

渠道,通过财务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从制度层面给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如利用国内优势知识产权

予激励,为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营造良好的融

领域进行知识产权的贸易输出,将中国的航空航天

资环境,如对企业税后利润用于研究开发的,返还相

产品、中医中药、中国传统文化产品等推广到世界范

应所得税;对符合政府导向的企业自主研究开发项

围;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研发、业务外包和知识

目实施奖励,给予奖励或贷款贴息等。 三是要大力

产权贸易等途径,提高中国技术水平,以最小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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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中国知识产权水平上的不足,使企业的知识产

性和创新成果的质量鉴定,主要包括重大科技计划、

权水平得到飞跃式的提升,奇瑞汽车公司将车型的

知识创新工程、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以及科技成

设计业务外包给意大利的设计公司,并获得成功,是

果的评价和奖励等。

知识产权业务外包的著名案例。

三是要不断完善行政和司法服务,通过开展行

在知识产权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中,中国的知

政指导等形式,协助企业进行战略性知识产权管理,

识产权战略应当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不应只是紧盯

在企业建立知识产权战略委员会,改变以往被动的

着竞争已经白热化的欧美市场,还要采用“ 蓝海战

做法,更好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创

略冶 ,将目光放在更为广阔、潜力巨大的非洲、东北

造、扩大和使用知识产权资产,使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亚和阿拉伯地区。

3. 5. 8摇 鼓励知识产权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国家创新

从“ 被动冶 走向“ 主动冶 。

体系的实施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

提供创新服务的民间组织应成为中国国家创新
体系的组成部分。 这方面,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经验。
近 20 年来,美国知识产权战略取得巨大成功的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与民间知识产权组织的密切
合作。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直接涉及企业利益,
美国企业组成各种行业和地区性知识产权联盟,积
极参与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活动,并与国会及行政
机构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 例如国际知识产权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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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the Systematic Innovation Principle and Build the Efficient
and Moder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Ma Yide
( Zhong Guan Cun Intellcetual Property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100873, China)

Abstract:Out of the demand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economical-social development for the innovation, the

author asser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atic innovation principle via the organically bonded and efficiently
functio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rket oper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so stresses the full devotion to
keeping up with the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directing the roadmap for systematic in鄄
novation, upgrading the innovative abilities of the nation and enterprises, and building the efficient and modern na鄄
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Key words: innovation syste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rket op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