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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the core strategic task to realiz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apability keeps enhancing in China (except fo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he same below). Innovation factors keep increasing,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keeps improving. However,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s not
strong enough, innovation factor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re comparatively low, and there are excessive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s in many cases, which will hinder enterprises’ further development. Today enterprises’ innovation has entered a new historical stage in China. In this condition, the keynote of policy is cultivating enterprise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model on the basis of insisting on imitative innov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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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战略性核心任务。经过多年的发展，我

国企业(除港澳台地区外，下同)创新实力不断增强，创新要素数量快速增长，创新环境不断改善，但
也存在国际竞争力不强、创新要素质量和效率不高、行政干预过多等问题。我国企业创新发展进入全
新的历史阶段，企业业已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的核心力量，新阶段的政策重点是在继续保持现有模仿创
新、跟随创新模式基础上，培育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模式。
关键词：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态势；创新特点

1. 企业创新发展的基本环境分析

济实力的逐步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未来我国企业(除港澳台地区外，下同)创新所面

中国是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未来几十年中

临国际经济环境的基本背景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

国的进一步崛起必然会冲击占据产业链高端的西方
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必然伴随着一定强度的摩擦和

*

本文是中国科学院“现代科研管理若干重大问题专题研究”子课
题“企业创新模式研究”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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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难度会越来越大[1]。
未来我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必然对产业技术
和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需求，缺乏创新能力的支撑，

创新活力、专业化程度等方面差距仍然很大[3]。
2) 创新要素的数量快速增长，但是要素的质量和
效率亟待提高。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提高企业

我国企业的创新模式基本上还是低端的跟随创

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战略性

新与模仿创新模式，主要还是开展支撑企业中短期发

核心任务。

展的创新活动，大部分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缺乏掌

未来我国 13 亿人的消费能力将不断提升，这不

控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技术高端的能力。大型企业集

仅是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团基本上还是依靠外延式的扩张来扩大生产规模，进

也是提高中国话语权，促进中国原创，培育中国的世

而降低单位成本，从而获得一定的比较优势，我国中

界级品牌的重要力量，使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大环

小企业数量巨大，但缺乏特色，专业化程度很低，只

境变化。中国市场的力量将是未来我国创新发展的重

能为较低水平产品配套。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规模巨

大优势。

大，新产品和专利等创新产出的产出量很大，但水平

未来我国的市场环境与社会氛围还会存在很多
不利于企业创新的严重问题，例如市场环境与社会氛

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远不能适应经济转型和产
业升级的需要[4]。

围中的垄断、浮躁、急功近利、官本位等等，都导致

我国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为企业创新提供的创新

了创新者不能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创新者的不到社

要素数量也较大，但质量和水平不高。我国每年毕业

会的认可与尊重，压抑了创新者的动力。

的工科博士达 2 万人，但进入企业从事技术开发的比

2. 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基本态势分析

例很低，且虽然都经过硕士博士好几年的学习，但灌
输式的教育模式和放养式的研究生培养使得毕业博

1) 创新主体实力不断增强，但能够参与国际产业

士仍然严重缺乏基本的科研能力。企业创新人才不是

高端创新的龙头企业以及具有专业优势和创新活力

教出来的，是在科研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人才队伍中

的中小企业仍然是短板。

不仅需要带头人，更需要形成具有合理结构的创新团

经济 30 年的改革开放，企业研发人员、研发经

队和相应的创新文化。随着企业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

费、专利申请等都超过全国的 60%，我国企业已经成

活动的增加，创新团队和创新文化的作用将越来越重

为国家创新活动的主体[2]。在部分重点产业涌现出若

要，远比一两个人才重要的多。

干领军型企业，大企业成为我国带动产业整体进步的

我国每年科技论文数量巨大，科技成果数万项，

核心力量。我国进入世界 500 强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加，

但并未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我们的基本

但是大多依赖的都是规模优势，在品牌、自主创新能

判断：现在的核心问题不是有技术无法转移，而是缺

力、资本运作、企业文化等软实力方面差距很大。

乏有用的技术，也就是说，核心问题是技术供给问题。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设立的开发机构超过万家，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数量达到 800 家，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设
立在企业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也超过百家。企业研究开

我国产业核心技术和整套技术的供给者缺位，已经成
为未来产业创新的严重的战略性问题。
3) 创新环境不断改善，但在行政干预、市场规范
和社会心态等方面问题也很严重。

发机构已经成为我国产业技术研究体系的核心力量。

经过多年的努力，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政

但是仍然有很大部分的企业没有独立的开发机构，企

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各项

业开发机构的实力还很弱，更是缺少象贝尔实验室那

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的出台，我国推动创新的政策法

样的国际一流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

律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高新技术企业时最具活力的产业创新力量，专业

在创新环境方面，存在着垄断等不利于创新的因

化中小企业是产业技术体系的基础。我国已经认定了

素，国有企业严重的官本位和政企不分，国企领导与

数万家能够享受所得税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但是在

政府官员身份的频繁转换，使创新动力中最核心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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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缺位，严重影响了国有企

然进入系统集成创新的层次，极少数企业集团则开始

业的创新动力；社会上充斥着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

进入引领产业技术发展的原始创新层次。不同发展阶

创新者不能赢利，创新者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严重

段的企业需要不同的政策引导和政策支持。

影响了全社会创新的动力；不同产业之间巨大的利润

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二：系统性特

差异导致创新资源配置的扭曲，严重影响了一些产业

征。我国是个大国，不能只搞几个产业，各行业的发

的创新，形成了一批弱势产业；现行科技政策主要集

展与创新存在巨大的差异。各产业都是重要的，高技

中在创新活动的中低层次上，一些政府部门急于获得

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固然重要，那些能够吸收大量

近期的政绩，而对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风险高、收益

就业的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不能轻视。创新发展中对

慢的高端创新方面的政策手段匮乏，政策力度严重不

服务业和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忽略，将会给国家经济

足，不足以引导企业培育新的高端创新模式。

整体发展造成严重后果。

3. 我国企业创新的基本趋势分析

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三：综合性特
征。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我国企业经济规模有了很大

未来我国企业的创新发展模式将发生重要的变

发展，达到世界 500 强规模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

化，从简单的跟随创新和模仿创新向更高层次的创新

是，企业创新能力不是靠简单的投资就能马上提升

模式转变。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将出现若干重要的趋

的，必须要长期积累，在创新活动中逐渐锻炼和积累

势。

起来。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特点是能够依靠投资形成

一是系统集成。在产业创新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5]

集成创新将成为大企业创新的核心任务 。
二是重视原创。原始创新将逐步成为大企业创新
的重要任务，华为、中兴等企业在通信设备制造业高
端创新方面的实践，将逐步在其他行业不断涌现。
三是强化合作。随着创新规模的扩大和难度的提
升，企业必然加强创新合作，开放式创新将成为大企
业创新的基本模式。

的硬实力提升很快，而需要在长期科研实践中积累形
成的软实力则严重不足。如果不能尽快提升软实力，
就不可能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综合性的整体创新能
力。

5. 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企业的创新发展将
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资源主导型经济发展

四是组合创新。企业创新不能局限在狭义的技术

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是当前发展

创新的范畴，必然要与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

的主导，但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了，经济转

式创新进行组合，实现组合创新，仅仅有技术创新是

型和产业升级要求我国必须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发展

不能实现产业级别的高水平创新的。

模式转变。

五是社会责任。未来企业的创新不能只追求经济

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比较优势迅速丧失，必须

利益了，必须考虑节能、环保等社会责任，探索经济

寻找新的比较优势，而巨大的内需、配套的工业与服

效益与社会效益多赢的新模式。

务体系、大量优质的科技资源和高效率的创新活动应

4. 我国企业创新的基本特点分析

当成为我国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比较优势。

我国是个大国，各地区、各产业、各领域、各层
次的发展不平衡。
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阶段性特
征。我国大部分企业属于单产品系列生产类型，其创
新活动也会局限在一般的产品开发层次，而少数企业
特别是一些企业集团开始进入系统层次，成为系统提
供商和特定问题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其创新活动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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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0 年发展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
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在国家产业创新能力的金字塔结
构中，中底层次的创新能力已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得到孕育发展并逐步夯实，未来应当进入构筑金字塔
的上层结构的时期。
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将有一些基本的特
征和标志，其中比较重要的：
一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将成为国家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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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力量，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包括高端原始创

原始创新能力，培育产业整套技术和高端核心技术的

新的主体地位将完全确立，在众多行业和领域涌现出

供给主体，形成产业整套技术和高端核心技术的供给

一批国际领先企业和国际著名的企业研发机构。

机制；大力提升主要制造业的工业设计能力和工程试

二是产业协调发展，不同产业的企业形成密切的

验能力；大力鼓励服务业的创新活动，培育服务业的

配合关系，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高技术产业和

创新主体；大力提升我国企业的软实力，进而提升国

传统产业之间形成有机的整体，各个产业在创新、纳

家整体实力。

税、就业、环保、安全等战略目标上协调发展。

在国家创新战略与政策的导向上，在新的阶段

三是不断涌现出中国创造的产业核心技术和国

中：不仅要重视创新资源的投入，更要重视创新资源

际标准，中国成为产业核心技术和整套技术的主要供

的质量和结构；不仅要重视创新资源的数量，更要重

应者，成为国际标准等国际经济技术发展游戏规则的

视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益；不仅要重视创新的技术产

制定者，国际话语权大幅度提高。

出，更要重视创新能力的培育与积累；不仅要重视创

四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政府部门

新产出的数量，更要重视创新产出的质量和效益；不

和其他社会组织在提供优质创新要素和创新服务方

仅要重视创新的经济效益，更要重视创新的社会效益

面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和责任；不仅要重视创新政策的数量，更要重视创新

五是国家的创新法律政策体系更加完善，政策将
放弃对一般性创新的直接干预，创新政策的关注点将

政策的配套和效率；不仅要重视引导一般性创新，更
要重视构造支持高端创新政策体系。

转向规范市场创新行为、支持高端自主创新、鼓励增
加就业、保证环境友好和提供创新发展所需要的公共
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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