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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olicy represents the process of reform of our
government to promo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complexity, risk and uncertain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make the diversity and dynamic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olicy.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olicy tool in different periods forms the evolution stage of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olicy, which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and building the innovation count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olicy of our country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deas of the leader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olicy and
explores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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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代表了我国政府推进自主创新的改革过程。自主创新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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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使得自主创新政策多样性、动态性。不同时期的自主创新政策工具形成了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阶
段，反映了我国建构自主创新政策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通过对我国不同时期的自主创新政策
以及各领导人自主创新思想的分析整理，总结我国自主创新政策发展的现状，探寻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
未来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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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为推动自主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实施和制定了一系列激励自主创新的政
策。这些政策的发展演进，演绎了中国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改革过
程。理顺自主创新政策的发展脉络，进而探寻自主创新政策演进的动力及障碍因素，有利于我们掌握当
下国家自主创新的发展趋势，为进一步提升政策推动提供支持和引导。

2. 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历程
本文从自主创新政策颁布实施的背景出发，依据在一定时期内政策目标及创新主体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为标准，并结合四个重大科技战略决策，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政策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
并以此作为研究的时间区间。

2.1. 重构科技体制阶段(1978-1985)
历经十年的文革动乱，我国经济、科技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众多科研机构、技术设备、
实验基地以及资料等被破坏。以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为标志，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为新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战略制定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党和政府的主要工作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促使我国科学技
术的发展和创新活动重新起步，进一步振兴国民经济，党中央通过了《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并相继实施了国家重点技术发展项目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等一批重大的科技计划。
1982 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同时，在该阶段，人们的思想经过科学技术的洗礼和解放，社会中开始出现创新企业，如北大方正、联
想等，这些企业的出现，加快了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脚步，不断加深研发与产业间的相互联系。

2.2. 建立研发投入机制阶段(1986-1995)
国家科技体制重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经济增长
方式向依靠技术、人才、创新的高效率经济增长转变，进入自主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在本时期，政
府主要从四方面来推进产权改革，提升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发展。
一是为配合重大科技计划的实施，加强国家制度软环境的建设，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关于
深化科研机构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从宏观环境上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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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改革，促进科技发展。
二是国家先后制定了 3 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定了未来 8 年、10 年以及 15
年的规划纲要，将前期目标宏大、脱离现实的缺陷进行整改，并实施了第七个和第八个五年计划。
三是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的先导作用，先后实施了星火计划，
863 计划、科技推广计划等一系列专项科技计划，对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广和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四是引入了市场和竞争机制，自主创新政策的经济导向作用进一步增强，政府投入不再是创新主体
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企业层面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企业在自主创新中发挥的导向作用开始凸显。

2.3.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阶段(1996-2006)
1995 年 5 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明确了科技和教育对经济社
会的促进作用。1996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
纲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提出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1999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突出了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自主创新，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以上政策及策略的
实施，标志着我国自主创新进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时期。
随着中国加入 WTO 以及为进一步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基本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制定了《科
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法》、《专利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进一步健全了自主创新的
政策体系。自 1996 年至 2005 年间，国家还推出了 973 计划、国家科技创新工程、国家大学科技园、知
识创新工程等十几项重大专项计划。

2.4. 全面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阶段(2006-至今)
进入新世纪，我国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但该目标的实现，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在 2012 年发布的《中国未来 15 年目标》一文中显示，截止到 2004 年，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 49 个主
要国家中仅排 24 位，我国发明专利总量仅占世界发明专利总量的 1.8%。中国近 30 年的实践表明，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是在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在这种形式下，以 2006 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为标志，提出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战略目标，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总结了“自主创新，重点跨
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开启了中国创新政策的新纪元。2012 年 7 月以及 2016 年 5 月，
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不断强调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
展紧密结合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1]。

2.5. 不同阶段创新政策总结与对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政策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尽管每个时期创新工具和创新目标有所不
同，但根本目的都是基于中国发展现实，不断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自 2006 年明确提出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目标后，政策趋于科学化、规范化，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协同程度也越来越高。目前，多部门
联合颁布并实施自主创新政策已成为发展趋势。

3. 我国历届领导人的自主创新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我国发展建设的指导方针，取得了众多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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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领导集体的努力，对我国发展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紧迫性以及必然性作了深入的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理论，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和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崛起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3.1. 毛泽东的创新思想
1963 年，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只有搞好科学技术，才能提高生产力。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加快
我国科技的发展，以当代世界的新兴学科和技术为目标，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
略。本时期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独立自主的解决问题，二是向先进国家和民族学
习。
在科学技术持续发展方面，毛泽东提出既要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又在此
基础上学习引进国外优秀的科技成果，并进行消化吸收。在科技文化方针上，毛泽东强调科研人才应积
极进行学术交流，发散思维，创造新的思想，并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政策。在优秀科
学技术人才培养方面，毛泽东认为科技工作者要想从根本上提升自己，必须要有正确的科技立场，在实
践中学习。在此时期，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要想摘掉落后的帽子，摆脱贫困的名声，不能寄希望于模仿、
引进他人的技术，而是要以自主研发、积极创新为手段，在引进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创新。

3.2. 邓小平的创新思想
在马列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并
在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中指出，理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后，必然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巨大的进步。同时，
邓小平指出教育和科技一个都不能放松，要想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必须培养具有高科学文
化水平人员。
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邓小平依据我国国情，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他在毛泽东
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指出我国要建设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实际情况，主要靠自己。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
起，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首要地位，面对新形势下的改变，邓小平迅速做出决策，提出“集中力量干
大事”的观点，于 1986 年 3 月组织全国 200 多个专家，研究制定国家高技术发展规划，11 月推出《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纲要》，863 计划是我国自主创新发展历程中一面标志性旗帜，使得
我国在航天、信息等众多高科技领域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3.3. 江泽民的创新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针对新形势下国内外环境变化情况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毛泽东、邓小平的“自力更生”思想为基础，把自主创新作为实现“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举措，明
确指出要把自主创新和引进国外新进技术相结合，并长期坚持下去。
早在 1994 年，江泽民同志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2]。“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
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
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科技实力和
基础，具备相当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
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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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召开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创新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没
有自主创新，在国际上便没有我们的位置。自主创新的关键在于优秀的人才，年轻化、有创新精神和有
拼搏精神的人才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重中之重。

3.4. 胡锦涛的创新思想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吸收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人的创新思想的基础上，
对“自主创新”理念做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提出科学发展观重要指导思想，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看作
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同时，明确提出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强国富民的重
要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是提高国家整体和行业竞争力的关键，是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指导方
向。
2006 年 1 月 9 日，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讲话中谈到，“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在若干重要
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大幅度提高国家竞
争力”。[4]胡锦涛的创新思想总结起来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提高自主创新思想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关键；二是创新与开放并举。
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落实和巩固科学发展观，实现
五个统筹，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通过自主创新的道路。为此胡锦涛强调，一定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5]。

3.5. 总结
从自力更生理论到自主创新思想，是各界领导人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新发展思路，其理论既一脉相
承又与时俱进。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和习近平都十分注重自主创新的发展，他们深刻认
识到自主创新对一个国家建设乃至民族未来的重要作用，唯有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不断创新，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才是维持国家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正是在他们的自主创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建设和发
展事业取得了诸多伟大的胜利，自主创新理论也成为新时代下推动中国各项事业加速发展的重要指导思
想，为今后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4. 自主创新政策未来发展趋势
4.1.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协调的协同发展
自主创新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征，既需要政府的推动，也需要市场的调节导向，
缺少其中一方，都会造成失灵现象，唯有二者协调互补，才能实现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科技政策的颁布占据自主创新政策的半壁江山，主要通过政府的推动来促进政
策的实施以及自主创新的实现。新世纪下，越来越的政策从不同的角度搭建起自主创新体系，通过不同
的市场手段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企业将各种创新要素组合整理，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进入市场。市场与
政府在自主创新的推动中得到完美融合，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的协同导向模式，并不断扩展
到市场的各个领域中。

4.2. 创新人才、创新投入双管齐下
创新人才与创新投入构成了自主创新的两大基石，创新人才是自主创新的活力源泉，创新投入是自
主创新的支撑依靠。在《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若干配套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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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科技创新投入提出了相关措施。目前，我国创新投入力度在不断加大，人才
队伍建设也进一步完善，但如何保证创新投入真正被创新人才充分利用，发挥其最大效率，尚未建立其
完善的政策体系。
建议国家出台《关于加强自主创新投入使用的若干政策措施》，构建从创新投入、资金使用、人才
引进和人才奖励的完善政策体系，保证创新投入的资金物尽其用，发挥其最大的功效。其次，国家应进
一步完善创新人才的内外部环境，建立人才自由流动机制，坚持人才引进与人才培育相结合；营造自主
创新的人才发展环境，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资源。建立高效的创新人才与创新投入协调匹配机制，提
高资金和人才的使用效率。

4.3. 加强自主创新成果的转化、推广及应用
自主创新政策实施的根本目标是引导创新人才和创新技术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的方向前
进，促进技术的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促进科学成果产业化，使社会更加节能，更加进步。目前，我国
自主创新仍停留在理论发展阶段，对自主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及推广还具有很大的差距。国家在不断
加强自主创新人才与投入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创新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如何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
力，是当下我们应不断努力的目标。
对此，建议国家注重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不仅要大力推广自主创新技术，更要利用市场创造科技
需求，刺激科技消费，将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自主创新成果进一步推广应用。这样，推进自主创新的同
时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使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得到真正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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