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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the “new normal” and the supply-side reforms have advanced
further, how to promo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key step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ow to formulate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that promo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 spot in the field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is article studies how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to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and normative analysis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 of
China’s current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in support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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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如何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
增长和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一步，如何制定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成为近年来财税领域的研
究热点。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如何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使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
析法及规范分析法，结合国内现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的现状，提出中国目前财税政策在支持
企业自主创新存在的问题，并从演化经济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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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经济也持续了近 40 年的高速增长。如果说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
投资和全要素增长率的快速增长，那么在新常态环境下就是要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过去投
资带来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有创新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来源。2015
中国经济增长跌破 7%，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大、未来还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面对新的挑战，中央政府提
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战略。中国能否在创新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成为中国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一步。
在所有进行创新的主体里，企业是这群创新活动的主力。2014 年全国 R&D 经费支出中，企业占据
了 77.3%的份额，R&D 人才中，企业也占据了 77.6%的比例。1 企业创新中，中小企业是最积极最有生命
力的主力军，近年来不断涌现出的中小型创新公司受到社会的关注。世界各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过后都
非常重视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扶持政策。

2. 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促进企业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相关文献很多，在财税政策领域内关于促进企业自主创
新的研究也很多，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邓子基，杨志红(2011)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根据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对财税
支持政策敏感性的差异对企业实施相应的财税支持政策，从而更加有效的利用财税政策促进企业创新[1]。
郭佩霞(2011)从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视角，分析了我国关于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发现我国财税
政策大多集中于企业创新的成熟期阶段[2]。王银安(2012)认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企业创新投入
不足，创新意愿不强，创新风险过大，财税支持政策应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增强企业创新意愿[3]。胡
海波，涂舟扬，胡大立(2016)通过分析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新演化路径，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分
析方法将企业创新分为变异、复制，选择三个阶段；探明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4]。匡小平，肖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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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2008)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作用，并且对所得税的反应较为敏感。同
时认为企业得到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是无差别的[5]。王晓蕊(2011)认为中小企业是支持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力量，财税优惠政策应该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创新[6]。顾蕾靓(2015)从完善税收立法、优化税收
制度、强化人才税收激励和注重财税手段配合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建议[7]。
国内关于企业自主创新的研究的覆盖面很广，从问题分析，到政策建议都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但
是大多数研究缺少实证分析，这或许和企业自主创新数据难以获取和衡量标准难以量化有关。另外国内
研究的视角不够丰富，很多文献的内容有重复。关于财税政策的效果评价的研究也比较少。

3.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分析
3.1. 外部性理论
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提出“外部经济”的概念。企业自主创新过程是一个具有正
外部性的过程。企业在进行创新研究时不仅仅是为企业自身带来效益，也为社会带来效益。企业自主创
新给社会带来的这部分效益没有得到支付。企业自主创新的正外部性对于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具有负
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作为理性人的企业会选择不进行自主创新，而选择等待他人创新后再“搭便车”。
尤其是对于资金少，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而言，就更加不愿意进行自主创新活动了。因此企业自主
创新的正外部性会抑制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在面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正外部性时，财税政策可以发挥一
定的作用，保护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3.2. 演化经济理论
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创新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企业创新过程会经历惯性、新奇和市场竞争三
个阶段，这一过程和生物进化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的过程具有相似性。我们将该研究框架，总结为
遗传—变异—选择的过程分析范式。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自主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整个社会经
济体系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每个企业的自主创新不仅给自身带来效益，还会对整个经济系统带来影响。

3.3. 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技术进步。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里最早提出技术
进步，他认为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一样可以增加国民财富。后来，索洛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 Y = (K A L)
= AKαLβ，其中“A”代表技术进步。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创新不同于外界因素，
不可进行直接干预，但可采用适当的财政税收政策进行引导，激发创新活力。内生增长理论为政府设计
财税优惠政策来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给予了理论支撑。

4. 我国现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
中国出台实施了若干关于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等规范性
文件。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使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鼓励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主要涉及了
以下几个方面：
财政政策：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财政科研补贴、政府购买
从表 1 可以看出，从 2007 年到 2015 年，我国对科学技术的投入绝对额总体上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
除 2011 年绝对额下降外，其他年份都是增长的状态。但是就其与财政总支出和 GDP 的比重而言，以 2010
年为界限，在 2010 年以前两个比率，总体上处于上升的状态，并在 2010 年达到顶峰，分别占比为 1.02%
和 4.67%。2011 年两个比率双降后则一直处于平稳状态。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一直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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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hina’s fis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表 1. 我国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情况
年份

国民生产总值

财政总支出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
GDP 比重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财
政总支出比重

2007

270,232.3

49,781.35

2135.7

0.79%

4.29%

2008

319,515.5

62,592.66

2611

0.82%

4.17%

2009

349,081.4

76,299.93

3276.8

0.94%

4.29%

2010

413,030.3

89,874.16

4196.7

1.02%

4.67%

2011

489,300.6

109,247.79

3828.02

0.78%

3.50%

2012

540,367.4

125,952.97

4452.63

0.82%

3.54%

2013

595,244.4

140,212.1

5084.3

0.85%

3.63%

2014

643,974

151,785.56

5314.5

0.83%

3.50%

2015

689,052.1

175,877.77

5862.57

0.85%

3.3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0.85%左右，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稳定在 3.5%左右。
政府购买：我国 2003 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规定，在产品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可被采购
单位优先考虑。2011 年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中规定，相关机构的政府
采购项目中，中小企业采购项目比例保留高于 30%的量。2012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
中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中规定，预算编制部门应该预留高于 18%的比例给小型微型企业，对
小微型企业进行特别地照顾。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小企业，但是却并没有针对中
小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制定相关的法规。对于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政府可以通过政府采购进制
定相应的支持措施。
税收政策：我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的
进口仪器设备免征增值税。2015 年 1 月 1 日起，高新技术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按照工资薪金总额的 8%
计算限额扣除，抵扣不完的，准予以后年度继续抵扣。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转化科技成果，给予本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股权奖励，个人一次缴纳税款有困难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自行制定分期缴税计划，在不超过 5 个会计年度分期缴纳。企业研发的无形资产研究阶段的支出加计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部分可以按 150%进行摊销，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所得税减免。对于符合特定
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年
度内不超过 500 万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2014 年 1 月 1 日
以后新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从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来看，大多数优惠政策集中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关于其他方面的
税种优惠条件很少，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另外很多税收优惠政策都规定相应的
条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企业才能享受税收优惠。各种优惠政策之间不够协调，税收政策对于企业自
主创新应该是创新的初试阶段到运用阶段都应该提供支持。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这种选择性和企业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是相违背的，同时这种税收优惠政策的选择性也挫伤了企业创新的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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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演化经济视角下的财税政策建议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创新过程“惯性–新奇–市场竞争”和生物学上的“遗传–变异–自然选
择”的过程相类似，企业创新的这一运行机制的各个阶段对应不同的特征，因此各个阶段对于不同的财
税政策的敏感性并不相同。企业在创新的惯性阶段的特征是企业自身还不具有自主创新的能力，通过不
断的模仿和学习来逐渐形成自身创新能力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企业主要通过学习和模仿来探寻创新的
模式，模仿的越多，越能形成有效的创新模式。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结构简
单，资金匮乏，也缺乏相关的专业研究人员，需要通过模仿和学习其他企业来进行创新活动，这个阶段
的企业创新大多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做出的。对于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创新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资金和
人才的匮乏。在这个阶段财政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可以解决企业的部分资金问题，这时的财政政策对所
有的中小企业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不应该制定各种认定条件选择性的支持部分企业。企业创新过程中对
应的每个阶段，都具有不可预见性，创新可能发生在市场当中每一个企业，因此财政政策不应具有选择
性，对于每一个进行创新模仿和学习的企业都应该提供相应的支持。当然，财政资金只能解决企业一小
部分的资金短缺问题，企业大部分资金还是应该从其他方面来筹集。为投资中小企业创新的投资者制定
对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投资者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投资。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对于投资中小企业
创新的投资额，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或限额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前可以进行扣除，超出部分
可以结转下一年度继续扣除。
企业在创新的新奇阶段对应的是生物进化的变异阶段。这一阶段的企业在经过惯性阶段的学习和模
仿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的能力。相比较学习和模仿阶段，新奇阶段的创新活动失败率更高，由
此带来的风险也非常大。很多企业在完成惯性阶段的学习模仿阶段后，不再进行创新活动了，一直停留
在惯性阶段。这类企业依靠在惯性阶段积累的创新能力对市场上的创新产品和服务进行“山寨”而生存。
新奇阶段的创新活动没有路径依赖，路径依赖阶段的创新在惯性阶段已经内化成企业的创新能力，新奇
阶段要求企业在前面模仿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很少有人或者还没有人研究的领域进行创新，因此新奇
阶段的创新活动风险巨大，需要大量资金和科研人才的投入。新奇阶段创新活动的高门槛阻碍了企业进
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尤其是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如何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进
行新奇创新活动的积极性是财税政策发挥作用的地方。对于这一阶段的企业自主创新，应该允许企业计
提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金或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或补偿金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进行抵扣。另外对于
企业借款用于新奇阶段创新活动所产生的利息，应该允许进行税前列支，进行扣除，同时对于进行这一
阶段创新活动的企业也可以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这个时候的财税优惠政策同样应该具有普惠性，应该
是对整个行业创新的支持，而不是扶优扶强单个企业。这一阶段的企业创新更加具有不可预见性，政府
在制定财税优惠政策针对的是所有进行新奇阶段创新活动的企业。政府的财税优惠政策应该保护企业进
行新奇创新活动的积极性，鼓励企业从惯性创新转向新奇创新。
企业创新在市场竞争阶段对应为自然选择过程。这个时候的企业创新已经创造出了市场上没有的创
新产品或服务，企业要把这一创新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赚取利润。要注意的是新产品和创新产品的区别，
新产品并不一定是创新产品，但创新产品一定是新产品。财税政策在制定时要区分新产品和创新产品。
企业在这个阶段的主要风险为市场风险，政府采购可以减轻部分市场风险，在政府采购环节可以规定政
府采购中创新产品或服务的采购比例，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比例。企业所得税方面
也可以制定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收入可以在一定年限内享受相应的减免税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将减免的
企业所得税优惠投入到创新产品再研究，扩大再生产或市场推广。在这一阶段，市场可以检验出企业创
新产品或服务是否符合社会需求，这一阶段会淘汰掉一部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对于创新产品或服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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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淘汰的企业，可以制定创新产品产生的亏损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向前或者向后结转。这一阶段的财
税政策不仅要体现对成功创新产品或服务的奖励，也要体现出对失败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支持。
企业创新的惯性—新奇—市场竞争的过程是企业从不具有创新能力，通过模仿学习创新到具有创新
能力并创造出创新产品并接受市场竞争考验的过程，这也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成长过程。财税政策所
要做的就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成长，财税优惠政策在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和提高创新产品或
服务利润从而保护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的同时，还应该让企业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也可以挽回创新失败的
部分损失。在这样的成功有奖励，失败有保障的财税支持环境下，企业才会更愿意投入人力、物力，财
力来进行创新活动。国家在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该鼓励社会各界对创新的支持，如大力支持
保险企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保障，为企业自主创新再加一层“保护膜”，或者加大高校和企业产学研一
体化的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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