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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puts forward higher and more urg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1]. The affiliated unit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economy and serve the national and loc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CAS
strengthe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t the Academy sites, fosters and develop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and build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s and alliances. The author conducts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the enterprises run by affiliated institutions and points out the current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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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1]。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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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院属单位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通过加强院地科技合作、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建设协同创新平台
与联盟等多种举措，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结合，更好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作者
深入院属单位开展调查研究，针对院属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基本情况以及当前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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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办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院属事业单位直接投资企业 932 家。其中全资企业 140 家，控股(非全资)
企业 111 家，参股企业 681 家；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236 家，占全部企业数量的 25.3%；上市企业 43
家(含新三板)。共有 41 家院属事业单位设立了资产管理公司，主要集中在光电、先进制造、化工、计算
技术等领域。

2. 所办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院属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在数量上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多数企业正常运行，部分企业
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有一些成立时间比较长，历史问题比较多的企业，存在产品技术老化，市场
占有率下降等困境。在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研究所管理不规范和当前管理体制与发展现状不匹配等原因。
(一) 院属单位对经营性资产监管重视不够
经营性资产多为院属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的资产，通常由无形资产评估作价投入，普遍缺乏成本
意识。从单位领导到具体管理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足、国家
法规学习不够深入的问题，没有下大力气进行制度建设和有效监管的问题。
(二) 研究所管理不规范，历史遗留问题多
院属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多是由科研成果转化形成，出资人代表大多由科研团队人员担任，对于企业
经营规律不了解，公司管理决策参与度不高。主观上，对国家和院有关政策不熟悉，不能督促企业及时
履行国有资产管理审批手续；客观上，院属单位所占股权比例较小，话语权较弱。导致企业经济行为未
按规定报批报备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企业非正常的股权操作方式还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隐患。
(三) 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发展需求不匹配
截止 2017 年 11 月 15 日以前，资产评估备案管理工作要经过国科控股和院主管部门的审核后提交财
政部，由财政部核发《评估备案表》，等同于变相审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周期。近
期，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评估备案管理职责下放到主管部门。
关于企业国有股权管理，按国家现行规定，只要企业包含国有股，均需经过多道审批流程，造成审
批程序繁琐、耗时长，极易错失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市场良机。这些问题，在调研中比例高达 96%的被调
查者呼吁加以解决。
(四) 不良股权的处置困难
随着各单位创办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由于科技成果产业化本身存在一定风险，一些技术种种原因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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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良好转化效果就会为单位带来不良企业股权。清理不良企业股权在管理上涉及国有资产安全，问
题十分复杂[2]，一些院属单位领导班子怕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导致部分“僵尸企业”无法
清理。调查显示，通过创办企业方式进行成果转移转化的院属单位，均呼吁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3. 结论
针对上述问题，应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所办企业经营自主性，加强统一集中监管。
(一) 加强培训，提升院属单位政策和管理水平
利用资产管理班、国资监管培训班和企业财务人员培训班等管理平台，积极宣贯国家国资管理新政
策、新思路，进行案例讲解，分析违规风险等。通过培训和交流，进一步加强院属单位国资监管意识，
进一步规范对外投资行为，从源头规范新设立企业管理。
(二) 加强企业集中监管，强化资产公司作用
鼓励符合条件的院属事业单位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明确其决策权限、范围，避免所务会决策不专业、
审批时间长、决策慢，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等情况。实现院属事业单位所办企业的集中监管，发挥资产管
理公司“防火墙”的重要功能。有效行使国有出资人代表的权益，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 促动不良企业清理，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
推进不良企业清理工作，在政策层面积极沟通协调，争取财政部理解，协助推进清理工作；在管理
层面引导单位加强市场调研，通过与社会资本结合的方式，出售企业股权，争取在不良企业清理过程中，
实现国有资产价值的最大化，降低国有资产损失。
(四) 勤勉尽责，做好企业管理各项工作
一方面做好企业信息统计工作，为院和国家管理决策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另一方面，做好无形资
评估备案情况汇总表统计报送工作，保障单位管理程序完整，不留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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