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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能有效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深化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全国各地的落
地生根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本文提出了“四位一体”的长效机制，它们是：第一，聚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的法律法规机制完善；第二，聚焦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制的完善；第三，聚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生态环境
的培育；第四，聚焦政府在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的作用的发挥。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推进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这种新型融资方式的应用、助推科技型中小企业有效解决融资难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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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technology-based enterpris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文章引用: 肖侠, 孙彤, 王葭薇, 郑欣怡. 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长效机制研究[J]. 管理科学与工
程, 2020, 9(4): 191-197. DOI: 10.12677/mse.2020.9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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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oot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four in one” long-term mechanisms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First, focusing on
the improve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second, focusing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value evaluation mechanism; third,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and fourth,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and boosting the technology-based SME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financing problem.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Technology-Based SMEs, Long-Term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能够有效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这已成为国内外科技金融界的共识。
目前从国家层面到省级层面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这种新型的融资方式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时至今日，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这种新型融资方式在全国落地的过程中，尽管也产生了“北京模式”、“浦东模式”、
“武汉模式”等等，但总体上仍处于“叫好不叫座”的状态[1] [2] [3]。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
状况，必须建立起深化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长效机制。基于此，本文拟对该问题进行探讨。我们认
为，从系统的视角来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长效机制建设，主要应聚焦“四位一体”的机制建设：一
是聚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法律法规机制的完善；二是聚焦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制的完善；三是聚焦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生态环境的培育；四是聚焦政府在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作用的发挥。

2. 聚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法律法规的完善
2.1. 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质押物的品种与范围
我国目前在法律上关于知识产权质押的对象主要包括注册商标权、专利权和著作权，然而，随着当
今社会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新型的知识产权将大量涌现，如商号权、商业秘密权、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权等，这些新型的知识产权已被国外很多国家或地区立法承认，但在我国还未将这些新型的知识
产权纳入相关法律法规[4]。建议我国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立法上应将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纳入其中，从
而拓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空间。

2.2. 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质押的登记公示制度
建立知识产权质押的登记公示制度旨在增强知识产权质押的公信力，减少或消除权属纠纷，保护利益
相关者的合法权益。然而，由于目前尚存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主管部门不够明确、质押登记公示制度不够
完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健全等情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知识产权登记公示的作用。建议：第一，无
论是传统知识产权或新型知识产权，都应归口到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出质登记机关，以保证知识产权质押
登记公示的公开透明；第二，要强化对知识产权出质登记的管理，做到信息完整、程序严密、规定明确。
DOI: 10.12677/mse.2020.94025

192

管理科学与工程

肖侠 等

2.3. 进一步完善对质权人的利益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存在的撤销机制加大了质权人的权属风险，同时，由于科技创新等因素可能造成知识产权
在质押期间存在价值贬值的可能，这两方面风险的客观存在势必会弱化金融机构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
务开展的积极性，需要在法律层面上加大对质权人利益的保护。建议：第一，允许质权人或质权人所委
托的律师事务所对拟质押的知识产权权属关系进行调查，由此所产生的费用由当事人双方约定；第二，
在质押贷款期间，如知识产权权属被撤销则可视为借贷债务的提前到期；第三，如质押人在此过程中存
在重大过失而给质权人造成损害的，应由质押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四是对于知识产权在质押期间的
价值贬值，也应有相应的利益补偿规定[5]。

2.4. 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常见的纠纷解决主要依靠司法途径，这种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存
在诉讼周期比较长、执法力度不统一、执法过程欠公平、欠公正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业务的顺利推进。建议引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纠纷处理的多元机制，在基本的司法解决手
段之外，辅之以必要的协商、调解、仲裁等补充机制，从而形成主辅合作、协调有序的知识产权多元
纠纷解决机制。

3. 聚焦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制的完善
3.1. 在定量与定性结合中开展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就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种类繁多的知识产权，要准确把握某特定知识产权价值
变化的属性几乎做不到。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本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思维原则来处理这项复杂的工作。
日本国家名义上看科技型中小企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价值，实则看其经营团队的能力与水平，该评估思维
比较务实可取。建议采取基于“1 + 1”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新方法，即在对科
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行定量评估的同时，再给出一张企业经营团队能力的评估表，其中，知
识产权的价值评估是基于定量的评估，而对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评估则是基于定性的评估。作为质权人
(金融机构)可以基于“1 + 1”的评估结果来确定其发放质押贷款的质押率高低，乃至确定贷或不贷的最
终决定[6]。这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思路，更接地气，更能够被质权方所认可。

3.2. 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构
1) 评估机构应尽可能全覆盖。2017 年 2 月，由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与辽宁中信正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国专知识产权评估认证中心在北京宣告成立。截止 2018 年，全国已有 8 家省级分中
心。成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心的目的在于解决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难题，更好地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工作，建议在每个省级中心城市都应设立分中心，专司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工作。
2) 评估机构应尽可能与现有的资产评估相衔接。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说到底属于资产评估的一个类别，
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东西，完全可以将该业务合并到城市现行的资产评估事务所中，只是需要成立专业
化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团队或部门即可。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与现有资产评估机构合并的好处在于，能够
发挥既有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估优势，能够降低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成本。
3) 要尽早开辟“线上评估”渠道。“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来临，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工作也应该
顺应时代的发展，尽早创造条件，开展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工作，这样可以显著提高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效率。因此，各城市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构都需要开发两个能力：“线下评估能
力”与“线上评估能力”，这也是资产评估机构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大趋势。互联网时代是品牌致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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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作为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构一定要通过打造自身的实力来赢得客户的信赖，进而打造出自己的
知名度与美誉度。

3.3. 有效提升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人员的素质
1) 评估机构人员应复合化。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工作比较复杂，也比较深奥，其深奥与复杂之处就在
于对特定知识产权中“知识含金量”与市场前景的判断，包括知识技术的独特性、难以模仿性、价值性、
市场前景等，这往往不是资产评估人员所能搞清楚的。基于此，从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专业人员应具
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既要有工程技术的专业背景，又要有投资与财务专业背景，这样的知识结构有利
于对知识产权作出合理评价。当然，要求每个评估人员都具有这样的知识结构是很难的，实践中可以做
到评估团队人员专业结构复合化。建议评估专家团队中不仅要有资产评估师，还要有技术专家、市场营
销专家、企业经营专家，通过专家团队来提高知识产权评估的准确性、科学性[7]。
2) 评估机构人员应网络化。知识产权的种类繁多，除了传统的三大种类的知识产权外，新型知识产
权也将不断涌现，任何一个评估机构或评估团队都难以胜任对如此复杂多变的知识产权准确开展价值评
估。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建立网络化的知识产权评估专家库，建议由国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心牵
头组建评估专家库。当需要对某项新型复杂的知识产权进行价值评估时，就可以在专家库里寻找相关领
域的专家加盟，这样做能有效解决评估机构人员能力不足问题。
3) 应硬化评估人员的道德约束。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人员应坚持客观、公正原则，不能因满足企业的
要求就随意抬高其评估结果，也不能因满足银行的要求就故意压低其评估结果。因此，应硬化对知识产
权价值评估人员的道德约束，使得评估人员能够做到秉公评估、诚信评估。这其中要发挥好行业协会在
行业自律、惩戒道德失范中的积极作用。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制定相关的评估规则
来约束评估人员，让评估人员产生合乎道德的行为。对于评估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或
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4. 聚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生态环境的培育
4.1. 打造良好的科技金融环境
我们看到国内也已形成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三种基本模式，都是来自于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及
武汉，那里集聚着大量优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那里也同样有着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成长的土壤
——良好的科技金融环境。我国近年来在科技金融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通过创新财
政科技投入方式，引导商业金融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创投行业，大力发展创
业投资；为商业银行的科技贷款提供风险补偿、信用担保等；设立创业板等方式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推动科技保险业务的发展等等[8]。然而，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导致了科
技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地区的科技金融发育相对比较完善，而欠发达地区其科技金融发育往往比较
落后。因此，打造良好科技金融环境的难点在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要按照“补短板”的要求，在科
技金融的重点领域寻求突破。

4.2. 打造良好的企业服务环境
1) 建立健全融资担保体系。深化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企业服务环境的打造离不开融资担保体系
的建设。因为，从中长期看，有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应该是“政府+市场化”模式。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中，北京模式可以理解为市场化模式，政府介入力度比较小；上海浦东
模式可以理解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模式；而武汉模式介于北京模式与上海浦东模式之间，既有政府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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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又有市场化的交易机制。这三种模式中的哪一种也都离不开市场，国外也是如此，但是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的市场化逐渐深入也是各地的大趋势。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市场化取向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建
立健全融资担保体系，让担保机构承担起分散质押融资风险主渠道的作用。因此，各地在推进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这种新型融资方式时，不要仅盯住政府的政策性融资担保，而应聚焦市场化的融资担保体系及
担保创新机制建设。只有市场化的融资担保体系发育了、发展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
务才会得到可持续发展。
2) 建立健全中介代理机构。目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涉及到的环节比较多，手续比较复杂有目共睹，
要提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效率仅靠科技型企业是难以做到的。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尤其是初创
期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其专长在于技术与生产，而对于如何筹集到资金、如何利用政府政策、如何有效
地与市场中各交易主体打交道等，科技型小微企业一般不熟悉。这就需要由地方政府牵头，建立健全相
关中介代理机构，由这些专业化的代理机构题科技型中小企业来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全部手续，这
将有利于提高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效率。
3) 集中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设计到企业、银行以及若干中间业务机构，如律
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所、担保公司、业务代理与咨询公司等。这些机构如不能集中在一起，则会影响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效率。在这方面，江苏省无锡市的经验值得借鉴。无锡市首先建立健全为科技型中小
企业服务的系统化的专业服务机构，并对这些服务机构进行必要的培训以及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其次
建立了科技金融服务大厦，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以及其他形式的融资提供专业化、高效
率、低成本的一条龙服务。建议国内其他城市也可以利用科创城的优势，将科技金融服务机构相对集中，
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服务效率。

4.3. 打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1) 完善企业信用环境。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对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来说，信用环境的建立与完
善非常重要。建议依托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进一步完善企业的注册登记、纳税、进出口、守法
等信誉信息，建立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用档案，为银行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提供透明的风险
控制手段。有了这样一个健全的企业征信数据库，商业银行就可以自主开展贷款风险评估，进而作出是
否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以及质押率高低的抉择。
2)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应是全体公民与组织的责任。如果企业的
知识产权不能依法得到保护，定会出现因侵权而导致知识产权价值贬值的现象。因此，要实施严格的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生产者的合法权益。实践中，
地方政府要彻底清除地方保护主义思想，要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度，切实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使命感
与责任感，营造公平公正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
3) 完善知识产权交易环境。首先，针对目前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数量不足的状况，需要加快知识产权
市场载体建设，扩展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数量。互联网背景下，要注重建设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国家级知识
产权交易平台，实行网上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其次，要完善知识产权市场机制建设，进一步简化知
识产权转让程序；要加强各地产权交易机构之间的协作，整合条块分割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形成全国
有序统一的交易市场。
4) 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市场。开辟知识产权保险市场有利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深度推进。囿于知识
产权资产的复杂性及高风险性，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不愿对此承保。我们认为，知识产权保险一定程度上
属于政策性保险，建议由国家牵头设立知识产权保险公司，保险基金部分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注入，部分
来源于企业或银行对知识产权的投保。当科技型中小企业实质性地发生偿债风险，贷款银行在对企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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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物变现后尚未补偿损失时，保险公司应对银行的损失进行理赔。显然知识产权保险制度能有效消除银
行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风险顾虑[9]。

5. 聚焦政府在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作用的发挥
5.1. 发挥好政府的牵头作用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目前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游戏规则、全国统一的质押融资模式，各地因地制宜地
出台了自己的推进政策举措。由于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落地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大，牵涉的环节比
较多，假如任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则这种新型的融资方式就难以发展起来[10]。基于此，各级政府的有效
介入十分必要，政府在其中发挥的首要作用就是其牵头作用。
1) 政府牵头成立工作组。为加快地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开展，初期需要由政府牵头成立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落实推进本地区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实践中，建议由地方科技
局牵头，联合地方金融办、银保监会、商业银行、科技型企业以及财税、法律、资产评估与担保等相关
部门，形成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推进小组。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制定出台符合本地区的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的相关政策举措以及开展过程中的协调工作。
2) 政府牵头开展顶层设计。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进行顶层设计，而顶层设
计的任务自然是在政府的牵头下才能得以完成。在此过程中，设计部门要系统考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
策与其他科技金融政策之间的协调统一，进而形成推进地方科技型企业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3) 政府牵头进行模式试点。目前全国尚未形成统一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现实中由于各地经济
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也难以形成普遍接受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各地需要自
主建立适合自身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这就需要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开展地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
式的改革试点工作，通过探索试点，形成适合本地区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确保所建立的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模式运行有效。

5.2. 发挥好政府的促进作用
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式的落地生根，需要激活所有参与主体，调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各参与方
的积极性，这离不开政府促进作用的发挥。
1) 发挥财税杠杆的作用。财税手段是政府当下调节市场经济最广泛的手段之一，也是最有力的经济
杠杆，在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过程中需要财政杠杆来驱动。其驱动方式有：第一，政府通过财政贴息、
补贴、补亏等方式来吸引相关主体参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充分调动各参与主体尤其是商业银行投
身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积极性；第二，政府通过税收返还或税收减免方式，吸引相关主体来积极开展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第三，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调动相关参与者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
2) 发挥“公信推介”的作用。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的科技管理部门都建立了当地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动态数据库，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的科技管理部门对本地区科技型企业的情况最了解。知识产权有含
金量的科技型企业是谁，哪个企业经营团队的素质比较好，地方政府的科技管理部门可以说了如指掌。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发挥科技管理部门的推介作用，让科技管理部门向金融机构推介富有潜力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这样的推介结果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应该具有公信力。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介入后，金融机构
不再单纯看中介机构对企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结论，而更看中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推介结论。

5.3. 发挥好政府的维护与监督作用
1) 维护市场秩序。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一定是秩序经济，无序的市场秩序只会破坏市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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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在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发展中，需要政府进行市场秩序的维护与监督。政府职能部
门可以借助地方人大立法机构，通过制定相关的交易规则来规范、约束各参与主体的行为，让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的市场体系有序运转、高效运转，从而切实保护各参与主体的正当权益。在此过程中，需要政
府部门自身不断强化维护市场秩序的意识，并通过各种手段来进行广泛宣传，形成市场参与者人人讲规
则、讲秩序的文明经营氛围。
2) 监督市场运行。政府需要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市场运行给予持续监督，预判并及时发现市场运行
中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或现实问题，通过采取科学有效纠偏措施，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市场行为一直沿
着健康的发展轨道运转。政府监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市场运行可以采取多重方式，譬如，不定期地进行
市场秩序检查、定期进行相关信息的公开披露、借助第三方机构开展的各类评估等。在纠偏措施上可以
相机选择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或法律手段等来进行及时纠偏、有效纠偏、长期纠偏。
要切实发挥好政府在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的作用，也必须解决好当前政府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将科技金融相关工作纳入政府的中期规划与年度计划；
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等。

6. 结束语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了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指出了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基于“创新”的核心地位以及“科技自强自立”的战略支撑，
决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将日益重要。面向未来，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国家
科技创新体系中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构建“四位一体”的
质押融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法律法规环境，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价
值评估机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完善政府服务职能的有效发挥，唯有如
此，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叫好不叫座”的状况才会得以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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