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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arry out intra-group technolog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guide and encourage intra-group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analyzing the R&D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functional positions of the large enterprises, and effective connection among different innovation subject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general evaluation approach “Classified
Evaluation,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ndicators and Chain Connection”. To technology research
units, we should focus on the evaluation of three ways, including the basic and forward-looking
technology research, the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their conversion
to industrial units. To industrial units, we should strengthen output evalua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industrialization evaluation. Finally, the paper designed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s and methods to carry out the real evaluation for large enterpris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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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集团内部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是大型企业引导和激励企业各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按照“实
施分类评价、综合构建指标、重视链条对接”的总体思路，为集团内部技术研究单位和产业单位构建了
技术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对技术研究单位重点加强了基础前瞻性技术投入产出、科技成果产出、向产业
单位的成果转化三个方面的评价，对产业单位重点加强了对经济效益产出评价、科技成果产业化评价两
个方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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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企业集团内部开展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是大型企业用来激发内部各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积极性，引
导各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的重要机制。现有研究通常将企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技术创新绩效，缺乏
对集团内部不同类型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研究。在已有文献中，陈劲等人从经济效益、技术效
益等维度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1]，朱学冬和陈雅兰从研发投入、自主产权、创新业绩
等维度构建了创新型企业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赵家新基于平衡计分卡理念构建了企业创新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3]，向刚等人提出了创新型企业持续创新的概念并构建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4]，这些研究都
没有讨论如何评价企业集团内部不同创新主体的问题。
直接将企业集团层面的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集团内部不合适。首先，大型企业集
团通常包含有研发单位、产业单位等不同创新主体，它们只是企业集团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部分，且不同
主体的功能定位和业务特征存在差异，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不同主体的功能定位要相匹配。其次，内部
不同创新主体如何有效对接，现有研究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构建引导内部科技成果转化的评
价指标。本文专门探讨大型企业集团内部不同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绩效评价问题，通过研究旨在构建企
业集团内部科研与产业单位的分类评价体系。

2. 大型企业集团内部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的基础理论分析
2.1. 研发组织体系构成及功能定位
大型企业集团的研发组织体系通常可以简化为由两类单位组成：一类是集团直属科研单位，为了与
科研院所等公共机构区分，称之为集团内部的技术研究单位；另一类是直属产业单位中的研发机构。技
术研究单位通常以研究为核心业务，开展基础性、前瞻性技术、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并开展适应市
场需求的应用技术研发，在集团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中承担着关注企业未来技术发展和为产业单位提供技
术支撑的功能。产业单位研发机构通常以产品开发为核心业务，针对当前市场需求进行技术创新，在集
团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中承担着应用科技成果进行产品或工艺创新来创造经济价值的功能。
跨国公司和我国大型企业集团普遍采用这种由直属技术研究单位和产业单位研发机构组成的研发组
织体系。在跨国公司中，GE、西门子、IBM、NEC 等国际一流企业都建立有中央研究院和事业部研发机
构，其中中央研究院直属于集团，在全球主要业务所在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我国大型企业集团中，中石

46

石书德

油、中石化、中核工业等集团内部都同时拥有技术研究单位和产业单位研发机构。以中石油为例，它的
研发组织分为集团和下属区域公司两个层次，集团有 8 家直属院所主要从事应用基础、超前共性和重大
关键技术研究，集团公司直属的大庆油田、辽河油田、兰州石化等区域公司又有 72 家研究院和技术中心，
侧重的是新技术的推广应用[5]。
技术研究单位与产业单位有着不同的功能定位和业务特点，开展技术创新绩效评价则需要构建差异
化的评价体系。其中，技术研究单位的技术创新产出形式通常是科技成果，比如专利、论文、技术秘密
等；产业单位是以产品开发为核心业务，以满足市场需求和创造经济价值为目标(具体见图 1)。因此，对
前者不适合将创造经济价值作为它的技术创新绩效评价内容，而对后者应以产出经济效益为主，并兼顾
科技成果产出评价。

2.2. 技术研究单位与产业单位的有效对接
大型企业集团能否构建出一个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技术创新体系，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是技术研究单位
与产业单位能否实现有效对接。这里所指的有效对接是两类机构之间的无缝集成，即技术研究单位能源源
不断地向产业单位提供它所需要的科技成果，而产业单位持续向技术研究单位提供研发经费，它们之间实
现高效的协同创新。实践中通常容易出现两类问题是两类单位之间脱节：一方面，技术研究单位不以产生
在产业单位实现转化应用的科技成果为导向，产生的科技成果不能适应产业单位的需求；另一方面，产业
单位不愿意支持技术研究单位的科研活动，倾向于从外部购买技术。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企业集团的技术
创新体系无疑没有实现协同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一定是较低的，也无法形成较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为了引导和推动两类单位实现有效对接，需要发挥绩效考核评价的“指挥棒”作用，促进它们从企
业整体发展目标出发，充分交流合作，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否则，各自很可能按照个体利益最大的
方向去发展，难以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在评价体系设计中，对技术研究单位需要评价科技成果被产
业单位的接受程度、与产业单位协同合作等方面的内容，对产业单位需要评价积极产业化应用科技成果、
与技术研究单位协同合作等方面的内容，具体的评价指标设计在下一节将详细介绍。

3. 大型企业集团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总体思路
依据上面关于大型企业集团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的基础理论分析，提出大型企业集团技术创新绩效评
价的总体思路是“定位匹配、强化协同、适度超前”。1) 定位匹配。充分考虑各创新主体在公司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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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wo-classification of subsidiaries in group and their function position
图 1. 大型企业集团创新主体二元分类及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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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核心业务内容，研究各单位的科技创新特点，构建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确
保评价内容与各主体的功能定位、科技创新特点相匹配。2) 强化协同。以引导各创新主体协同发展为目
标，构建促进创新链条有效对接的评价指标(如科技成果转化、协同创新等)，引导系统内各单位加强协作，
形成一个体系整体，实现公司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最优。3) 适度超前。评价指标和标准要适当高于各单位
目前能够达到的水平，不局限于当前的科技创新现状，注重引导发展和质量提升。部分指标可能有些单
位已经达到了较好的水平，但在管理上还存在提升空间，就需要增加管理方面的评价指标，适当提高评
价标准，以促进企业继续改进。

3.2. 技术研究单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技术研究单位在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及业务特点，对技术研究单位的技术创新绩效
评价需要加强如下三个方面的评价内容：一是基础前瞻性技术投入产出评价，引导和促进技术研究单位
重视基础前瞻性技术研究，增强技术研究单位产生原创性科技成果；二是科技成果产出评价，由于技术
研究单位不直接创造经济利润，而是以科技成果为主要产出形式，所以应评价科技成果产出而不是财务
指标。三是向产业单位的成果转化评价，引导技术研究单位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企业集团内部技
术研究单位和产业协同发展。
根据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的现有理论成果，结合技术研究单位的评价重点内容，提出技术研究单位的
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科技成果产出、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创新投入三个维度组成(具体见表 1)。
1) 科技成果产出维度，采用人均发明专利授权量、行业及以上标准量、技术获奖水平、人均发表 SCI
和 EI 论文量、重大技术突破项目率、科技成果可产业化项目率七项指标。其中，人均发明专利授权量是
从专利角度评价技术研究单位的产出技术效益，采用发明专利而不是宽泛的专利为评价内容，是为了引
导技术研究单位注重科技成果的质量；人均发表 SCI 和 EI 论文量是从产出角度评价技术研究单位在基础
前瞻性技术研究水平，引导技术研究单位要重视基础前瞻性技术研究；重大技术突破项目率指标设置的
目的是，引导技术研究单位重视国际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研究，为企业集团培育技术竞争力；科技成果
可产业化项目率是引导技术研究单位以可产业化为研究目标，重视与产业单位的需求对接。
2) 科技成果转化维度，采用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成果转化合作满意度两项指标。尽管科技成果转
化维度仅设置了两个指标，但是这两项指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应占有较大的权重，它们是引导技术研究
单位重视科技成果向产业单位有效转化的评价指标。其中，科技成果转化率指标是以在产业单位得到产
业化应用作为衡量科技成果转化的标准，引导技术研究单位必须重视向产业单位转移科技成果；科技成
果转化合作满意度指标设置的原因是，考虑到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有一个中间成果交付合作的阶段，需要
双方积极合作才能实现将技术诀窍从技术研究单位向产业单位充分地转移，所以设置了这个由产业单位
评价技术研究单位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合作的指标。
3) 技术创新投入维度，采用基础性研发人员投入比重、获得政府科研经费比重、获得产业单位研发
经费比重、科研人才培训投入水平、科研人员投入当量密度五项指标。其中，基础性研发人员投入比重
是从投入角度引导技术研究单位重视基础前瞻性技术研究；获得政府科研经费比重是引导技术研究单位
积极参与国家科研项目，从政府获得科研经费支持；获得产业单位研发经费比重是评价技术研究单位从
产业单位获得科研经费的能力，只有当技术研究单位能满足好产业单位对技术研究的需要，才能从产业
单位持续获得足够的科研经费支持。

3.3. 产业单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产业单位在企业集团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和业务特点，提出对产业单位需要加强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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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research unit
表 1. 技术研究单位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分类

科技成果
产出

科技成果
转化

技术创新
投入

指标

指标说明

人均发明专利授权
量

指评价期内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与科研人员数的比值。

行业及以上标准量

指评价期内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水平，
对不同级别的标准设置不同的分值。

技术获奖水平

指在评价期内获得国家、省部级技术奖的水平，其中不同级别的奖项有不同的分值设置。

人均发表 SCI 和 EI
论文量

指评价期内在 SCI/EI 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与科研人员数的比值

重大技术突破项目
率

指评价期内取得行业内国际首次重大技术创新突破的数量指标与年度科研项目数量的比值，
重大技术突破的评定须组织国内外专家对重大技术项目的水平进行评审。

科技成果可产业化
项目率

指前三年立项的科研项目中(基础性/前瞻性项目不包括在内)在评价期内经过评估具备有专
业化前景的项目所占比重。

科技成果转化率

指在评价期内技术研究单位的科技成果在产业单位产业化应用
的项目数量占上一年度评价具备产业前景的项目比重。

科技成果转化合作
情况

指在评价期内成果转化过程中技术研究单位与产业单位的合作情况，
由产业单位和生产运营单位对中国电科院参与合作的满意度进行评分。

基础性研发人员投
入比重

指在评价期内用于开展基础性研究的科研人才占全部科研人才数量的比重。

获得政府科研经费
比重

指在评价期内申请国家 973 项目和 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地方政府技术项目等
获批经费总额与本单位全部研发经费的比值。

获得产业单位研发
经费比重

指在评价期内获得产业单位投入研发经费总额与本单位全部研发经费的比值。

科研人才培训投入
水平

指在评价期内对科研人员的技术交流和培训费水平。计算公式：
研发人员国内外技术交流费和培训费占研发人员总收入比例。

科研人员投入当量
密度

指在评价期内对科研人才按照技能等级系数进行折算。计算公式：∑(各等级科研人员数×技
术等级系数)/科研人员总数。

面内容的技术创新绩效评价：一是经济效益产出评价，重点从财务绩效角度评价产业单位的技术创新绩
效，引导和激励产业单位重视商业化新产品/新工艺或改进现有的产品/工艺，创造经济价值；二是科技成
果产业化评价，评价产业单位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为了促进它与技术研究单位有效对接，促进技术研究
单位的科技成果在产业单位得到产业化应用。
根据现有理论成果，结合产业单位的评价重点内容，提出产业单位的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
由经济效益产出、科技成果产出、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技术创新投入四个维度组成。表 2 为产业单位技术
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 经济效益产出，采用新产品与服务收益比率、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收益增值率两项指标。其中，
新产品与服务收益比率是评价产业单位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新产品和新技术服务带来的收益水平，技术创
新带来的产品收益增值率是评价产业单位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原有产品升值扩销带来的收益水平，这两项
指标的目的是引导产业单位重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来创造经济价值。
2) 科技成果产出维度，采用新产品开发成功率、科技获奖水平、人均专利授权量、行业及以上标准
量四项指标。对产业单位设置这些指标，目的是引导产业单位积极开展研发活动，创造科技成果，但相
对技术研究单位，产业单位科技成果产出维度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要低一些。其中，新产品开发成功率
是评价产业单位新产品开发的能力水平；人均专利授权量采用了宽泛的专利而不是发明专利，主要是因
为产业单位以产品开发为主，实用新型等相关专利是重要的专利产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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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units
表 2. 产业单位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分类

指标
新产品与服务收益比率

经济效益产出
技术创新带来产品收益增
值率
新产品开发成功率
科技获奖水平
科技成果产出

科技成果产业
化

指评价期内新产品和新技术服务带来的毛利(销售收入-直接成本)与主营业务收
入比值。
从第一个产品研制出来开始计算，三年内均为新产品。
指评价期内通过技术创新，使得原有产品升值扩销带来的毛利
(销售收入增值-直接成本增值)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
指评价期内成功开发完成的新产品项目数占最近三年新产品开发项目总数的比
重。
指在评价期内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奖的数量水平，不同级别的奖项有不同的分
值设置。

人均专利授权量

指评价期内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与科研人员数的比值。

行业及以上标准量

指评价期内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数量水平，
不同级别的标准有不同的分值设置。

科技成果产业化率
科技成果转化合作情况
研发人才培训投入

技术创新投入

指标说明

研发人员投入当量密度
自有资金研发投入强度

评价期内委托的研发项目成果得到产业化应用的数量，
占过去三年委托研发项目中经验收评定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成果数量的比重。
指在评价期内成果转化过程中，技术研发单位与产业单位、生产运营单位
的合作情况，由技术研究单位对产业单位参与合作的满意度进行评分。
指在评价期内对科研人员的技术交流和培训费水平。计算公式：
研发人员国内外技术交流费和培训费占研发人员总收入比例。
指在评价期内科研人才按照技能等级系数进行折算。计算公式：
∑(各等级科研人员数×技术等级系数)/科研人员总数。
指在评价期内产业单位自有研发经费投入占产业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3) 科技成果产业化维度，采用科技成果产业化率、科技成果转化合作满意度两项指标。评价产业单
位科技成果产业化，目的是引导产业单位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并且积极与技术研究单位协同合作，
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其中，科技成果产业化率指标是将产业化应用作为衡量标准，以能够产业
化的科技成果数为基数；科技成果转化合作满意度指标是由技术研究单位对产业单位进行评价，与技术
研究单位中由产业单位对技术研究单位进行评价的指标对应，通过这种互评的方式有助于促进两类单位
协同合作。
4) 技术创新投入维度，采用研发人员培训投入水平、研发人才当量密度、自有资金研发投入强度三
项指标。这些指标是从投入角度评价产业单位，推动产业单位重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中，自有资
金研发投入强度是指产业单位从经营利润中拿出来投入研发资金与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不包括外部
获得的研发资金，也不包括企业集团总部投入的研发资金，该指标的目的是促进产业单位高度重视技术
创新。

4. 大型企业集团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程序与方法
大型企业集团可以采取自我评价与集团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技术创新绩效评价工作，其中自我评
价是由技术研究单位与产业单位开展自评，它是作为集团评价的基础，自评需提交单位领导签名的自评
报告。企业集团每年末需要与各单位确定下一年度评价标准的目标值，确定的基本流程为：首先，集团
科技部在年末下达预报下一年度评价标准通知；其次，各单位提出下一年度科技创新绩效指标评价标准
目标建议值和文字说明材料，报集团公司科技部；第三，集团公司科技部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并修改
确定目标值。图 2 为大型企业集团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程序。
评价工作一般要在评价期末或下一个评价期初开展，集团公司科技部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开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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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总部

直属单位

下达预报年度
评价标准通知

预报年度评价
标准建议值

核定年度评价
标准目标值
下达年度评价
通知
评价材料准备

组建评价工作
组

组织开展自评

参加评价答辩
开展公司评价
发布评价结果
Figure 2.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large enterprise groups
图 2. 大型企业集团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程序

首先，下达评价工作通知，组建高水平专家组建评价工作组；其次，下属单位科技部门填报评价相关材
料，并组织开展自评工作，将评价材料和自评结果上报集团工作科技部；第三，组织答辩，集团评价工
作组根据介绍进行必要的质询与核实；第四，开展评价，依据评价标准目标值，根据介绍及核实情况进
行打分；最后，采用综合模型方法计算得到最终分值即为评价结果。
对于评价综合计算方法，尽管现有研究提出了较多可选择的方法，比如数据包络分析、BP 神经网络
模糊评价等，但从国内外众多评价实践工作来看，实践中采用最多的是加权平均计算法，如“三部委” 创
新型企业评价[6]、中国评价协会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评价”[7]、路透社的“全球顶尖 100 创新者”评
价[8]等。加权平均计算法相比起前面提到的这些复杂计算方法，具有简单实用的优点，它能根据技术创
新绩效评价内容的重要性，将重要指标和次要指标区分对待，考虑技术创新各项要素的实际相对重要性
设置权重，所以成为了许多实际评价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因此，本文建议实际的评价工作可以采用简单
实用的加权平均计算法。对于各项指标的权重配置，需要在实际评价工作中根据具体企业的特点进行确
定。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大型企业集团内部技术创新绩效评价这个不同于现有文献的内容进行研究，按照“实施分
类评价、综合构建指标、重视链条对接”的总体思路，根据被评对象的功能定位和业务特点，分别为集
团内部技术研究单位和产业单位构建了科学合理的技术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对技术研究单位重点
加强了基础前瞻性技术投入产出、科技成果产出、向产业单位的成果转化三个方面的评价指标设置，对
产业单位重点加强了对经济效益产出评价、科技成果产业化评价两个方面的评价指标设置。
对于大型企业集团开展评价工作，本文还有三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建议：一是强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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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保障，成立技术创新绩效评价专家库，邀请熟悉公司技术创新实际的内部专家作为专家库成员，确
保每次评价能成立高水平的专家工作小组；二是制定完善的技术创新绩效评价制度，制定完善的评价管
理制度或办法，包括评价操作详细流程、评价指标测量详细说明、评价材料准备具体要求等，规范和指
导科技创新组织绩效考核的实际工作；三是动态调整公司技术创新绩效评价体系，随着集团公司创新能
力也不断提升，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做出适应性调整，才能与各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和业务内容吻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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