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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s one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State-own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terprises are a new force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market in our country. In these years, they have accumulated certain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and they hav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to develop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rke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ate-own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even the
who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elaboration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tate-own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thoughts on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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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保产业是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国有环保企业在我国环保产业市场是一支生力军，近年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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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专业技术人才，在环保市场上具有很强的活跃度和开拓的积极性，而国有环保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是影响到企业乃至整个环保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本文在对当前国有环保企业创
新能力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阐述的基础上，就其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相关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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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十年来我国开始遭遇到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也由此体现，环保产业理所当然成为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处于从快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的战略转型期[1]。
环保产业涉及到污染物处理处置、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营、废弃物综合利用、资源循环利用以及清洁
生产等多个方面，涉及面十分广泛[2]。有数据显示，环保行业主要以资源综合利用、环保专业设备制造
为主，这两类行业的产值在目前我国环保行业产值中的比重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国有环保企业作为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具有较强的政治和公益属性，也积累了一定
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人才，在环保市场中具有很强的活跃度和开拓的积极性。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关系
到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成因，因此，如何提高国有环保企业创新能力的分析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2. 国有环保企业发展现状和问题
(一) 发展现状
国有环保企业凭借资金、政府资源对接和大规模服务能力方面的先天优势已成为了环保行业的主角，
国有环保企业的建设也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更多的重视和支持，对先进环保技术的获得和装备供给能
力显著提高，国有环保企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 2018 年举办的中国绿色创新大会上，中央财经大学绿
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和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联合发布了“2018 中国环境企业 50 强榜单”，前 10 强环保企
业中，国有企业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
但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国家对环保的标准和要求也在逐步提高，环保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变得
日益激烈，这些竞争主要表现在技术、人才和服务等诸个方面。近年来，环保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获得
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技术新设备在市场上不断涌现，因而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决定着国有环保
企业能否在竞争中更具优势。
随着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十三五”节能环保
产业发展规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政策，都表明环保产业科技
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到来，而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能力必将成为环保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
(二) 当前国有环保企业存在的问题
1、技术创新和前瞻引领能力有待提高
由于历史原因，环保行业准入门槛较低，国有环保企业大量涌入，但很少有企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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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将技术研发成果应用到产业化制造上去，因此多数企业是通过引进环保技术使自己得以跻身于相应的
环保产业[3]。企业的产品、服务、标准和模式通常比较雷同，缺少自身的特点，只有少数企业能够依靠
自主技术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另外，企业缺乏对环境治理的提前考虑，环保技术创新往往滞后于环境
治理的实际需求，经常出现了问题后再疲于应对。
2、缺乏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
虽然我国在技术研发方面的知识产权数量在逐年增加，但在环保产业方面所拥有的自主产权，与西
方发达国家相比明显要少。发明专利在知识产权中所占比例也较低，实施率同样偏低。环保产业的技术
创新迫切需要知识产权保护，而国有环保企业的核心技术最理想的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才有可能使
这个技术较快的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3、专业人才的使用不尽合理
随着环保行业的热度的逐年提高，劳动力市场上也出现了一批具备较高素质的环保专业人才，国有
环保企业凭借先天优势，吸引了更多优秀人才的加盟，但往往由于技术创新方面的工作没有跟得上，或
者没有得到有效开展，企业本来应有的人才优势消耗殆尽。一些国有环保企业承接了较多的工程项目，
企业工程人员严重不足，技术人才进入环保企业后直接被派驻现场跟踪工程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
逐步失去了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
4、研发资金投入不足
近年来国有环保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在逐年增长，但投入金额与销售额的比率还是远低于发达国家水
平。这一方面是由于环保行业竞争激烈，环保企业往往对当前的成本和利润考虑得多一些，而对环保技
术研发则缺乏热情；另一方面由于研发初期往往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说服业主，或自主寻求多方权威机
构、专家的论证和鉴定，研发的资金投入大，而且在短期内又不可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尽管国家政
策多方面对国有企业技术研发予以支持和倾斜，但总体来说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比例偏低，环保企业研
发的经费投入主要还是靠企业自有资金投入为主，研发创新投入明显不足。
5、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及推广效率偏低
在环保产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环保技术的研发仍然是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其在体制上都是
相对独立的，与企业之间条块分割，二者之间的衔接和横向联系比较少，基本上处于脱钩的状态，因此，
科研成果向产业的转化、应用乃至推广效率并不高。
总体来说，国有环保企业还尚未成为环保技术创新的主体，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产学研相结合为依托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加快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已成为国有环保企业发展
的迫切需要。

3. 国有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思考
“企业要发展，创新是关键”，作为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国有环保企业，在环保产业进入新一波发展
的背景下，凭借自身在人、财、物及技术和管理等诸多方面所积累的优势，理当在环保产业市场中发挥
得更加出色。坚持走技术研发与创新发展之路，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加快技术
创新步伐，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合理培养和使用创新型人才，加快产学研合作为依托的技术研发体系建
设，这或许是破解国有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关键。
1、明确科技创新目标，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科技创新是企业活力的源泉，也是企业的灵魂，很难设想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可以长久不衰，
而要想行稳致远，企业只有一步一个脚印通过技术研发不断推陈出新，从品质、性能和效率上提升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为此，企业要编制科技创新规划，加快研发课题立项，促进产业技术装备向高端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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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改变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靠对外进口的状况。利用国有企业的自身优
势，从设计、研发、制造、操作、运行到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多个方面形成整体的综合技术能力。
2、加大技术创新资金投入
技术创新离不开资金前期投入和后续的长期支持，年初就要安排好预算，要建立研发资金投入的长
效机制，一方面企业内部需要通过科研立项，拨付相应的研发经费，确保研发资金投入的连续性；另一
方面也要拓宽科研资金投入渠道，根据国家政策提出相应的科技项目立项申请，积极争取中央或地方政
府财政资金支持。同时，也要明确重点，有的放矢的加大对重点通用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投入力度，提升
技术的自主性和适用性，为实现环保资源化利用、设备规模化制造提供技术支撑。
3、合理培养和使用创新人才
推进企业环保创新团队人才的培养，加快造就一支专业素质优良、技术过硬的环保研发团队。研发
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有足够的耐心，要保持研发团队长期稳定，保证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研发工作进
度。充分利用国有企业人才优势，开发出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装备，提升企业整体技术水平，促进
环保产品进档升级。建立科技交流机制、竞争激励机制，调动研发人员积极性，激发其创造性，形成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发明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4、建立开放与协同创新的合作模式
重视与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加快推进产学研相结合模式，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实现
科研向产业成果转化。在合作过程中，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通过将自身的市场和产品优势与高校、科研
机构的研发优势有效对接，可以起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效果，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获得快速提升。
这有利于节约和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从而更好的运用科技研发的动能去推动环保产业的转型升级，
促进环境治理得到切实改善。

4. 结束语
总之，国有环保企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加速和科研成果的转化，这需要企业对创新资
金的持续投入，也需要企业合理培养和有效使用创新型人才。与此同时，企业也要建立开放的、与高校
和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优势。
在向市场提供的环保设备和技术方面，国有环保企业也不能是简单的跟随、模仿，而是要发挥核心
科技引领作用，持续地推进技术创新、走自主研发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有环保企业真正成
为名副其实的创新型企业，成为环保产业大军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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