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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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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存在着战略定位不高、顶层设计不具体等问题。建设

科技强国，迫切需要构建新型的国家创新体系。其中，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加快建设产业创新体系，进一
步完善企业创新综合体系，进一步协同区域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强教育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强
化科技与金融、贸易等的协同，是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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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科技强国的基本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科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技创新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打造经济增长、产业升

这意味着我国的科技创新工作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

级、民生改善的内生动力，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的科技创新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

力变革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科技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决
[2,3]

创新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五年。在以习

策

，是提高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安排，其主要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科技界和

任务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加速

（1）迅速提高引领前沿的源头供给能力，在更多领

赶超跨越，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

域成为全球创新引领者。 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实力大幅增强，已成为具

研究，促进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结合，自然科学与人文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全面启动实施“科技创新 2030—重

党的十九大对科技创新做出了全面系统部署[1]，推动

大项目”，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形成梯次接续格局，对

高质量发展、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

重大战略必争领域进行前瞻部署，形成更多创新引领的

换，对科技创新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其关键是必须坚持

战略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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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显著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迈向中

了基于科技与教育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理念，呼吁重视

高端。 强化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

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开发面向学习型经济的国家创新体

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系统布局，推进信息、能源、生

系。美国学者 Henry Etzkowitz 的“三螺旋”理论，将建

物、材料等新兴技术领域和产业发展的跨界融合，以数

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点放在培育创业型大学方面，并进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引

一步重视高等院校对创新的积极贡献。

领新兴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我国学术界在 2003 年左右开展对国家创新体系的

（3）加快提高创新创业的要素聚集能力。以科技型

深入研究，并迅速得到国家科技决策和管理部门的高度

创新创业为主线，以融通发展、高端普惠、国际拓展、

重视。2006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生态优化为方向，推动“双创”向更高层次、更优质

（2006—2020 年）》指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

量、更大效益、更广范围升级发展。完善“众创空间—

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和完善国家

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创业孵化链条，推动众创

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

空间向专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推动高校、科研院所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

和龙头骨干企业开放科技资源、转化科技成果，通过开

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

放式创新降低新技术应用门槛，将我国打造成全球创新

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

创业热土。

体系建设的突破口。

科技强国的核心指标：① 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

2012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

学和人文学科的理论原创能力，拥有从事高水平、具有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

转型意义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② 掌握了在

称《意见》），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

几乎所有产业（包括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核

系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意见》强调了在国家创新

心技术，并具备不断开发产业引领技术、新型技术的能

体系建设过程中“坚持企业主体、协同创新。突出企业

力；③ 在知识产权贸易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并拥有一大

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促进科技

批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

资源开放共享，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合作，提升国家创新

2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演化

体系整体效能；注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实施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中的作用；统筹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

人们普遍接受的国家创新体系定义，是由经合组

人才规划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强化地

织（OECD）在 1997 年所提供的，即“国家创新体系可

方在区域创新中的主导地位，按照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

以被定义为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

的内在要求，整体谋划、有序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扩散

2016 年 7 月颁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国家的创新表现”。关于

划》又提出了建设高效协同国家创新体系的新目标。其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德国学

主要工作：① 进一步明确各类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突

者 Friedrich List 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英国的

出创新人才的核心驱动作用，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科技经济学家 Christopher Freeman 根据日本发展产业的经

和主导作用，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发

验正式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理念，强调了政府对技术

挥高等学校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鼓励和引导新型研发

创新的有效干预。随后丹麦学者 Bengt-Ake Lundvall 提出

机构等发展，充分发挥科技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激发各

480 2018 年 . 第 33 卷 . 第 5 期

关于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考

（6）科技创新与贸易强国、金融创新等结合还需加

类创新主体活力，系统提升创新主体能力。② 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变革趋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按照

强。

创新链、产业链加强系统整合布局，以国家实验室为引

3 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关注的问题

领，形成功能完备、相互衔接的创新基地，充分聚集一
流人才，增强创新储备，提升创新全链条支撑能力，为
实现重大创新突破、培育高端产业奠定重要基础。③ 打

针对科技强国的战略要求，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中应关注六个方面。

造高端引领的创新增长极，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

（1）构建强大的基础研究体系，为理论原创做更多

新区为基础、区域创新中心和跨区域创新平台为龙头，

的努力。 积极发挥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事基础研究

推动优势区域打造具有重大引领作用和全球影响力的创

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积极性。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大学从事

新高地，形成区域创新发展梯次布局，带动区域创新水

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通过从事基础研究，培养一大批高

平整体提升。④ 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网络，围绕打通

端基础研究人才。要积极发挥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

科技与经济的通道，以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

学院在基础研究中的地位。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自然科

为纽带，以资源开放共享为手段，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学最高学术机构，应将高水平、具有转型意义的基础研

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加强各类创新主体间合

究作为工作重点。要积极鼓励条件成熟的企业成立企业

作，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推进科教融合发展，深化

研究院，积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乃至基础研究的活动。

军民融合创新，健全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构建多主体协

只有在基础研究上不断投入，积极探索从微观到宇观各

同互动与大众创新创业有机结合的开放高效创新网络。

个尺度上的理论发现，才能为产业技术的创新提供坚实

尽管我国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建

的知识保障。

设与完善方面做出了科学的制度安排，但针对面向世界

（2）构建强大的产业创新体系。传统的国家创新体

科技强国的战略要求和三大核心指标，还存在着明显的

系设计和建设中明显忽视了产业创新体系，导致了我国

不足，其表现在六个方面[4]。

在诸多产业技术领域缺乏核心技术。为此，在积极发挥

（1）国家创新体系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

部委和行业龙头企业，积极构建包括农业、制造业、服

发、工程和产业化的分工体系尚不明确，基础研究体系

务业等方面的产业创新体系。要积极探索新型研发机构

明显偏弱。

的建设，努力在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和试制方面取得显

（2）企业创新体系不够具体，没有针对中国国情进
行更细致的设计与规划，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未得到
显著体现。
（3）产业创新体系明显缺失，对产业核心技术和未
来技术的研发缺乏科学安排。
（4）区域创新体系缺乏特色，功能雷同，未能形成
具有协同效应的区域创新体系设计。

著的突破。
（ 3 ）构建更为科学的企业创新体系。 积极发挥大
型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要积极发挥国有企业，
尤其要有效地发挥央企在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公益性
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调动国有
企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充分发挥大型民营
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创新示范作用。中小企业是颠覆性

（5）国家创新体系设计中严重忽视教育的作用。科

创新的积极开发者，需要进一步关注。因此，在企业创

技创新未能与教育发展协同发展，拔尖创新人才的匮乏

新体系中，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战略互补

一直是困扰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因。

性、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能力互补性，建设好国企民
院刊 481

专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企联动、大中小企业协同的整合式的企业创新体系。
（4）积极建设高端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积极打造
北京、上海、深圳、雄安区域创新体系，使之成为国内

技发展与生态文明、贸易强国、军民融合的紧密结合，
构建科技、金融、贸易、军事外交为一体的国家创新体
系。

外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要积极发挥各区域科技创新平
台的建设，形成支撑科技强国的多个区域创新体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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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y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for S&T Power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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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achieved great progress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establishment, but a more strategic and detailed design is still

needed.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building the S&T powerhouse for China, a newly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s provided. Emphasizing the
basic research, constructing the sectoral innovation mechanism, setting up the comprehensive system for enterprises, coordinating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putting the education as the core of innovation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ng among S&T, finance, and trade etc.,
are the strategic measures for this newly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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