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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6-2019 中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自从 2006 年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强调自主创新，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创

新，同时也积极引导企业投入研发活动。 

随着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新的知识，经济发展方式也加速由要素驱动逐渐

转变为创新驱动，国家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的核心内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

家在全球的竞争力。本刊 18-21 期阐述“2016-2019 中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进展”。 

政策措施： 

2012年 9月 23日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为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2015年6月16日 《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为了改革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推进创新体制建设。 

2016 年 5 月 8 日  《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 

明确指出要构建创业创新生态，加强双创文化建设，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要充分挖掘人力

和技术资源等，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2017年 6月 21日 《关于建设第二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 

系统部署第二批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2017年 7月 21日  
《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

展的意见》 

指出，近年来催生了数量众多的市场新生力量，有效提高了创新效率、缩短了创新途径。要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资源，健全创新创业服务体

系；优化激励机制，共享创新资源，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2019年 5月14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提高创新能力的措施，推进产业提质升级。指出要完善创新体系，激

发企业创新活力，支持企业深入开展“双创”集聚社会创新资源。同时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

推广应用。鼓励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修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大

侵权惩罚力度。 

2019 年 2 月 习近平主席提出“新型举国体制” 

强调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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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主体能力建设 

➢ 高校 

 
图 1 高校平均研发经费支出及研发人员数量 

自 2006 年以来，高校的科研经费不断增加，且研发人员数量也在不断增多

（图 1），体现出科技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高校也在不断地投入资源以

提高其活力和创造力。 

 
图 2 高校平均发文量及专利授权量 

2006 年以来，大学专利授权数量不断增加，但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较

缓慢（图 2）。从高校平均论文发表数量及国外发表数量看，呈现较小的增长趋

势。相比较而言，大学的专利授权量在不断上升，说明大学在创新中的作用不断

加强。这能够体现国家中长期规划所产生的效果，但在科学领域，大学平均论文

的发文量增长开始减缓。 

➢ 企业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 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企业为主导发展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通过联盟研发重大创新产品，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构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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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同时开展共性技术攻关，解决重大难题。最终，通过联盟加强技术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培育现代服务业新业态。 

本统计的企业数据主要是针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与创新有关的各个侧面

看，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明显。 

 
图 3 规模以上分类型工业企业 R&D 经费 

一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由 17075 个（2004 年）增加

到 102218 个（2017 年），增加了将近 6 倍。二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

的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也逐年增加，由 2004 年的 6.2%上升为 2017 年的

27.4%。 

图 3 为不同类型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可以看出，私企的研发投入增长迅速，

且比重越来越大。国企和外企则比较平稳，但外资的研发投入在近几年已经超过

国企。 

 
图 4 规模以上分类型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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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规模以上分类型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 

图 4 和 5 分别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及其占比，折线部分分

别为国企、私企、外企的有效发明专利数。可以看出，私企的发明专利走向与总

体趋势基本一致，而国企和外企则发展较为平缓，但外企的发明专利数量呈现比

国企越来越多的趋势。同样，从占比看，国有企业在三类企业中最少，如 2017

年国企专利占比为 2.12%，而私企专利则为 24.82%，约为国有企业的 10 倍。 

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科研经费及有效发明专利数可以看出，私企的研发投

入与研发产出均较高，且发明专利走向与总体趋势基本一致，而国企与外企则发

展较为平缓，但与国企相比，外企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呈现出越来越好的趋势。 

“财富世界 500 强”中，中国大陆企业从 2007 年的 22 家增长到 2017 年

的 105 家，逐年上升，其中，国企数量居多，民营企业数量也不断增长。例如，

入围 2017 年 500 强的榜单中，81 家为国有企业，24 家为民营企业，但在 2007

年，22 家入围企业均为国有企业。 

经过 15 年的自主创新实践，改变了外企在创新系统中的显著地位，国内企

业成为创新体系中的最重要力量。但最突出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

其在市场中发挥主导地位。2006-2019 年，民营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迅速上升。 

➢ 科研机构 

 
 



 6 

图 6 R&D 人员数量及经费支出             图 7 人均研发经费 

 
图 8 发表论文量及专利授权量 

科研机构数量与科研人员数量在近 10 年波动较小，其中机构数量 2008 年

为 3727 个，2017 年为 3547 个，科研人员数量从图 6 可以看出，整体变化也

较小。而科研经费支出及人均科研经费支出不断增多（图 7），同时发表论文量

与专利授权量也不断增加，其中专利授权量的增速相对来说更快，投入产出效果

较为显著，如图 8 所示。 

政策及研发投入 

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是通过政策来引导企业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加计扣除政策。自 2006 年

以来，这一政策为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鼓励企

业开展研发活动和规范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执行，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科技部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联合发布《关于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的通知》，并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这一政策极大激励了各部门

各行业的研发活动。 

二是政府的科技计划。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

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

方案》。基本原则包括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促进科

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的原则，

旨在最大限度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 

政府 R&D 投入可以看出其对科学研发的支持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虽然绝对数较大，但研发支出中政府资助占比仍相对较小，且有下降的趋势。由

于企业科技投入的快速增长，导致政府投入占比没有明显提高(图 9，图 10)。

从建设创新型强国的目标看，政府研发投入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尤其是基础

研究领域。中国应提高资助来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兴趣，并保证研发能够顺利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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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国内研发支出中政府资助金额     图 10 国内研发支出中政府资助占比 

从创新主体能力建设看，高校近几年的创新产出没有较大的提高，企业在专

利方面的产出持续增加，其中私企起主要的推动作用，科研机构的投入产出效果

相对较好，专利数量增加明显。政府积极出台政策法规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但从政府资助的研发金额看，中国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创新网络互动关联 

创新网络的互动关联主要体现在其所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各主体之间的

互动合作，如大学和企业的合作、产学研结构的变化、高校 R&D 成果转化及

风投情况等。 

➢ 产学研联系  

从产学研联系上看，虽然高校科研经费中来自企业部分的绝对数不断增加，

但随着高校数量的增加，相对来说，数值在近几年呈下降趋势，反映了高校和企

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在不断弱化(图 11)。 

 
图 11 高校收到的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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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产学研中各主体的合作情况也反映出结构的变化，图 12 中的合作专

利缓慢增加，但近几年有下降趋势，与技术转让金额走势基本一致。 

 
图 12 合作专利申请量 

➢ 技术转让 

从结构上看，高校技术转让金额不断增加，但外资企业起到的作用较小。

2008 年之前，高校与国有企业的转让金额占比较高，但 2008 年之后高校与民

营企业的联系逐渐加强(图 13)。 

从整体趋势看，民营企业在高校技术转让方面起到的作用逐渐增强，国有企

业和外资企业占比几乎保持不变。 

 
图 13 高校技术转让金额 

➢ 风险投资  

现在的创新生态系统中，不仅是产学研的作用，资本的作用也在增大，尤其

是风险投资作用越来越大。最初是政府直接投资小型高科技初创企业，随后风险

投资公司逐渐承担了部分角色。很多学者认为风投机构的介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企业的创新，且能够筛选出有潜力的及创新性较好的企业。 

从图 14 和图 15 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数由 2005 年的 15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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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2013 年的 869 家，平均管理资本额由 3.25 亿元增加到 15.9 亿元。投

资项目数和投资金额虽有波动，但整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 

 
图 14 风险投资机构数及资本总量              图 15 投资项目数及投资金额 

从风险资本来源可以看出，风险资本来源越来越多地来自内地，海外资本占

比逐渐降低，表明引进外资的力度减弱(图 16)。而海外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为高新技术产业带来资金投入及人才、技术的引进等。 

 
图 16 风险资本的不同来源占比 

从创新网络互动关联看，近些年创新网络中总的委托经费、技术成交额、技

术转让金额有所增加，且在共同专利申请量上也有所增加，但从相对数看，科研

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处于较为低效的水平。除此之外，整体结构中，民营企业与高

校的合同金额与总金额走向基本保持一致，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近 10 年来几乎

保持不变，这说明在整个创新系统中民营企业起到了带头作用。相比之下，民营

企业的创新动力及创新资源均高于国企，这也是造成民营企业在技术市场中占主

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中国的风投机构数目及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金额均呈现增长趋

势，但资本来源在近些年主要来自于内地，海外资本占比较小。  

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颁布以来，全国

区域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资源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由东部的一枝独秀向东中

西协同发展转变，区域创新格局进一步优化。通过“西部大开发计划”、“东北

振兴计划”，“中部崛起计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雄安新区、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建设长江经济带、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

国家重大战略的出台与实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由配角上升为主角，形成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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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 中心引领 

北京、上海、粤港澳三大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了创新型国家的三大核心支柱和

动力源，并分别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协同创新合作。(三大科技

创新中心汇聚了全国 30%的 R&D 经费投入、35%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38%

的有效发明专利及 43%的高新技术企业) 

➢ 纵横带动 

形成了一纵一横两大创新带，包括 12 个省份。其中，纵向沿海“创新带”

包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横向长江“创新带”包括四川、重

庆、陕西、湖北、湖南、安徽，覆盖了目前全部 10 个创新型省份、46 个创新

型城市、27 个创新型县，共同形成了创新型国家的脊梁。(北京、上海及这 12

个省份汇聚了“4 个 80%”：全国 84%的 R&D 经费投入、80%的地方财政

科技投入、86%的有效发明专利及 86%的高新技术企业)  

➢ 多点支撑 

20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68 个高新区及 2 个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3 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8 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279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89 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等各类园区，共同形

成了创新型国家的支撑和助推动力，示范辐射不同区域的创新发展。 

➢ 东西合作 

科技援疆援藏援青入滇深入推进，科技支宁蓬勃开展，甘肃兰白与上海张江、

新疆与深圳、贵州与北京中关村科技合作持续深化，支撑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带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2015-2017 年宁夏 R&D 投入强度由

0.88%跃升至 1.13%，财政科技支出增速超过 50%;新疆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高企数年均增长 20%;甘肃高企数翻了一番)。 

➢ 各具特色 

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创新基础，各地积极探索，形成了科教资源富集型 （合

肥、西安、武汉）、产业技术创新型（深圳、东莞）、创新创业活跃型（杭州、

成都、厦门）、开放协同创新型（贵阳、宁夏、苏州）、支撑绿色发展型（太原、

马鞍山、桂林）等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和模式。 

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①南北与东西之间的创新能力差距拉大。创新水平的 

“两极化”差距导致协同创新难度仍然较大。东西部地区尽管创新发展的差距在

缩小，但绝对差距依然较大，通过区域协同创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

面临巨大挑战。②尚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现阶段，区域协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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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多是在政府层面开展或者是在政府引导下进行，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够突

出。区域一体化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尚未有效破局，持续稳定机制也尚未有效建立

起来。创新资源在区域内的充分流动与共享、一体化市场格局的形成都有待更加

有力的推动。 

 

 

从投入和产出的关键指标可以看出，自 2006 年以来，创新体系中的 3 个核

心主体结构变化中，企业的创新主体越来越明显，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各项投入产

出指标则相对没有太大变化，尽管他们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图 17，图 18)。 

 
图 17 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研发投入 

 
图 18 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研发产出 

从各类国际上创新排名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创新能力的名次不断提升，例如，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经济论坛

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多伦多大学马丁繁荣研究所(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发布的全球创造力指数等，均反映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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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中国创新指数和竞争力在全球的排名  

总体来看，国家为了鼓励创新及科学研发活动出台了众多政策，收到了一定

的效果。例如，实行加计扣除政策后，从事科学研发的工业企业数量不断增多，

且专利申请量及新产品销售收入不新提高。 

近些年，中国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呈现增加的趋势，中国创新能力得到明显

提升。但研发机构和企业之间还是存在脱节现象，缺乏合作也是影响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的不利因素。目前，很多研发人员对实际的生产运作相结合没有很好地

理解、科学和产业知识的结合仍有所欠缺。研发产出呈现增加的趋势，其中，民

营企业在产学研协同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展望未来，中国要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率和效能，需要加强创新主体之

间在宏观层面上的合作。 

 

（来源：《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