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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

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因此加快科技服务产业发展、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是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文章从加快建设高水平科技园区的视角出发，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
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科技园区助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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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直

要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符合科技创新规律

是科技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

的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正迎来

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
①

近年来，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国家相继出

进科技成果转化” ；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年的《政府工

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务院

作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用的协同，聚

关于印发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

②

众智、汇聚力，跑出中国创新的加速度” ；2018 年 3 月

若干规定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地方政府陆续出

22 日，在中国科学院纪念“科学的春天” 40 周年座谈

台配套实施方案，各单位也积极响应，出台相关管理办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同志也表示，

法来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例如，中国科学院海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西研究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多年来积极致力于探

*通讯作者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7月11日
① 新华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报告（文字实录）——2018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2018
年 3 月 5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3/05/content_52710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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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铁三

研究机构为硅谷提供了大量高端科研人才和前沿领先技

角”——即“研究所—工程中心—产业基地”三者互动

术，最新科技成果源源不断地向硅谷输入并最终形成产

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机制，并根据技术成熟度、企业工

品；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周围聚集了 10 余所综合大学

程化水平、自主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要素差异，探索

和 70 余家技术学院，每年为园区输送大量的高级软件人

出了多种成果转化模式，科技成果产业化成效显著。但

才；日本筑波科学城内拥有 46 个国家级研究机构与教育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院所，大量高水平研究人员从事航天科技、生物技术等

程度普遍偏低，科技成果转化率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仍

各个领域的前沿研究等。正是由于这些高科技园区内产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学研紧密联结，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相互依赖、

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对发达国家的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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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体制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高科技园区在其

有机结合和高效合作，才为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科技园区是吸引高科技产业、促

相比之下，我国高科技园区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尚不

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以美国的硅谷、台湾地区的新

完善，尽管大多数高科技园区都毗邻高校和其他高水平

竹科学工业园区、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园、日本的筑波

科研院所，但它们之间的合作和联系并不紧密，这就使

科学城等为代表的世界著名高科技园区均为科技成果转

得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与企业需求和生产条件

移转化提供了优质的创新环境，进而大力促进了当地经

脱节，技术成果成熟度与产业主体的工程化研究能力之

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近年来，我国也涌现了一批集特

间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企业缺乏优质科研成果，共

色化、专业化、高端化发展于一身的高科技园区。据

性关键技术得不到有效突破。为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各

统计，截至 2016 年底，我国已有 147 家高科技园区，

界也积极探索，产生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例如

其 GDP 总和达 8.98 万亿元，约占全国 GDP 的 12.1% ，

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根据其

研发经费支出 5 544.7 亿元，占我国全年 R&D 经费支出

所在地——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定位和特点，探索了

的 35.4%，新增授权专利 26.2 万件，2016 当年新增注册

多元的产-研合作模式：根据企业提出的具体技术难题，

企业 29.8 万家，其经济体量和创新驱动发展能力越来越

以企业技术委托开发项目形式开展合作；结合学科领域

③

受到全球注目 。但伴随而来的，是对于其发展水平参差

布局，与行业骨干企业共建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形成长

不齐、乱象频现的种种质疑，在此背景下，高科技园区

期合作关系等，多措并举加快成果转移转化，取得了显

如何更好地发挥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成

著成效，值得借鉴。

为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未来，高科技园区还应进一步发挥市场对技术研

1 加强知识创新集聚，增加成熟科技成果供给

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

世界著名的高科技园区之所以能在科技成果转移

化和产业化提供技术创新源泉，进一步催生变革性创

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打通了优质技

新成果，助推产业技术的变革和发展；建立科技成果

术的供给渠道。例如：美国硅谷周边名校环绕，包括斯

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沟通交流渠道，组织高校和科研

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在内的众多世界一流

机构深入企业调研，瞄准企业重大需求和行业共性技

导向作用，一方面注重源头创新和集成创新，为工程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7 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在京发布》，2017 年 12 月 19 日，http://www.most.gov.cn/kjbgz/201712/
t20171219_1369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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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难题开展研究；构建形成从科学研究到产品研发的

为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提供充足且符合其发展特点的资

“一条龙”体系，构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产业化

金 [3]；探索实践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的有效模

开发紧密衔接的“创新价值链”，从而及时跟踪和解

式，根据成果的技术成熟度、企业工程化水平、企业自

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另一

主创新能力和资金实力等，采用不同的转化模式；制定

方面探索打造“科学多边形”，着力打造一批以国家

风险资金退出机制，更大程度地激发投资人的投资热

实验室、基础研究重大装备、大科学装置、国家创新

情，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资金保障。除此之外，高

中心等为核心的顶尖创新平台和机构，联合高校、科

科技园区还可探索提高高科技企业初创期和科技成果转

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共同探索建立新型研发机构，为

化初期的政府引导资金比例，通过政府公信力吸引海内

区内企业提供长效可持续的创新后劲，通过灵活的机

外的战略投资者、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资金共同投

制体制源源不断地向高科技园区注入创新活力，为科

资，以满足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的资金需求。

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打通脉络。

3 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合理布局区内产业结构

2 引入风险资本市场，提供转化关键环节资金

世界知名高科技园区大多都是同类产业的高度聚集

成熟的风险资本市场在高科技园区内科技成果转

区，这不仅可以刺激高科技园区内企业的创新和衍生，

化、技术创新及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促使企业在开展激烈市场竞争的同时进行多种形式的合

的作用，是高科技园区助推技术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以

作，还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

世界知名高科技园区为例，美国硅谷是风险投资基金的

竞争等手段来提升整个产业乃至区域的竞争能力，从而

集聚区，商业模式极为丰富。有数据显示，2014 年硅谷

为科技成果的加速转化提供条件。英国剑桥科技园拥有

共收到 145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占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

闻名于世的高科技生物技术产群，园区内集中了世界最

比例高达 43%[1]；英国剑桥科技园区政府建立了由传统金

具影响力的生物科技、制药、医疗器械公司。这种高度

融机构、风险资金市场和证券市场组成的完善的市场经

集聚为区内企业的良性竞争和快速发展提供了土壤，大

济体系[2]，以及时填补区内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空缺；以

大提高了其创新能力和技术革新速度。中国台湾地区的

色列特拉维夫高科技园区创建了玛雅孵化器，通过早期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拥有集成电路从上游到下游的完整产

资金投入和股权调整等手段来帮助高科技企业孵化等。

业链，大大降低了该产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成本和企业生

然而目前，我国高科技园区的风险投资机制还不成

产运输成本，极大地促进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壮大，

熟：一方面，政府引导扶持资金滞后，大量民间资本难

目前该产业产值占园区总产值近 7 成，已成为园区内第

以进入风险投资市场；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结果存

一大产业。

在不确定性，许多企业不敢轻易进入资本投资市场。风

相比之下，我国高科技园区大多是依靠提供土地

险资金的缺乏和融资渠道的单一严重制约了高科技园区

和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进驻。这种空间集聚形式并非出

的发展，更使得大量科技成果的转化进程停滞不前。

于地方资源禀赋优势或内在机制联结，区内企业关联性

未来，我国高科技园区应“筑巢引凤”，加快引入

不高，产业间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尚未形成，致使高科

风险资本市场，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为园区企业提供风

技园区产业集群效应微弱，空间集聚形态极其脆弱，一

险投资、风险保险、风险担保等业务，并通过传统金融

旦政府优惠政策发生变动，区内企业就会向政策更优惠

机构的业务拓展和金融创新以及高效完善的证券市场，

的其他高科技园区流动。这就使得园区之间产业结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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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园区内部产业链不完整等，大大增加了科技成果的

所间的科技人才双向流通共组团队，实现企业需求与研

转化难度。

发工作的无缝衔接，帮助科研成果迅速实现产业化，充

未来，高科技园区一方面应转变过去片面追求产

分体现了政府服务职能，收效显著。另一方面，政府应

业结构“大而全”的观念，合理布局区内产业结构，以

加大对高科技园区内部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介入园区规

提升专业化和核心竞争力为宗旨建设具有地方优势和特

划与建设、制定园区管理规章制度、提供税收优惠、设

色的高科技企业集群，从而方便科技成果根据技术条件

立科技资助资金、提供便宜的厂房等方式大力促进和激

和产业化需求选择“孵化温床”；另一方面应在园区内

励区内企业进行创新，充分利用市场作用和社会资源，

部打造“产业生物链”，重视同类相关产业网络体系的

将行政干预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适度地参与和

建立，以大中型高科技企业为龙头，衍生出一批具有紧

管理园区内部运行，降低园区内企业的创业成本和管理

密分工或协作关系的关联企业，完善配套产品与相关服

成本，合理规划园区内交通 、厂房等基础设施，使园区

务，从而加强产业内部合作，为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降

的发展更具前瞻性和长远性[4]，为科技成果的顺利孵化搭

成本、降难度、降风险。

建平台。

4 放大政府服务作用，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制

5 打造中介服务网络，完善成果转化支撑体系

纵观世界著名科技园区的发展进程，政府都在营

成功的高科技园区往往拥有发达的中介服务网络：

造创新环境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例如：印度班加罗

美国硅谷拥有的中介机构超过 3 000 家，中国台湾地区的

尔软件园设有园区管理机构来代行政府职能，开设单

新竹科技园区拥有包括科技成果和技术咨询服务机构等

一窗口为企业简化行政手续，加快项目审批、软件出

在内的完整中介链，日本筑波科学城成熟的中介服务系

口等行政办理速度；美国硅谷建有完善的创新保护激

统有力地促进了区内技术创新活动等。这些中介服务组

励制度体系，如“拜杜法案”“学徒制度”等，为区

织不仅充当了企业与政府间的沟通桥梁，还为政府和企

内创新创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业提供市场信息与建议，使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更加高效

提供了制度保障。

和便捷。

未来，政府应更好地发挥服务职能，一方面建设好

目前，我国高科技园区的中介服务网络尚不健全，

高科技园区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对标国际规划和建设区

许多机构正探索通过组建包含科技中介服务功能的平台

内基础设施，创造优惠宽松的政策环境；完善区内法制

来弥补全区内对接短板，例如，通过组建产业联盟和制

建设，为科技成果提供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等方面的法

造业创新中心，一方面联合产业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和

律咨询和保护；优化办事机构和社会服务体系，建立风

高校，打通产业链和技术链，形成科技成果转化合力；

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激励机制，探索股权激励等多元化

另一方面充当信息共享平台，为产业发展提供政策、需

分配方式；不以论文为唯一评价标准，根据研发工作的

求等信息，充当高科技园区内部各要素的沟通纽带和产

不同属性，探索以科技成果质量、成果转化经济效益和

业服务中介。

影响评价为主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为高科技园区引入

未来，高科技园区还应进一步完善区内科技成果转

高水平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在政府的指导下，中国科

移转化的支撑体系，探索在园区内建立专门的信息管理

学院海西研究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就曾探索实施

咨询服务机构、技术产权中介交易机构、风险投资中介

“柔性引才+人才混编”的人才组建机制，企业与科研院

机构和科技成果育成中心等，搭建科技与经济及产业结

720 2018 年 . 第 33 卷 . 第 7 期

ChinaXiv合作期刊
加快建设高水平科技园区 打造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

合的桥梁和平台，最大限度地减少科技成果供给方和需
求方的信息不对称，积极营造市场环境，为科技成果与
企业之间的快速对接和高效转化搭建绿色通道，更好地
实现高科技园区的孵化职能，使之真正成为科技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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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三螺旋和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的分析: 以硅谷为例. 上海经济

Speeding up Construction of High-tech Parks to
Prope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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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learly stated: “We will further reform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evelop a market-oriented system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which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players and synergy is
created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We will support innovation b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encourage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fore,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strengthening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re the important tasks of scientific workers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proposes a new way to propel 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rough
faster construction of high-tech parks.
Keywords

high-tech park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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