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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后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中国企业及其制度

体系发生了深刻的变化。

o 企业从国有企业一家独大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

一、中国技术创新主体：企业及其体系变化

表1  中国工业部门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产值或收入比例）
单位：％

75.869.364.40.6其它

2.06.32.844.629.817.922.4集体

22.224.432.351.470.281.577.6国有

零售建筑工业零售建筑工业工业

200619801978

注：其它主要指非公经济企业和外资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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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场化、企业组织制度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基本成为

独立的市场主体，公司成为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

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进展。国有企业经营主体

是以股份多元化为主的公司; 国有企业利润丰厚。

中国开始出现一批有一定国际竞争力的企业。

宝钢、中石油、中国移动、华能、振华港机等国有企业

招商银行、联想、海信、中兴通讯等混合所有制公司

华为、比亚迪、复星、新希望、用友等私人资本为主的企业

一、中国技术创新主体：企业及其体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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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创新机制：含义和模型

企业创新，是指企业提供以技术、知识为基础的新商品或“新组合”，
是新的商业成功。

中国已明确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

根据组织理论和组织行为学理论，企业机制及企业创新机制是：

o 企业机制集中表现为企业经营者的决策机制。

o 经营者决策与经营者本人的价值观、性格、知识有关，是经营者与内外环

境互动的过程和结果。

o 企业创新机制反映与企业创新主要是企业经营者的创新决策有关的要素的

联系和运作方式。

o 企业经营者的创新决策和管理，是企业经营者与内外环境互动的过程和结

果。

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变化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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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企业已初步形成市场导向的创新机制，但存在制度和
基础差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市场导向机制基本形成。

90年代中后期，企业市场导向的创新机制开始形成

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变化及影响因素

表2      企业创新动机 （2605家企业，％）

17.320.830.174.876.782.3
其它计划安排法规要求战略储备市场压力需求

说明：企业包括非国有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和管理研究》课题组2006年1-4月的调查。

形成市场导向的利益机制

随着“短缺”问题逐步解决，企业开始重视创新

企业的创新动力主要源于创新的利益机制和对创新成功的预期

创新利益机制因中国企业改革的推进而强化,成功预期主要源于对创新机会

的发现判断和实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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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企业创新机制的外部环境因素：主体、激励和资源

市场化的企业主体出现和形成体系。

成长激励和竞争激励效果显著。加入WTO后中国不少产业

已从“保护下的竞争”转为“更加开放下的竞争”。
获取资源的环境条件不断改善，但仍存在不少问题。

制度政策因素影响重大。制度政策涉及各方面：财产制度、

企业制度、知识产权、行业政策、科技政策、资本制度等。

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变化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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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内部环境：“边干边学”不断改进，仍有较大差距

企业内部环境要素包括物质、知识、人力资源、制度（治理结构、管

理规则）、财力（资本金、融资能力）等。

中国企业内部环境改善或资源积累过程是“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循

环提升过程。目前中国企业内部资源的弱项主要在非物质资源，特别是

较难外购的组织能力资源。

在发展和创新的投资门坎都相对要求高的产业，资金不足是影响创新

成功的重要问题。

表3反映中国一些产业代表企业的资源和能力与国际代表企业差距仍

然不小。

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变化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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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产业技术、市场特点及代表企业地位

弱中到强85.7京东方
市场大、产量低，很
高，高门坎

复杂装置，变化快，
难获得

IT器件
液晶

中
中

中
较强

91.9 (8.2)
24.2

TCL
联想

最大，高，中门坎
最大，很高，中门坎

一般组装，正在变，
获得难

IT终端
TV
PC

中较强或强
31.2

（17.1）华为
领先，高，高门坎复杂组装，变化快，

难获得
通讯

中中或较强18.5东电
领先，高，高门坎复杂组装，成熟，难

获得
发电设备

中或比
较好

中或较强比亚迪
大、高、中高组装、技术不成熟

和密集
电动汽车

较弱中8.5上汽

领先，很高，高门坎较复杂组装，主体基
本成熟（部分较大变
化），难获得

轿车

较好中或较强24.9中石油
领先，高或较高，高
门坎

装置，较成熟，一般
易获得

石化

较好较强62.3宝钢最大，高，中门坎装置，成熟，易获得钢铁

综合技术开发规模比％代表企业

中国代表企业及比较中国市场
规模/成长性/门坎产业技术特点

资料来源：作者评估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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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已有较大提高，但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企业产品开发供给能力水平已有较大幅度提升，但有竞争力、较

高利润的产品仍然较少。

专利数量已大幅度上升，但专利水平不够高。中国企业申请的专利

中，发明专利不到1/3，市场地位重要的发明专利更少。

企业创新投入有较大幅度提升，但与国外企业差距仍然很大。企业研

发费占销售收入比重，大中企业为0.7％（2004），研发费绝对规模水平

还低，一般都只有外国同业主要公司1/10到1/5的水平，甚至更低。

企业创新的组织能力和网络能力提升，但仍然不能适应企业开发的需

求。

三、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力及若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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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企业研发费和专利情况

12.2

47.0

1.42

3003

2006

24.5

69.4

1.49

3710

2007

2.51.00.71.0发明申请（万件）

14.07.04.64.5专利申请（万件）

1.520.900.570.80R＆D/GDP（％）

4570 896349175研发费（亿元）

20082000199519911990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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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产业差异

观察表明中国不同产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力,与国外主要企业的能力差

异不同（见表３）：

有较强技术开发能力、综合实力亦较强的产业，如钢铁、石化；

企业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力，综合实力达到中等水平的产业，如通讯

设备业；

有中等或较强（根据产品不同有异）的技术开发能力，亦有一定的综

合实力的产业，如发电设备、电子IT终端（TV、PC）业；

有一定技术能力，但企业实力尚弱的产业，如液晶；

轿车业代表企业技术能力有待提高，但电动汽车可能较快成长。

三、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力及若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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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制度结构

从创新资源占有结构看，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的创新资源占有份额大致平分秋色。

创新成果看，即专利产出情况，非国有企业已成中国企业

创新的主体。2006年，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申请发明专利数的

比例为24.3：75.7。
从创新投入效率指标看，非国有企业显著强于国有企业。

不同的行业领域，技术创新的企业主体有所不同（表7）。

三、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力及若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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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有关数据（2006年）

25685163037.4426421107332647合计

24.3
75.7
100.0

48.4
51.6
100.0

53.7
46.3
100.0

43.1
56.9
100.0

46.7
53.3
100.0

22.2
77.8
100.0

国有%
非国有%
合计%

申请发明专
利（个）

R&D经费
（亿元）

R&D人员
（万人）

员工
（万人）

主营收入
（亿元）

企业数量
（万个）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7》.

表6    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度和产出效率（2006年）

3.715.823.437.01.0全部平均

6.123.126.239.01.0非国有

1.77.921.336.01.0国有

发明专利/R&D人员
（个/百人）

发明专利/R&D 
经费
（个/百万元）

R&D经营/R&D人
员
万元/人

R&D人员/科
技人员%

R&D经营/
主营收入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7》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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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中国装备产业领先企业

中集，混合股权，上市集装箱

华为，私营；中兴，混合股权，上市通讯设备

徐工，中联重科，国有；三一重工，私营，上市工程机械

沈机、大机，国有控股；浙江天马，民营数控机床

龙环保，菲达环保，民营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利用

南车，国有控股铁道车辆

中船重工，国有控股船舶及海洋工程

一重、二重，国有控股，上市大型冶金设备

哈电、东电、上电，国有控股，上市大型发电设备

领先企业及其所有制特点重点装备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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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其战略的轨迹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部分。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亦是企

业发展的过程。

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后期

四、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战略

企业的基本发展战略是先上规模、上质量，拉宽产品线，抢占和扩

大市场

创新战略以模仿创新为主，产品创新是重点，工艺创新主要聚焦于

效率和质量的提升；研发以开发为主，应用研究很少，基础研究极

少；用多种方式获得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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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其战略的轨迹（续）

1990年代后期，中国产业较有实力的企业创新战略开始变化

四、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战略

产品创新由一般的模仿创新为主变为创新成份更大、水平更高的集

成创新、改良创新，在局部领域有较重大创新；

企业投入研发和创新的资源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应用研究的投入开

始增加；

企业创新网络开始由国内扩展到国际，开始用收购方式获得创新资

源；领先企业初步搭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和管理体系，日益重视参加

标准的开发；

企业创新管理、组织水平有较大提升；大企业开始实行总部和事业

部分层的研发管理体系，但在技术密度大的产业总部技术机构开发超

前技术的能力有所提升；

出现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共性技术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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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其战略的轨迹（续）

1990年代后期中国企业创新战略的变化和能力的提升，本质上是企业

实力和组织能力的提升。

2006年以后企业创新战略开始重视与国家创新战略结合

四、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战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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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的创新战略和实践

中兴：开始提供局部突破的创新产品，如由技术研究院开发
的GoTa系统，是基于CDMA技术的新一代的数字集群系统，
“全球首创、国际领先”，已在20多个国家规模应用，有核心
专利100多项。
华为：移动通讯研发人员中约1/8人员从事超前的应用研究和
有关的专利、标准工作。
京东方：通过跨国收购获得重要的技术能力，但仍面临进一
步整合、形成规模能力的挑战。
比亚迪：由手机电池发展到电动汽车。
东方电气：自主开发和国际合作结合形成世界最大容量水轮
发电机组开发能力，形成60万kW火电机组制造和基本设计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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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对12家企业的调查)
存在多种创新模式

大多数企业创新以集成创新和改良创新为主。

企业重视对核心技术的掌握、消化和吸收。

企业注重市场导向、强化管理，是开发成功的重要的基础。

企业开始重视联合创新、联合建立标准。

企业家和公司领导作用重要，是创新的重要推动力。

企业根据环境、条件和战略来决定创新模式。

四、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战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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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模式

闪联技术联盟
从改良
到革新

产品型内生
通过创立技术标准实现
技术突围的模式

标准领先
创新模式

双鹤、海尔集团、
TCL、京东方

改良型市场型外生
为发现新客户和新市场
而开展创新的模式

市场创新
模式

东方电气、海信、
海尔、TCL、京东
方、宝钢、双鹤

改良型
产品型
工艺型

外生

以并购或引进关键技术
为基础，为调整产品功
能或工艺流程而开展局
部创新的模式。

局部创新
模式

中兴、华为、比亚
迪

从改良
到革新

产品型
工艺型

从外生逐
渐到内生

利用技术进步快特点迅
速提升自身技术能力的
模式

赶超创新
模式

中星微、安波特
革新型
改良型

产品型
工艺型

内生
以自主核心技术为基础
创新的模式

原始创新
模式

代表企业或案例
创新程
度

成果类
别

核心技术
知识来源

创新活动说明技术创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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