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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
□洪银兴
(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

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
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创新驱动作为发展
战略本身也有个从外生向内生转变的问题。这就是转变技术进步的模式，由外生转为内生，立足于自
主创新，依靠原始创新和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创新驱
动需要注重协同创新，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我国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还有个
过程，但必须以此为目标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创新投入制度的创新来说，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
政府创新，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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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据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驱动，是要把它
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驱动经济发
展的创新是多方面的， 包括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其中科技创新是关系发展全局的核
心。转向创新驱动，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涉及科技创新的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本
文对这几个方面进行重点考察。

一、
创新驱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实践证明，创新驱动是新的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多年，但转变的进程却非常缓慢。实践证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
找到切入点，也就是明确从何处入手。着力推进自主创新可以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抓手和切
入口。
人们往往把转变发展方式与降低 GDP 的速度联系起来，以为转变发展方式就是降低 GDP 速度，因
此在实际工作中对转变发展方式存在着抵触。实际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简单的压低速度，而是要
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基于自主创新能力增进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 ”（ 批准号 10zd＆
020 ） 的阶段性成果，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理论研究课题 （ 12JFXG027 ）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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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GDP 增长的方式和基础。关键是要寻找更为有效的发展方式来替代原有的发展方式，这就是哲学
上的有破有立。理论和实践都将证明，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可以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抓手。这可以
从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方式转变对创新的需求来说明 [ 1 ] ：
第一，现有的资源容量 （ 尤其是能源和土地 ） 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要寻求经济增长新的驱
动力。根据熊彼特最初给创新下的定义，创新是要素的新组合。也就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
商业模式等无形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
造物质资本、创新管理，就可以提高物质资源的生产率，从而形成对物质资源的节省和替代。显然，创新
驱动可以在减少物质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
第二，我国正在推进的工业化伴有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再加上世界范围高的碳排放
造成全球气候异常，这些明显危及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考虑，控制环境污染，减
少碳排放，以及修复被破坏的生态，不是一般的控制和放慢工业化进程，而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绿色
技术，开发低碳技术、能源清洁化技术、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环保产业。显然，创新的绿色技术得到广泛
采用，就可以实现绿色低碳生产。
第三，虽然我国的 GDP 总量进入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产业结构还处于低水准，转型升级的能力
弱，缺乏国际竞争力。根据波特的竞争理论，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需要有创新的新兴产业来带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全球
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条件下，我国没有理由再错过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会，需要依靠科技和产业创
新，发展处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占领世界经济科技的制高点，从而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我国经济体大而不富，原因是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
在我们这里，品牌也不在我们这里。由此产生高产值低收益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转变发展方
式，依靠创新驱动由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依靠原创性自主创新技术增加中国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
提高中国产品的品牌价值。
以上三和四两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依靠科技创新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我国沿海地区从发展外
向型经济到发展开放型经济，基本上是依靠劳动、土地、环境等物质资源的比较优势，现在这种比较优势
的优势地位已经明显衰减，再加上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开放型经济无力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
力。因此要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就有必要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其基本途径是依靠创新来
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利用国际资源也要服务于创新驱动战略的实
施，通过引技、引智引进国际创新资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显然，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目标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培育技术、质量、品牌的竞争
优势。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是多方面的， 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其中科技创新是
关系发展全局的核心 ．
这样，可以准确理解由物质资源投入推动转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内涵。现在流行的提法是由粗
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是指集约使用物质要素，提高要素使
用的效率。尽管集约型增长方式包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没有摆脱物质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架构。创
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
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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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是比集约型增长方式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增长方式 [ 2 ] 。

二、
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
从形成新的发展方式考虑，创新驱动作为发展战略本身也有个从外生向内生转变的问题。这就是
转变技术进步的模式。我国已有的驱动经济增长的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主要表现是： 创新的
先进技术大都是引进和模仿的，创新的先进产业大都是加工代工型的。这种模式的技术创新基本上属
于国外创新技术对我国的扩散，创新的源头在国外。采用的创新技术，是国外已经成熟的技术。核心技
术关键技术不在我们这里。因此这种技术创新的意义在于跟上国际技术进步的步伐，但不能进入国际
前沿。转变创新驱动方式的基本要求是科技创新由外生转为内生。这就是立足于自主创新，依靠原始创
新和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①
创新驱动转为内生增长的动力，牵涉到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创新。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说明，
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物质要素投入的函数，技术进步的作用是这些要素之外的“余值”。在这
里技术要素的作用是外生的。自从产生新经济和相应的新增长理论之后，人们对技术的作用有了新的
认识，由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推动的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内在于物质资本之中。由此推动的技术进步
就具有内生性。这种认识用于解释创新驱动方式就是： 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
素质和进行管理创新，就可能产生比物质投入对经济增长更为强大的推动力。用创新是要素的新组合
的原理来说明内生性增长就是： 以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无形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
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各种物质要素经过新知识和技术的投入提高了创新能力，就形成
内生性增长。这种由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就是十八大所指出的“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
管理创新驱动。”
国家竞争力越来越多的表现为产业竞争力。与此相应，创新作为内生增长的驱动力就要以产业创
新为导向提升国家竞争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是简单的下哪个产业、上哪个产业的问题，而是要有创
新的新兴产业来带动。长期以来我们按照比较优势来安排产业结构，先进产业不在我国，因此产业结构
的国际竞争力弱。创新驱动意味着同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以创新产业来谋求竞争优势。这就
是发展能与发达国家较量的高新技术产业。这就形成内生的产业竞争力。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
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我国需要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占领世界经济科技的制高点。
基于上述创新驱动与内生增长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科技创新的内生性关键在于明确科技创新的
源头，这个源头首先是对科学新发现所产生的原创性创新成果，主要来自大学和科学院。其次是引进的
先进技术，引进的国外技术要具有内生性，就需要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其成果是形成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针对全社会而言的。因此对自主创新的要求不只是新发明在某个企业那里转
化为新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自主创新成果及时地在全社会推广和扩散。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不同于
物质要素，其使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因而创新不排斥新知识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只有当全社会
都能采用自主创新成果时才能谈得上驱动经济发展。根据熊彼特关于创新即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强化
市场竞争机制，可以迫使各个企业竞相采用先进新技术，从而推动技术创新成果 （ 新技术 ） 的扩散。但只
①根据弗里曼对创新概念的解释，创新是指新发明第一次引入到商业中去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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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化竞争还不够，创新成果的全社会扩散机制还需要两个方面的建设： 一是通过计算机和通信网络将
新知识新技术数字化进行传播，从而形成“信息社会 ”。二是通过促进公众接受多种知识和技能的训练
掌握学习的能力，从而形成“学习型社会 ”。当然，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有偿使用还是十分必要的。

三、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
创新驱动需要注重协同创新，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协同创新最基本的含义
是科学（ 知识创新 ） 和技术创新互动结合，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的提升。
现代科技进步的特点和趋势是，科学新发现越来越成为科技创新的源头，而且原始创新的成果一般
都是源自科学新发现转化的技术。因此企业的技术创新对大学提供创新成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其原
因不只是企业创新需要从大学获取新知识，而且也需要通过大学获取国际最新的科学知识。从科学知
识和新技术的国际流动性分析，新技术的流动遇到知识产权的障碍，甚至遇到政府的保护堡垒。科学新
发现和新知识在大学之间的流动则不会遇到这种障碍。因此，科学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性比技术的流动
性强，流动的障碍也小。依托大学利用国际最新科学发现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就可能在许多领域得
到当今世界最新科学成果的推动。
知识创新即以大学为主体的创新，其创新成果即科学新发现。技术创新则是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知
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就是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协同。科学家的知识创新瞄准前沿技术，企业家的技
术创新瞄准市场需求。两者协同就可以既有能力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又可以使研发的新技术有商
业化和产业化价值。这样，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就构成国家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问
题就是解决好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的协同和集成。这样，衡量一个地区和企业的科技创新能
力就不能只是看有多少研发投入，更要看有多少孵化器之类的创新平台。
OECD 在总结知识经济时代特征时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 创新需要使不同行为者 （ 包括企
业、实验室、科学机构与消费者 ） 之间进行交流，并且在科学研究、工程实施、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
销售之间进行反馈。因此，创新是不同参与者和结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
就称作国家创新体系。[ 3 ] 服从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着眼于原始创新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
新成果考虑，技术创新固然需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自主的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但不能限于此，必
须跳出企业范围，需要关注科学发现和科学发现成果向产品和技术的转化过程。与此相应，除了建立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外，还需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设：
首先是知识创新体系建设。涉及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技术研究。由于原创性技术一
般都是来源于科学的新发现即知识创新成果，知识创新也就有顶天立地的要求，一方面要瞄准处于国际
前沿的科学问题； 另一方面要瞄准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课题，为此需要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从科学
思想上突破重大技术瓶颈，为技术创新提供科学思想。
其次是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衔接机制建设。创新所要求的要素的新组合不仅仅是企业对已有要素
的组合，而是要对创新的三方面工作 （ 科学发现工作，对发明成果进行转化工作，采用新技术 ） 进行新组
合。这就是对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新组合，形成大学和企业的合作创新，重要的是加快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的转化。大学和企业共建的产学研创新平台和机制可以有效推进协同创新。
长期以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脱节的，科学家的研究停留在知识创新阶段，企业的技术创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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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限于企业内的自我研发，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联系是中间梗塞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解
决这两个创新体系的协同，就要求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型：
首先是以大学为主体的科学研究的转型，也就是大学的知识创新延伸到孵化阶段，意味着大学的创
新不限于创造知识（ 包括基础研究项目结项，发表学术论文，申请到国家专利等 ） ，还往前走了一步，将科
学研究成果推向应用，参与孵化新技术。
其次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的转型。在现代，由于科学发现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直接成为技术
创新的源泉。企业的技术创新不能限于自身的研发力量，需要得到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发的新技术。企业
获取新技术的途径固然可以通过技术交易的途径，但购买技术还有成本效益的考虑，而且企业获取新技
术还有自身的特殊要求。因此相当部分企业将技术创新环节延伸到了大学提供的科研成果的孵化创新
阶段。这样在孵化阶段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交汇，就形成企业家和科学家的互动合作 [ 2 ] 。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转型，形成了产学研的合作创新。在没有合作之前，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追求的
是学术价值，企业家追求的是商业价值和市场前景。但当两者共同进入高新技术孵化领域，两者追求的
目标和角色就发生了转换。科学家带着知识创新的成果进入高新技术孵化阶段需要以市场为导向，解
决创新成果的商业价值，企业家带着市场需求进入高新技术孵化阶段需要以技术的先进性为导向。由
此产生两者的相互导向，解决了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结合，从而使创新成果既有高的科技含量，又有
好的市场前景。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学研的协同得以成功的关键是建立产学研各方互利共赢的
创新收益分配体制，彼此间形成创新的利益共同体。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平台中，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主体的合作不是一般的项目合作，而是以产
业创新为导向的长期合作，因此可能实现大的技术跨越，甚至导致产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而且，科学
家和企业家共建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是开放的，并不只是以进入平台的大学和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作
为孵化新技术的来源，进入平台的科学家还会根据企业家的需求利用国内外的创新成果为之提供科学
思想，从而在平台上产生源源不断的新技术。科学新发现的价值就在于经过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协同研
发创新多种新技术。
最后需要指出，协同创新不只是产学研的协同，还有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成功的创
新不仅要靠领先的技术，而且还要有出色的商业模式相辅。”[ 4 ] 原因是一种新技术创新出来后需要有相
应的商业模式去推向市场，充分实现创新成果的价值。现实中有许多创新成果水平很高，预期的商业价
值也很高，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中途夭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商业模式与之配合。

四、
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路径
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其判断标准，首先是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一般已经达到 70—80% ，甚至更高。其次是创新要素的高度集聚
（ 包括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科研和研发机构，风险和创业投资，科技企业家等 ） ，从而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这也可以成为是否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衡量标准。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这说明我国转
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还有个过程，但必须以此为目标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首先是加大创新投入。美国商务部提出的判定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指标有两个： 一是研究与开发
费用在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 二是研发人员占总员工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同样可以成为判断是否进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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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
被称为创新型国家的研发费用一般要占其 GDP 的 2% 以上，而对科技创
新企业来说一般要达 6% 以上。我国目前这方面的差距很大。这也表明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
新驱动，只是指创新驱动可以替代和节省紧缺的能源土地环境之类的物质资源，但不能替代资金投入，
恰恰是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也要求资源向创新领域流动和集聚。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
投资投在科技创新上比直接投在生产上更有效益。同样，资源被用于创新后，资源的效益更高。
创新投入还有投资结构的要求。在创新驱动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
更重要，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成为投资的重点， 其中包括提高劳动者素质， 但更为重要的是集聚高端创新
创业人才。这里需要纠正长期占主导的低成本战略理论所强调的以低劳动力成本作为比较优势的观
点。创新的基本要素是人才。低价位的工资只能吸引低素质劳动力，只有高价位的工资才能吸引到高端
人才，才能创新高科技和新产业，从而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二是孵化和研发新技术成为创新驱动的重
点环节，创新投资更多的投向孵化和研发环节，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这两个方面的投资有保
证，就可能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
其次是制度创新，就如十八大所指出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创
新制度的建设也是这样，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创新投入制度的创新来说，
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政府创新。市场创新主要是发展科技金融。从创新驱动型经济对金融的需求以
及金融自身的创新要求分析，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该也可能成为科技金融的主体。因此金融创新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科技金融，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深度结合，促进金融资本开展以科技创新
成果孵化为新技术、创新科技企业为内容的金融活动。政府创新主要是政府提供创新投入。在一般的情
况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但对科技创新需要介入政府投资。原因是创新成果具有外溢
性和公共性的特征。政府必须提供自主创新的引导性和公益性投资。同时为创新成果的采用提供必要
的鼓励和强制措施，包括政府优先采购自主创新的产品和服务等。当然政府的创新投入不能替代企业
的投资主体地位，更不能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
政府介入创新最为重要的是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大学的知识创新两大创新系统的集成。集成创新
即创新系统中各个环节之间围绕某个创新目标的集合、协调和衔接，从而形成协同创新。政府对包括产
学研在内的创新系统进行整体协调和集成的主要方式是建立大学科技园，搭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前需要加一个“政”字，即政产学研合作创新。这说明，为提
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政府的推动和集成作用需要
进一步加强。
第三是创新环境建设。转向创新驱动，环境建设非常重要。当年沿海发展开放型经济时着力打造
“几通一平 ”的引进外资的环境。现在发展创新型经济，转向创新驱动，需要引进和集聚创新资源，创新
要素涉及创新人才、创新机构、创新投资、创新成果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创新人才，尤其是高端的创新
创业人才。因此，创新环境和开发环境不完全相同。突出的是为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宜居、宜研、宜产
业化的环境。这里涉及其包括网络信息通道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的硬件建设和
创新创业人才的宜居环境建设，活跃的风险和创新投资，创新文化建设等。
就激励创新的公共环境来说，首先是要强化市场竞争，增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压力。同时要建设
激励创新的公共服务环境，其中除了政府批准项目的效率和政府对创新的支持政策外，最为重要的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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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法制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单纯的竞争机制只是解决创新外在压力，不能解决创新的内在动力，
更不能解决连续创新的动力。而且，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但不能完全解决创新问
题，特别是不能在制度上解决创新的动力机制问题。由此提出在保障必要的竞争机制的基础上确认一
定程度垄断的作用的问题。创新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垄断和独占创新收益，可以使创新者的创新成本得
到充分的补偿。以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垄断不仅可以克服对创新成果免费搭车的行为，还可增
强创新动力。
总而言之，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是个系统工程，既涉及知识创新，又涉及技术创新，既涉及经
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涉及相应的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既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要政府的
积极介入。需要各个系统形成合力，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转化集成，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创新发展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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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novation － 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Hong Yinxing
（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Innovation － driven growth pattern not only solve the efficiency problem but also refers to the applic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through new combination of intangible element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stimulation and innovation system． As development strategy， innovation － driven faces the
challenge of transformation from exogeneity to endogeneity． That is the transformation pattern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which
transforms from exogeneity to endogeneity， focuses on self innovation， relies on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re － innovation of imported
technology and forms key and core technology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novation － driven pattern needs to stress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st importantly， the collaboratio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re is a
process for China to transform into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pattern． But we must take it as the goal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pattern． As to the innovation of innovation input system， we need not only market innovation but also
government innovation which creates stimulation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 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