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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 中车集一个例子：中车集团

 每年投入200万美元，在密西根大学设立研发每年投入200万美元，在密西根大学设立研发
项目，由中车提出技术需求，学校负责招标选
任和项目管理 在香槟也这样做。任和项目管理，在香槟也这样做。

 在加州州立大学开设“高铁概论”课程 3个 在加州州立大学开设 高铁概论 课程，3个
学分，教师由中车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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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校企合作是 个从两头向中间推进的过程中国的校企合作是一个从两头向中间推进的过程

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方针“科
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
靠科学技术”，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一批
高校、科研机构办企业，一些教师、科研人

带着成果找市场自 去转化 形成 波员带着成果找市场自己去转化，形成了一波
创新创业的浪潮（清华紫光、华中数控、联
想 柳传志） 从科技这 端长出经济想、柳传志）。从科技这一端长出经济。

2006年以后 中国提出支持企业成为技术2006年以后，中国提出支持企业成为技术
创新的主体，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许
多企业开始重视研发 建立研发机构 设多企业开始重视研发，建立研发机构，设
立研发项目，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从经济一端长出科技。从经济 端长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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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企协同创新的主要形式

1.龙头企业牵头高校参与，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创新联盟大多数由业内龙头企业牵头，多家高校、科研院所、中
小企业共同参与，少部分联盟直接由具备实力的科研院所和高校
牵头组建 前 家级联盟 发展到 家 涵盖 农业 资牵头组建。目前，国家级联盟已发展到146家，涵盖了农业、资
源环境、信息、先进制造、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联合了
全国5000多家企业 高校 科研院所 初步构建了产学研用结合全国5000多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初步构建了产学研用结合、
上中下游衔接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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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校牵头企业参与，建设大学科技园服务“创业
孵化+校企合作”。孵化 校 合作

以研究型大学为依托组建的大学科技园，将高校的综合智力
资源优势与其它社会优势资源结合，通过提供创新增值服务，
形成了“创业孵化+校企合作”的“双通道”。目前，国家级
大学科技园已达 家 在孵企业 万余家 比如以轨道交通大学科技园已达117家，在孵企业8万余家。比如以轨道交通
为优势的西南交大科技园、具备光电产业优势的华中科大科
技园 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南京工业大学科技园等技园、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南京工业大学科技园等。

大学科技园在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型企业孵化 创大学科技园在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型企业孵化、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支撑区域创新发展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
作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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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的科技计划项目，采取企业、高校、科研单
位联合方式开展技术攻关。位联合方式开展技 攻关

2014年前，863前沿高技术研究计划中所有项目都是产学研结
合，其中高校牵头、企业参与和企业牵头、高校参与的项目
约各占一半。973基础研究计划的企业参与比重也逐步提高。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整合设立了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 按照从基础前沿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点研发计划，按照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
范的全链条设计和一体化组织实施方式，鼓励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组成优势团队联合申报 力求实现上下游研发活动所、企业组成优势团队联合申报，力求实现上下游研发活动
间的快速传导和有机衔接、相互促进。今年已部署的重点研
发任务约2/3的任务由高校和院所牵头承担，企业牵头承担的发任务约2/3的任务由高校和院所牵头承担，企业牵头承担的
任务也大都由多所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组成联合体。 6



4.高校、科研院所在一些地方建立新型研发机构，
实行企业化运作，提供研发和推广服务。实行 化 作，提供研发和推广服务

一些高校、院所主动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创建一批新型研
发组织，采用企业化的运作模式，直接面向产业需求，进行
订单式研发，已经取得了突出成效，如清华大学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等。特别是以大量中小企业为主的地区，大学和科研院所
建研究院 帮助解决共性技术问题 比如广东的东莞 华中建研究院，帮助解决共性技术问题。比如广东的东莞，华中
科技大学等一批高校在那里建了研究院，带着成果来研究院
进行孵化转化 其中以模具设计生产为主业横沥镇 与上海进行孵化转化。其中以模具设计生产为主业横沥镇，与上海
交大、复旦大学合作，形成专业镇+大学科研机构转化模式，
很有特色。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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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提出技术需求，委托高校、院所开展研发。

企业委托高校院所开展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在高校院所设
立研究机构等。如鞍钢集团与东北大学共设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 中车集团与西南交大共建轨道交通研究院 华为公司基地，中车集团与西南交大共建轨道交通研究院，华为公司
与武汉大学合作成立华为武汉研究所、大北农集团与农科院
生物所签署合作协议等 产学研协同创新已经开始成为企业生物所签署合作协议等，产学研协同创新已经开始成为企业
发展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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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立在平台上的协同创新形式。

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建在学校的，由学校牵
头，与企业联合组成创新团队开展科研活动；建在企业，由
企业牵头 联合学校组成创新团队开展科研活动 相互开放企业牵头，联合学校组成创新团队开展科研活动；相互开放
共享实验设备、装置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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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政策

在校企合作协同创新的实践中，提出了大量的政策和体制机
制问题 特别是由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 高校与企业在体制制问题。特别是由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高校与企业在体制、
政策、发展规划和建设还比较分离，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
入 科技体制的缺陷突出出来入，科技体制的缺陷突出出来。

特别是中国高校在推进校企合作中面临“身份困惑”，在中特别是中国高校在推进校企合作中面临 身份困惑 ，在中
国的体制中，高校是事业单位，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成果
管理制度、人事管理特别是工资制度、社会保障、职称制度
等方面有特殊的界限。推进校企合作，必须克服这一“身份
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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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中，明确提出企业、
科研院所 高等学校等创新主体高效协同 科学研究 技术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创新主体高效协同，科学研究、技术
开发、应用推广等创新链各环节有机衔接，人才、技术、资
本等创新要素开放流动更加顺畅 从体系上构建企业、大学、本等创新要素开放流动更加顺畅，从体系上构建企业、大学、
科研机构有效结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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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校企协同方式促进科技经济结合，是当前中国科技创新
政策体系和科技体制改革举措的 个重点

2015年 修订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法 重要取向就是推动产

政策体系和科技体制改革举措的一个重点。

2015年，修订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法，重要取向就是推动产
学研合作。

近三年中央和有关部门出台的240多项科技创新与改革政策文
件中，超过60%的文件提出了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有关要求件中，超过 的文件提出了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有关要求
和措施。

覆盖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移到产业化等创新链条
的各个环节。

包括财政、税收、金融、知识产权等多样化的政策工具。

针对高校、企业和科研人员分别提出政策措施，
从不同的角度推动校企合作从不同的角度推动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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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的支持：

 鼓励高校建立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在高校设立专门的技
术推广职位术推广职位。

 将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将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全部下放给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
对科技成果在境内的使用、处置不再审批或备案，科技成果对科技成 在境 的使 处 再审批或备案，科技成
转移转化所得收入全部留归单位管理和分配。

 推行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的办法，对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
事业单位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放宽股权奖励、股权
出售对企业设立年限和盈利水平的限制出售对企业设立年限和盈利水平的限制。

 允许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设立一定比例流动岗位，吸引有创
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和企业科技人才兼职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和企业科技人才兼职；

 制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技术入股形成的国有股转持豁免的 制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技术入股形成的国有股转持豁免的
政策。 13



对企业的支持：

 市场导向明确的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联合高等学校和科研
院所实施 政府运用财政后补助 间接投入等方式 支持企院所实施，政府运用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等方式，支持企
业开展研发攻关；

 对企业研发投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企业向学校投入研
发经费，计入加计扣除范围。发经费，计入加计扣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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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研人员的支持对科研人员的支持：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可规定或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保持的方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可规定或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保持的方
式、数额和时限。对未约定的，按以下标准对完成、转化职
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
（1）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可给他人实施的，从转
让净收入或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净收 或许可净收 提取 低 的
（2）利用该项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从该项科技成果
形成的股份或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

 允许符合条件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批
准 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 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准，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
作或创办企业；

 完善科研人员在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流动社保关系转移接续
政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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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出现一些新趋势。

1 从研发合作转向创新合作1.从研发合作转向创新合作

以往的产学研合作，大多停留在研发（R&D）阶段。现在的合以往的产学研合作，大多停留在研发（R&D）阶段。现在的合
作，覆盖了从研发、工程试验到产业化开发、服务支持的创
新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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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短期合作转向长期合作2.从短期合作转向长期合作

以往的产学研合作，更多的是项目的形式，项目结束后，合以往的产学研合作，更多的是项目的形式，项目结束后，合
作也就终止了。目前，产学研合作开始转向长期的合作，企
业和大学或科研院所往往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战略联盟等
方式，提供经费保障，保证合作的长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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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单方需求转向共同需求3.从单方需求转向共同需求

大学和科研院所不仅是研发的供给方，还有成果转化和产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不仅是研发的供给方，还有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的需求；而一些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也不仅是研发的
需求者，还是技术的提供者（比如电子信息企业、生物制药，
企业），并且具有较为完善成果转化能力，因此，产学研协
同开始围绕双方共同需求，更多地围绕形成共同的创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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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在迅速增加4.国际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在迅速增加

中国一些企业已经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开展合作创新。例中国 些企业已经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开展合作创新。例
如，华为在全球设立了16个研究院/所、36个联合创新中心。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我们将会更多地与世界各国
产学研各方建立协同创新的平台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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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中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有望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对基础研究将更加重视并加大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对基础研究将更加重视并加大
资金投入。这些项目资金将有很大一部分通过合作形式，由
大学和科研院所承担。同时，由于股权激励、利益分配机制
完善、对教师和科研人员考核方式的改变，大学和科研院所
将有更大的动力和需求，与企业合作开展成果转化。

我们将对这些新情况加强研究 进行更有效的政策设计 比我们将对这些新情况加强研究，进行更有效的政策设计。比
如如何让政策导向更加简单明确，实际上目前中国不少地方
的创新政策更直接 更有激励性 我们也需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创新政策更直接、更有激励性。我们也需要学习借鉴国外
的经验，英国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
我们很关注英国在这方面的新探索，期待着中英双方开展我们很关注英国在这方面的新探索，期待着中英双方开展
更深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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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谢谢！
Th k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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