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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战略支撑、前瞻引领、源头供给、
原始驱动作用。本文在深刻认识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大意义的基础上，提出聚焦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
现代产业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总体思路，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打造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决定我国
国际经济地位的主导力量。从做强战略科技力量主体、构建产业科技创新网络、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3 个方面着手，系统阐述
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路径与具体举措。从分类施策支持产业创新、培养产业科技人才梯队、优化产业创新体系文
化、强化金融资本市场支持、打造专业科技服务体系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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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s the strategic goal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is required to provide strategic support, pioneering thoughts, and sustained
input and serve as the primary diver in this process. In this study, we first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in enhanc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to serve economic development. Subsequently, we propose an overall approach to
enhanc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by developing an innovation-driven and coordinated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is aims to reshape the landscape of global industrial competition in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o determine the role that China plays in global economic arena. We
then investigate major pathways and specific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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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improving actors conducting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2) building a network
of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3) playing a strategic support role. In the end, we provi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such aspects as (1) suppor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by implementing different strategies, (2) training the
personnel embarking on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deavors, (3)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4)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from financial capital market, and (5) developing a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
system.
Key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一、前言

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采
取战略上遏制、技术上脱钩、规则上打压等多种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式对我国产业与科技进行长期化、常态化压制，构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建设现代

成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威胁与挑战。因此，面向经

化经济体系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保障我国产业

新征程的指导方针与主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链、供应链以及背后的科技链安全，支撑现代化经

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实施

济体系高水平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筑牢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

国家经济安全基础、塑造国际战略竞争优势、提

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

升我国全球产业体系话语权的根本需求。当前我国正

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世界科学中心的周期性

在按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加快建设

转移规律同样表明，自 19 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

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转变发

命以来，大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与主要科学中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根本出

心，都需要推动“科学、技术、经济”形成正相关

路在于发挥科技创新的高端引领与战略支撑作用 [2]，

的良性循环系统 [1]。

关键要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原始驱动力。经

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

过多年持续追赶，我国产业技术将在更多领域以

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指围绕国家战略目标、贯彻

并跑、领跑态势进入科技前沿的“无人区”，面临

国家战略意图，在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的

研发不确定性、试错迭代成本、创新生态体系建设

重大科技问题，攻克影响国家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核

难度大幅增加等问题，迫切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心关键技术，实现原始创新领域重大科技突破，塑

提供基础性支持。因此，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

造大国科技竞争全面领先优势中发挥基础性、主导

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筑牢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技术基

性、决定性作用的科技力量。在当前科技强国建设

础、引领全球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把握未来经济发

过程中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

展战略制高点的根本需求。

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走出一条科技强、企业强、
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创新型国家建设路径， （二）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提
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战略问题。

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本质需求
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是在从计划经济向社

二、深刻认识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的重大意义

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3]，
但一直以来在创新主体建设、创新资源配置、创新
环境优化、创新政策设计方面，侧重以科研院所、

（一）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统
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根本需求

高校为主体的国家安全创新体系与国家研究试验体
系建设，导致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产业创新体系与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

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有所滞后。迫切需要健全国

济陷入低迷期，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

家创新体系，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潮暗流涌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不稳

量，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相互借力、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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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一方面，依托国家

明，经济体系重构、现代化浪潮兴起、全球经济格

战略科技力量在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共

局调整主要由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与科

性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绿色

技的变迁是导致生产关系调整、上层建筑演进的根

低碳技术、颠覆性技术领域率先发力，形成产业基
础技术供给体系，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本动力，国家兴衰和文明起落都在反复演绎这个逻
辑 [5]。产业体系是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物

增强国家创新体系对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引

质基础，科技创新是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第

领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借助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

一动力。建设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设，形成跨领域、大协作、高强度的产业创新基地

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

与区域创新高地，优化创新资源的空间布局与集

方式历史性交汇的战略选择、按照新发展理念构建

聚效能，注重协同创新与知识外溢，形成内循环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目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

战略支点与双循环核心节点的梯次联动与纵深布

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战场。

局，增强国家创新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
支撑作用。

（一）总体思路
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

（三）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提
高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内在需求

在于，聚焦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战略目标，部署、集聚、引导、推动国家战略科

随着“华盛顿共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结合

技力量各组成部分构建主体性优势、形成体系化布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推动产业经济发展已成为

局、发挥决定性作用，成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

越来越多国家的新共识。一方面，在现代化经济体

业变革中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支撑我国国际经

系中通过有效市场竞争，为市场前景广阔的产业高

济地位的主导力量；目标在于系统提升科技支撑产

效配置要素资源、有效激发创新动力；另一方面，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能力，全面加强创

通过有为政府发挥经济管理与调控主体、涉及发展

新塑造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实力，持续增强知识

全局重大利益协调主体的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现象，

要素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着力培育自

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保障企业基础研究供给。

主研发促进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潜力；

现阶段，我国已拥有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与金融市场，

关键在于围绕现代产业体系做强一批体现国家意

需要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好

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国家战略科技

发挥重点产业共性技术源头供给、重要产业创新方

力量主体，以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重大科技

向前瞻引领、重大产业科技资源布局调控等作用，

创新平台与新型创新组织为联络构建国家产业科

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

技创新网络，以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引导国家战

关新型举国体制，协同建设战略性产业基础技术与

略科技力量发挥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前

开放创新平台，在国民经济亟待突破的关键行业形
成“技术 + 市场 + 资本”的互动循环与驱动合力，

瞻引领、源头供给、原始驱动作用。

推动产业规模效益快速增长。

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发挥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

在做强主体节点方面，在产业重大创新领域组
领作用；培育打造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

三、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的总体思路与发展路径

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加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建设，使之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经济主战场
的核心主体节点与常规部署力量。

现代化经济体系指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在构建创新网络方面，以优化国家工程研究中

国要求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和
管理体制 [4]，旨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质量

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基地，建设国际科技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是我国经济发展

心等创新平台，探索创新联合体、产业创新理事会

的战略目标。18 世纪以来的世界百年发展进程表

等新型创新组织为联络依托，构建科技领军企业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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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科研所院与高校支撑、多创新主体协同、多创

传统技术研发体系，中央研发体系具备全链条集成

新要素集聚的国家产业科技创新网络，形成国家战

研究与内外部资源整合能力、技术情报分析与知识

略科技力量在经济主战场的体系化、常态化布局。

产权运营能力、技术双向交易与高科技企业并购能

在发挥战略作用方面，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

力、资本对接与创业投资孵化能力、人才多维度价

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科学工

值激励与团队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中央研究院及

程与科技重大项目，引导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瞄

其类似机构作为企业创新的核心主体与优势力量，

准产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性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

是企业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重要载体与依

关，发挥其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创新基础支撑、发展

托平台，对上可以承接国家重大产业发展战略、承

导向驱动作用，确保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经济主战

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任务、承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场中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

设施、承载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对内可以共享
集团内部技术成果、研发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集聚

（二）发展路径
1. 提升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强化战
略科技力量的主体创新能力
科技领军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经济主战

全球高端创新资源、研判产业未来发展态势、制定
企业创新发展规划、培育孵化产业新兴主体、布局
前沿性颠覆性技术，为企业建设创新要素活力竞相
迸发、创新主体高效竞争合作、创新环境稳定开放

场的核心创新主体与基本战术单位，具有熟悉市场、

包容的“鱼塘式”创新生态系统，支撑企业在内部

集成创新、组织平台优势，以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

创新中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在外部竞争中持续保持

位正向激励企业创新、以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升级反

先发优势。

向倒逼企业创新，持续增强企业创新动力、不断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

高水平建设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打造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主力军。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技

发挥企业“出题者”“阅卷人”作用，提高国

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领军企业培育

家重大科技布局话语权与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率。科

原始创新能力、发挥行业引领带动作用的重要依托

技领军企业一手抓市场，能够准确感知产业一线创

平台。当期建设中因为依托主体企业性质、认识与

新需求，快速获取用户市场正向反馈；一手搞创新，

管理差异，导致部分实验室存在投入支持渠道不完

能够准确认识产业技术瓶颈问题、快速开展成果验

善、考核激励机制不健全、高端人才队伍不稳定、

证试错迭代。应有效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完善企

成果产出应用不明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作为国

业围绕产业共性关键问题“出真题”、面向国家重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发挥。未来建设中应首先明

大战略需求“真出题”的常设渠道与常态机制，打

确企业重点实验室在企业内“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

破企业内部、行业内部、科研圈子内部利益固化的

这一定位，在机制上独立于企业具体依托部门进行

藩篱，畅通由“科技领军企业技术需求”提升为“产

管理考核，建立绩效与产出相挂钩的评价机制，支

业共性关键问题清单”上升到“国家产业重大战略

持有条件的实验室试行工资总额单列管理，探索更

需求”的渠道。应有效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阅

加灵活的薪酬激励体系；其次，优化、细化企业上

卷人作用，强化企业在国家产业领域重大科技任务

级主管单位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考核指标，真

考核验收、成果转化与价值评估中的主体作用，缩

正考核研发投入与产业转化实绩；再次，完善国家

小科学突破—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的时间差，提高

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稳定支持机制、项目承担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机制、产出评价机制以及人才流动机制，使其真正

支持企业完善中央研发体系，建设企业创新生
态系统。建设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企业中央研发
体系，既是国内外大型企业发展到创新驱动阶段的

成为产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
2. 构建新型国家产业科技创新网络，强化战略
科技力量集成创新能力

普遍选择，也是开放创新型环境下企业科技创新组

以科技领军企业为节点，以创新基地、创新平

织模式的大势所趋。较之于单一线性、分散异构的

台、创新组织建设为联络构建的新型国家产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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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网络，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经济主战场的基

之间要素循环动力和局域创新网络之间优势互补。

本表现形态与常规战术布局，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

探索新型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形成产业科技创

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开展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新密集网络。适应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特

科技资源共享与科技成果转化，旨在形成高效强大

征、新趋势，在产业科技创新网络建设中探索实践

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

新型科技创新组织模式：①借鉴欧洲创新理事会

优化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形成产业科技创

（EIC）经验，分行业设置由战略科学家主导，成

新骨干网络。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

员涵盖业内领军企业、下游目标用户、科技主管

心等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是构建国家产业科技创新网

部门、直属管理机构的产业创新理事会，部署实

络的基础框架，在当期建设中应力避重研发过程轻

施领域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揭榜挂帅解决行业

市场效果、重新产品研发轻原理性突破、重短期业

内“卡脖子”问题、先期支持颠覆性技术概念技术

绩轻生态建设、重成果转化轻能力培育等问题；力

验证、加速初创中小微企业孵化。②借鉴日本超大

求建立适宜于企业牵头开展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的

规模集成电路设计（VLSI）计划与美国半导体制造

组织领导与任务落实机制、项目立项与退出机制、

技术研究联合体（SEMATECH）经验，由政府与企

任务总包与分解机制、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等多元

业共同出资，围绕追赶型产业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组

机制，理顺出资人与收益人、决策层与执行层、行

织企业同行、院所高校、上游供应商成立产业技术

政决策与技术决策、科技人员与支撑服务人员等多

研究联合体，开展多技术路线并行验证与集成创新。

元关系；力图龙头企业借助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牵

③借鉴日本国立研发法人经验，在政府引导下，由

大引强”
，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市场机制为纽带，

企业牵头主导，联合院所和高校建立产业技术研究

与高校院所优势科研力量、上下游企业结成“事业

院、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联盟等创新联合体，

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同时进一步优化明晰分类

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决策层与执行层分离、

支持重点，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

事务管理与技术管理分离，建立清晰的股权结构与

一体化配置，打通企业与高校院所协同配置科研力

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使用与收益分配机制以及项目

量、共建共享科技资源的渠道，形成产业科技创新

支持与退出机制。④借鉴美国未来产业研究所经验，

的骨干网络。

以有限责任公司为运营框架，注重从基础研究、应

加快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形成产业科技

用研究到新技术产业化的创新链全流程整合，推进

创新局域网络。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

多学科、多部门的交叉合作创新。⑤借鉴美国国家

学中心以及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高水平开放式区

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NNMI），在事关国家重大战

域协同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应发挥大科学装置平

略需求的产业领域建设政府支持、企业主导的制造

台优势，地理临近性优势以及要素集聚性、载体

业创新网络，打造制造业创新中心，探索“公司 +

多样性、业态丰富性、机制灵活性优势，完整覆盖

联盟”发展新模式，推动特定领域内先进制造技术

“0—1—100”产业创新链条、有效促进知识溢出扩
散、高效耦合技术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一批多创新
主体区域协同、多创新要素快速流动、多创新业态

成果快速转化与应用推广。
3. 完善战略性科学计划项目体系机制，引导战
略科技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

活力迸发的产业科技创新局域网络。同时进一步根

从国家在产业领域的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

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快统筹布局一批国家科技

发，高水平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科学计

创新平台，发挥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在培育区域产业

划、科学工程与重大科技项目，引导部署国家战略

集群、拓展产业创新网络、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打

科技力量打好未来产业技术争夺战、共性瓶颈技术

造经济新增长极方面的显著性优势，推动国家战略

攻坚战、颠覆性技术狙击战，在经济主战场真正发

科技力量与地方科技力量协同构建区域创新网络，

挥“克敌制胜”的决定性作用。

共同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同时依托区域创新要素的
禀赋梯度差异带动区域间创新合作 [6]，加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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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产业旗舰研发计划，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借鉴欧盟量子旗舰计划、日本量子飞跃旗舰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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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在战略价值突出、市场前景巨大的产业科技

理模式不适应颠覆性技术的识别培育，单个企业也

领域设立支持长期性、前瞻性、高风险、高回报、

无力在多技术路线尝试中承担高昂的试错成本、机

多领域、大规模产业研发活动的旗舰型科技计划，

会成本与时间成本，迫切需要从需求发现、项目立

系统制定路线图并明确优先领域、主要目标、关键

项、资源配置、过程管理、评估评价等方面创新科

挑战和时间节点。成立专业型机构开展统筹管理

技计划管理机制，引导多类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

与目标评估，引导多部门、多地方、多类型国家

展前沿性、挑战性、高风险性的颠覆性创新活动，

战略科技力量通过集中优势资源力量协同攻克重
大科学难题、建立共性技术供给体系，通过产业

发掘能为未来产业培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
根本性转变的技术 [7]。设立颠覆性技术创新专项，

技术创新联盟加快知识扩散速度、扩展技术应用

探索项目专员（项目经理）制度。颠覆性技术创新

领域，通过在多学科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培养引

专项重在发现产业市场需求“土壤”，识别颠覆性

领科技前沿的领军人才与相当数量规模的青年骨

技术“种子”，鼓励开展“异想天开”的思路猜想

干人才，构建事关国家未来发展空间的下一代产

验证，支持“旁门左道”的交叉跨界创新，通过“广

业基础技术底座。

种奇收”激励一部分“天赋型”研究人员做好奇心

设置产业创新重点专项，突破产业关键瓶颈问

驱动的、标新立异的原创研究。项目专员负责沟通

题。基于在行业内部“行业最急迫的关键瓶颈问题

协调政府、企业、市场、资本等多方需求与资源，

是有共识的、行业有能力的研发机构是有共识的、

具有技术路线制定权、研究团队选择权、资源经费

行业高水平的评议专家是有共识的”这一认识基础，

使用权、立项退出决定权，全流程组织实施颠覆性

进一步打破自我循环怪圈，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定

技术创新专项。

向委托”“择优支持”“揭榜挂帅”等机制支持由科
技领军企业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以下简
称“产业专项”），聚焦产业共性瓶颈技术，研发求

四、为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营造良好环境

解多目标综合约束下的确定性问题。引导多元化创
新主体、多类型创新要素、多渠道创新资源向产业

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

专项集聚，鼓励高水平院所和高校以机构作为责任

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互动与高效配置。我国

主体深度参与产业专项，对研究团队承担完成的产

在产业创新领域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空间、比较完

业专项任务等同于国家项目进行认定，纳入其职称

整的工业体系、总量丰富的科技人才、相对成熟的

评定、绩效评价、成果奖励等考核体系。建立高校

金融生态等基础优势，亟需进一步发挥政策机制创

院所科研骨干团队长期性、常态化实施产业专项的

新优势，按照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要求配置多类型生

工资待遇、考核评价、职称晋升机制，探索灵活

产要素，为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的薪酬激励与成果转化机制。组织以龙头企业技术

营造良好环境。

负责人为组长，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多个企业总师
（最好是已不在领导岗位且尚未退休的企业总师）、 （一）分类施策支持产业创新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行业领域专家、科技主管部门

按照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的位置，当前我国

人员组成评审组，考核评议产业专项总体目标完

产业可粗分为追赶型产业（如光刻机产业）、并跑

成情况。

型产业（如新能源汽车）、领跑型产业（如量子通

创新科技计划管理机制，识别培育产业颠覆性

信产业）。应根据不同类型产业在创新驱动目标（追

技术。颠覆性技术能够另辟蹊径改变现有技术范式，

赶型产业图自立、并跑型产业图自强、领跑型产业

会对行业主流技术轨道、产业市场格局乃至国际竞

图主导）、创新组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争态势产生破坏性、颠覆性效果，也为后发国家带

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适用于追赶型产

来难得的“换道超车”机遇，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

业、并跑型产业需要完善创新要素活力迸发的产业

中必须高度重视。由于颠覆性技术发展具有高度不
确定性，传统“规划 – 指南 – 项目”的科技计划管

创新生态系统、领跑型产业需要国家设立先导性产
业旗舰研发计划）与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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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思考
需求，采用相适应的财政、税收、科技等政策分类

态的大胆探索与示范推广。在全社会弘扬“产业报

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精准发力。

国”“科技强国”的信念情怀与使命担当，引导产
业一线科研人员以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使命感与责

（二）培养产业科技人才梯队
高度重视产业创新领域战略科学家、科技领
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创新组织人才等多层次

任感，从事科技攻关工作的荣誉感与自豪感，落地
实现产业创新愿景的成就感、尊崇感与获得感作为
事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9]。

产业科技人才的梯队培养。尝试采用“举荐制”
“生涯制”遴选发现与持续关注产业领域战略科学

（四）强化金融资本市场支持

家，支持战略科学家自主选题实施一批前瞻性、基

完善金融资本市场对产业重大创新活动的支持

础性重大科技项目。综合应用非共识评估、创新度

体系，引导多类型资金及早介入产业技术研发与成

评估、交叉式评估等非常规评估体系支持国家战

果转化过程，完善实体经济中核心技术突破、关键

略科技力量在产业创新领域发挥“探路者”与“领

研发链条中的多方投入与收益回报机制，实现投

跑者”的引领导向作用 [8]。面向全球探索更灵活

资与孵化并举、资本与产业共赢。在部分领域探

便捷、更贴近产业实际的科技人才引进培养与考核

索风险资本与财政资金协同支持产业重大研发活

激励机制。鼓励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籍

动的有效机制，尝试在企业经营稳定后以转让等

人才以自有知识产权、专有技术等非货币财产作价

形式返还财政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探索投

出资创办科技企业。

贷联动试点、知识产权质押、科技风险评估、行

从科研条件建设、市场培育引导、资本对接扶

业信用担保等融贷新模式，精准匹配企业在各个

持、团队稳定激励、职业生涯设计等多方面下大力

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畅通科技企业上市渠道，

气为产业科技领军人才全方位营造“干事创业”平

完善和规范科技金融监管手段，避免科技产业泡

台。在有条件的区域探索院所高校与企业及新型研

沫化，以稳健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国内科

发机构身份打通机制，让产业科技人才既享有事业

技企业做大做强。

编制身份的稳定待遇与科研条件，又可以获得融入
企业创新发展的高额收益。鼓励企业利用资本、技

（五）打造专业科技服务体系

术、设施和平台等要素与高校合作建设一批现代产
业创新学院，开展“订单式”“实景式”青年科技
人才培养。注重发掘培养首席创新官、创新经理等
创新组织人才，在企业牵头的技术攻关活动中发挥
领导者、组织者、协调者、评估者作用，确保产业
技术创新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三）培育产业创新体系文化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经济主战场作用的有效发
挥需要在新时期建设与之匹配的新型产业创新体系
与文化环境。将产业创新体系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
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国家对产业创新体系中产业
主体作用、创新网络建设、管理运行机制、资源配
置形式、作用发挥路径等的顶层规划与引导支持，

融合国内科技情报机构、知识产权机构、科技
中介机构等优势科技服务力量，面向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在重大科技任务凝练、国际先进水平对标、研
发技术路线选择、知识产权策略制定、技术价值评
估评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初创企业孵化熟化、
目标市场需求调研等创新链条关键环节配置优质服
务资源，形成多主体协同、多资源集成、多场景融
入的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在科研新范式下构建支撑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业技术攻关的专业化、个性化、
智能化研发服务平台，打造数据驱动、模型支持、
融合人工智能的科研服务框架，实现跨学科、多尺
度、全链条的“数据 – 模型 – 计算 – 决策”研发支
持功能。

加大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高科技民营企业在
国家科技计划设计、指南论证、项目承担、平台建

致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蒋海军、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黄

设、人才奖励等方面的参与度与显示度。加快产业

新楠、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玉强、兰石集团有限公司陈建玉、

创新体系中新研发模式、新组织形态、新服务业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郑跃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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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曹志国、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少廷、陕西
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何瑜、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应超对此文亦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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