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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参与基础研究的情况.调

查发现,虽然有９６％企业关注未来技术发展,但仅有不到８％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且与高校科研院

所合作是其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方式.本文提出了科学基金组织应充分发挥区域和企业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作用,改进产业需求导向项目指南的制订方式,鼓励高校科研机构联合企业申报科学基金

项目,完善应用基础研究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措施等五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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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核心技术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根基.长

期以来,我国企业发展主要靠引进技术,但这种方式

削弱了企业发展和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从中兴事

件到华为事件,无一不凸显出了我国企业在关键核

心技术上被“卡脖子”,核心技术的主要源泉是基础

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

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企业通过加

强基础研究的前瞻性布局,有助于实现核心技术的

安全、自主及可控,在供应链或参与产业技术联盟中

掌握话语权.
推动我国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已经受到了政府的

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强调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企业投入基

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

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

入机制,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

究投入.推进我国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已成为一项非

常重要的任务.一方面,政府应该引导并支持企业

发展基础研究;在另一方面,企业要积极推进基础研

究,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根据调查结

果,仅有不到８％的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与国外企业相

比,占比较低.因此,本文针对这一现象,使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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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访谈、统计归纳等方法,对该现象进行了分析和

讨论.本文的主要贡献为:(１)对浙江省数字经济

核心产 业 开 展 基 础 研 究 的 情 况 进 行 调 研 统 计;
(２)对政府应如何推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进行探讨

并提出建议.

１　国内企业基础研究现状

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不仅可期望获得重大技术

突破,而且能增强利用科学知识尤其是其中隐性知

识的能力,并有效地嵌入到全球知识网络中[１].早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和美国的化学类和电子

类企业率先建立了企业实验室,从事与产品相关的

基础研究.当今美国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表现仍然

抢眼.２０１９年“自然指数”高质量论文排行榜前２０
名企业中,有１２家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企业在追

赶过程中都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参与,取
得了显著成效.２０１７年,韩国基础研究经费中的

５８％来自企业,日本为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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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国一些领军企业已开始大力投入基础研

究,但企业基础研究整体状况还不容乐观.第一,企
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企业研发支出比例很低.我

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

大[３].２０１７年,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

入的０．２１％[４].而２０１４年,美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

支出占研发总经费比例达６．４％[５].２０１３年度,日
本企业投入未来１０~３０年可用技术的研究经费占

研发支出比例为６．９％,投入未来５~１０年技术的

占比为１８．６％[６].第二,企业缺乏参与基础研究的

动力.多数企业倾向于引进和改良技术,参与基础

研究的意愿不强.绝大多数企业认为只有技术水平

处于国内或国际行业领先时,基础研究才真正具有

可行性[７].或者说,当生产率足够高时,企业才会选

择开展基础研究[８].而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对创新绩

效的影响有时滞效应[９].特别是,政府调动资源促

进经济,引发了许多企业积极争取非生产性的收益,
挤出基础研究等科技活动[１０].第三,企业基础研究

能力普遍不强.由于长期实施技术引进战略,形成

了路径依赖,企业没有开展基础研究的基础[１１],缺
少高水平科学家队伍,未设置专门的基础研究机

构[１２].连设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仍存在基础

研究能力不足、人才短缺和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健全

等问题[１３].
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式创新已成为企业开展技

术研发的主要途径,尤其在基础研究领域.企业的

开放式创新是指除了使用自身渠道,还借助外部渠

道来拓展市场的创新方式,即在本文所研究的案例

中企业的创新能力一方面来自是企业自发的基础研

究,另一方面来自是大学的基础研究[１４].总体而

言,企业要发展基础研究,不仅要进行自发的基础研

究,还应该积极汲取外部的创新能力.早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美国企业就已经开始逐渐减少自身的基础

研究工作,更重视与大学合作来获取基础研究成

果[２].同时,部分学者对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绩效进

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认为开放式创新对提升企业

创新效率有显著作用[１５],进而可以促进企业开展基

础研究.

２　浙江数字经济基础研究发展情况

浙江省委省政府将实施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

程”,准确了解该产业基础研究发展状况,对于推动

浙江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包括电子信息机电制造业、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电子设备制造业、电
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及其相关服

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数字内容及其服

务业等七个行业.２０１９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企业４８６９１家,其中杭州市占 ３８．９％,宁波市

１６．６％,温州市９．５％,产业增加值６２２８．９４亿元,
同比增长１４．５％,占全省 GDP比重达１０％.截至

２０２０年６月,杭州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公

开量达到８．９万件,占全省 ５２．５％,其次为宁波市

２．９万件和温州市１．１万件① .本次调查对象是发

展数字经济产业的企业,其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一
方面数字经济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另一

方面“一号工程”产业可以反映未来社会的发展趋

势.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OECD 定义基础研究都

强调了基础研究没有突出的应用目的[１６,１７].但在解

决实际应用问题中,会引发出基础研究,称为巴斯德

象限,有别于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究(波尔象限).
当今科学、技术和工程不断融合,基础研究问题更多

来自技术和工程,而且基础研究对技术和工程有重

要指导意义[１８].日本企业理解基础研究是指超过

１０年可能应用的技术,而且日本等其他国的部分企

业并没有兴趣开展纯公益的研究[１９].因此,为避免

企业理解基础研究概念的差异,本次调查直接询问

企业关注和参与３~５年、５~１０年和超过１０年可

能应用的技术情况,期望较准确地反映企业开展基

础研究的现状.
通过走访３０多家企业了解到,只有开展产学研

合作的企业才进行基于科学的技术开发活动,未开

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少有科研活动.因此,本次调

查对象仅考虑了产学研比较活跃的企业.调查回收

问卷１２６份,其中有效问卷１１３份,有效回收率为

８９．７％.１１３家企业中,私营企业占７５％,国有企业

占１０％,其他占１５％,与浙江省企业类别占比也比

较吻 合;按 地 区 分 布,杭 州 市 占 ６２％,宁 波 市 占

２１％,温州占６％,与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

地区分布和发明专利公开量情况比较一致;年营业

收入方面,２０１９年超１０亿元占１２％,１亿~１０亿元

占２６％,１０００万~１亿元３２％,合计达７０％(表１);
上市企业占１３％,上市准备企业２０％.可见,多数

企业具有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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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企业类型、企业所在地与企业２０１９年营业收入比例统计

企业类型 比例 企业所在地 比例 ２０１９年营业收入 比例

私营企业 ７５％ 杭州 ６３％ １０亿元以上 １２％

国有企业 １０％ 宁波 ２１％ １亿~１０亿元 ２６％

股份合作企业 ８％ 温州 ６％ １０００万~１亿元 ３２％

外资企业 ３％ 金华 ４％ 其他 ３０％

集体企业 １％ 湖州 ２％

其他 ３％ 浙江其他地区 ５％

表２　企业技术水平所处阶段与自主创新能力自评数量与比例统计

技术水平在全球业内所处阶段 统计数 比例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自评 统计数 比例

领跑 ３４家 ３０％ 很强 ２０家 １８％

并跑 ６０家 ５３％ 较强 ６７家 ５９％

跟跑 １９家 １７％ 一般 ２０家 １８％

其他 ６家 ５％

总体上看,多数企业的技术水平具有一定竞争

力.３４家企业认为自己在全球业内领先或与领先

者差距在３年内,占３０％;６０家企业与领先者差距

在３~５年,占５３％;并且２０家企业认为自主技术创

新能力很强,占１８％,６７家认为较强,占５９％(表２).

１１３家企业中,有５６家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５３家为省级科技型企业;７０家企业自建了研发机

构,１２家企业与高校院所合建了研发机构,其中４
家被认定为国家级研发机构,３５家为省级;４６家企

业研发投入超过１２％,１９家８％~１２％之间,１８家

５％~８％之间,２１家３％~５％之间;３３家企业正在

应用的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和技术秘密超过５０
项,４６家企业在１０~５０项之间(表３).从上述情况

看,企业自我认定的技术状况有较充分的依据.

３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情况

绝大多数受调查企业关注未来技术发展趋势,
但重点跟踪中短期可应用的技术.１１３家企业中,

９３家选择“十分关注”,占８２％,１６家选择“一般关

注”,占１４％,两者合计１０９家,占９６％,均归入“关
注未来技术企业”.４家未获科技型企业称号的小

微企业选择了“很少关注”或“不关注”(图１).９４家

企业重点跟踪“３~５年可能应用的技术”,占“关注

未来技术企业”的８６％,４６家重点跟踪“５~１０年可

能应用的技术”,占４２％,仅１４家会跟踪“超过１０年

可能应用的技术”,占１３％(图２).

表３　企业科创类型、企业研发机构类型、研发投入比例统计与正在应用的专利等数量统计

企业科创

类型

统计数

/家
研发机构

类型

统计数

/家

企业２０１９年研发

投入占主营业务

比例

统计数

/家

正在应用的发明专利、
软件著作权和技术

秘密的数量统计

统计数

/家

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５６ 企业自建 ７０ １２％以上 ４６ 超过５０项 ３３

省级科技

型企业
５３

与高校院

所合建
１２ ８％~１２％ １９ １０—５０项 ４６

省专利示

范企业
７

国家级研

发机构
４ ５％~８％ １８ １—１０项 ２５

省技术先进

型服务企业
７

省级研发

机构
３５ ３％~５％ ２１ 无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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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企业对未来技术发展趋势的关注程度统计

图２　企业重点跟踪技术分阶段统计

　　调查显示,多数企业关注热点技术和较成熟的

应用.关注人工智能企业有６３家,占“关注未来技

术企业”的５８％,通信与网络４３家,占３９％,先进制

造４０家,占３７％.其他关注企业较多的领域有芯

片(２０家)、区块链(１９家)、生态与环境(１２家),而
关注未来前沿(量子信息)和数字技术新兴应用(精
准医疗、新药创制、精准农业、绿色化工)的企业均少

于１０家(图３).
企业跟踪技术采取多渠道途径.９２家通过与高

校和科研机构人员保持交流,占“关注未来技术企业”
的８４％;８７家通过了解国际领先同行的动态,占

７９％,５４家订阅了相关的技术文献或新闻消息,占

５０％.其中,有４３家企业设立了科技情报岗位(图４).

图３　企业关注的技术领域分析

图４　对企业跟踪未来技术的途径分析

受调查企业中,有９３家参与未来技术研究,占

８２％,其中,８６家企业重点参与“３~５年可能应用的

技术”研究,占９２％,而参与“５~１０年可能应用的技

术”和“超过１０年可能应用的技术”研究的企业分别

只有９家、８家,占比均低于１０％.与高校和科研机

构共同开展研究的企业有７９家,占８５％.过半数

企业也选择与其他企业合作研究(５３家)和独自开

展研究(４８家)(表４).
参与未来研究企业中,有９５％的企业自身投入

了财力或人力.而企业研发人员所承担的主要任务

包括参与具体研究工作(８１家)、主导研究方向(６３
家)、监督进度(２３家)等(图５).

关于影响企业参与未来技术研究的主要制约因

素,６９家企业认为缺少相关研究人员,占受调查企

业的６１％,６７家认为研发资金有限,占５９％,５０家

担心研发成功后,相关产品被市场认可的风险较大,

表４　对企业重点开展的基础研究阶段与开展方式统计

重点开展的基础

研究阶段

统计数

/家
开展未来基础

研究的方式

统计数

/家

３~５年可能应用的

技术
８６

与高校科研机构共

同开展研究
７９

５~１０ 年可能应 用

的技术
９

与其他企业合作开

展研究
５３

超过１０年可能应用

的技术
８ 独自开展研究 ４８

外包 １３

图５　企业研发人员主要任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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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企业发展未来技术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占４４％,３８家认为研发能力有限,占３４％,３４家担

心研发技术路线的正确性,占３０％(图６).
总体来看,本次调查的企业多数具有一定规模

和技术实力,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联系比较紧密,企业

类别和地区分布有较好代表性.如将超过１０年可

能应用的技术研究作为划分基础研究的标准,企业

参与基础研究的比例只有７％.考虑数字技术从基

础研究到应用的周期相对较短,可将５~１０年可能

应用的技术研究也划为基础研究,但参与的企业也

仅占８％,而跟踪此类技术发展的企业比例较高,占

４１％.７６％的企业只参与应用研究(３~５年可能应

用的技术研究),并且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

究是主要的方式,也投入了财力和人力.科技人员

不足和资金有限是企业开展研究的最主要制约因

素,而担心失败也是显著的影响因素.

４　讨论与建议

有关推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已有不少讨论,提
出了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策和企业应采取积极措施

等建议[２１３].从调研情况来看,企业跟踪未来技术

发展动态以及开展研究都较大程度地依靠高校和科

研机构,采取了开放式创新方式.科学基金是我国

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受资助

的主要对象.因此,科学基金可以在推动产学研合

作方面更加有所作为.
一是充分发挥区域和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的

作用.区域或企业基础研究力量往往不能完全匹配

自身发展的需求,如上文所提到的,大多企业都有进

行基础研究的想法与需求,然而实际参与的企业却

只占１５％,１１３家企业中有６９家企业都认为制约其

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缺少专业的研究人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省市科学基金会设立区域和企

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是一项非常好的举措,有助于

解决这种不匹配.各方应遵循联合基金设立的宗

旨,共同做好产业需求导向的项目指南,引导评审专

家按联合基金要求选择资助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

中,研究人员必须与企业保持沟通,根据企业发展需

求及时调整研究目标和路线.
二是改进产业需求导向项目指南的制订方式.

可设立专项项目,支持从产业发展中寻找关键科学

问题.从实际走访企业的情况看,绝大多数企业只

知道存在的技术或产品问题,但不清楚其科学问题.
通过设立专项项目,并可聘请刚离开基础研究一线

和有产学研合作经验的科技人员,深入了解产业的

共性和关键科学问题,为制订需求导向的科学基金

项目指南提供可靠依据.
三是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企业申报科学基

金项目.企业研究人员参与基础研究有利于研究工

作的应用导向,也有利于企业增强吸收科学知识的

能力.完善相关政策,允许项目人员经费补助企业

研发人员参与基础研究,减轻企业负担.挪威有企

业博士生计划,鼓励企业研究人员带着技术问题在

高校做博士研究,企业承担其５０％的工资,另５０％
由国家资助项目分担,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效.

四是完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绩效评价体系.虽

然国家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激励科技成果产业化,旗
帜鲜明地反对“四唯”,但多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考

核仍看重论文等可比较的成果形式.因此,科学基

金应当明确,产业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评价要注重

研究成果是否解决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
注重项目是否产生了高价值专利和商业秘密等知识

产权,注重项目组是否促进科学知识向企业转移.
五是构建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措施.企业

实施开放式创新最担心商业秘密这类知识产权泄

露,不愿向“外人”和盘托出真实情况,从而不利于明

晰和解决关键科学问题,即知识产权评估体系的不

完善等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创新能

力[２０].而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养成了开放的

态度,会认为财政资金支持的研究在知识产权方面

不应受企业的牵制.因此,科学基金有必要在联合

基金中进一步明确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措施,
明确各方职责,增强各方保护意识,保障合作顺利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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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meansofthequestionnairesurvey,thispaperanalyzestheparticipationofcoreindustriesof
thedigitaleconomyinbasicresearchinZhejiangProvince．Thesurveyfoundthatalthough９６％ of
enterprisespayattentiontofuturetechnologicaldevelopment,lessthan８％ ofenterprisesparticipatein
basicresearch,andcooperationwithscientificresearchinstitutesinuniversitiesisthemainwaytocarryout
basicresearch．Thispaperputsforwardpolicysuggestionsfor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
China(NSFC)topromotethecooperationofproduction,education,andresearch．Thesuggestionsinclude
fiveaspects:NSFCshouldgivefullplaytotheroleofregionalandenterpriseinnovationanddevelopment
jointfund,improvetheformulationofprojectguidebasedonindustrialdemand,encourageuniversityand
scientificresearchinstitutionstoworkjointlywithenterprisestoapplyforNSFCprojects,improvethe
performanceevaluationsystemofappliedbasicresearch,andconstructrelevantprotectionmechanismand
measureo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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