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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际竞争愈发激烈和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中国科协作为组织科技创新各方力量

的重要平台，担当着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时代使命和重要责任。尽管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已
经取得一些成效，但是仍然存在数字化平台功能单一、激励机制欠缺、供需对接不够精准、可持续发展
机制欠缺等问题。立足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践及发展趋势，总结出平台智能化、主体联盟
化、服务下沉化和合作国际化四种模式，并针对每种模式设计对应机制。基于模式及实现机制，结合国
际经验借鉴，建议通过组织机制优化和管理过程改进推动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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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严峻的全球形势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背

统导入学术和人才要素，搭建社会合作网络，探

景下，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和

索实践新的科技产业合作机制和模式、服务区域

[1]

合作的“先行官”是趋势所在 。当今世界的主要

经济发展，稳定地扮演着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都致力于解决科技创新道路上的各种

的桥梁和纽带角色[3]。

阻塞，如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等等，力图以

1. 中国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科技经济融合发展为战略抓手，把握新科技革命

中国科协在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方面已

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加快迈向创新型国家和

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包括：抓住数字经济融于

世界科技强国。当前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小康、

实体经济的契机，积极搭建融通发展平台；资

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际，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

源向基层和乡村下沉，精准服务助推乡村振兴

件下，实现国家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发展；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充分发挥中国科协

[2]

强大科技创新力量的支撑 。

的人才组织优势；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的空间和

中国科协作为新时代组织科技创新各方力量

渠道，强化国际交流的多元性 [4] 。然而，因为政

的重要平台，担当着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时

策落实时间有限及实施经验相对匮乏，中国科

代使命和重要责任。凭借自身网络组织和人才智

协在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

力优势，中国科协持续不断地为我国科技生态系

题，具体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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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的数字化平台功能有待
提高
当前，中国科技经济融合需要利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打通不同层级和不同行业间的数据壁
垒，提高产业整体运行效率，构建全新的数字经
济体系。而“科创中国”平台的出现无疑是中国
科协面向实体经济开展科技服务、破解科技经济
融合难题的一项积极探索。“科创中国”是中国
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关键平
台，然而目前“科创中国”平台还处于初级运行
阶段，还未完全完成向“大而强”的高水平服务
平台的升级。现有的服务平台的功能仅仅停留在
简单的信息交换和交易对接，以及问题库、项目
库、开源库的数据收集，专业化的成果质量管
理、市场分析、商业推广、交易估值、谈判签约
等一系列后续服务的功能还有待开发[5]。

1.2 调动人才积极主动性的激励机制需要进一步
强化
科技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人才永远是第一
资源。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促进科
技经济的深度融合必须要激发企业、科研单位等
创新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各类科技人员潜能[6]。
一方面，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还比较低，
且科技成果转化对于提高科研人员收益作用不
大。根据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
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科技人员人均专利数
较2013年有所上升，但成果与市场脱节仍比较突
出。近三年中，获得专利的科技工作者比例为
18.4%，平均2.8件；从事过研发活动的科技工作
者中，仅有38.1%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或应用于
生产生活。此外，从科技成果转化中获得收益的
科技工作者比例仅为51.7%。
另一方面，在对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评价
时，论文仍是科技评价的最主要的指标，科技成
果的评价不够合理，与科技人才的需求不匹配。
《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93.7%发表过学术论文的科技工作者认同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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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目的是达到职称晋升要求。

1.3 推动供需双方精准结合的衔接点有待进一步
发掘
2019年我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为58990件，
技术合同成交额为22398.4亿元，比上年增长
26.6%，首次突破2万亿元。尽管成果转化工
作已引起国家重视，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仍然较
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薄弱，由科研导向真正
走向市场导向，仍然任重道远。由于创新主体
种类、层次繁杂，科协的传统组织结构要适应
新形势的发展，供需双方需要进一步理清各个
主体在平台之间的角色和作用，先想好“我能
提供什么”“我需要什么”的问题，使其清晰
简明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职责，避免出现需求
过多，而供给方缺位的现象。通过供求信息进
一步细化，使得供需双方之间的衔接和交易能
够精准卡位 [7]。

1.4 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
制需要巩固
《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
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由于中小企业技术力量比较薄
弱，中国科协的支持能够使其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而“科创中国”平台重点关注中小科技型企
业，搭建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合作桥梁，推动供需
对接并降低交易成本，引导技术、人才、数据等
创新要素流向企业。然而，对于中小科技型企业
的帮助，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时的“痛点”解决上
面，关键是要提供全周期的服务以及后期的保障
服务。

2. 中国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及实
现机制
中国科协在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方面做出
了巨大努力，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践呈现出科
学、规范以及模式化的发展趋势。表1列举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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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和不同省份科协在2020年发布的有关服务科

文件，其他省科协在此基础上发布各省的政策文

技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文件，通过对这些政策文

件。如表2所示，依据这10份政策文件的文本内

本进行分析，可以归纳总结出中国科协服务科技

容，提取其中的关键词，并将其分类，归纳总结

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及实现机制。

出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

2020年省级及以上科协共发布了10份政策文

具体来说，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模

件，其中中国科协办公厅发布的《中国科协2020

式主要分为四种，并针对不同模式设计其实现

年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是纲领性的

机制：

表1 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文本
编号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1

《浙江省科协科技经济融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2020年3月

浙江省科协

2

《中国科协2020年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

2020年4月

中国科协办公厅

3

《关于依靠中国科协“科创中国”平台促进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实施

2020年4月

重庆市科协

方案》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4

《广东省科协2020年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

2020年5月

广东省科协

5

《自治区科协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开展“科创广西”行动促进科

2020年5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协

技经济融合发展工作方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6

《江西省科协2020年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

2020年5月

江西省科协

7

《天津市实施中国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行动方案》

2020年5月

天津市科协

8

《关于打造“科创陕西”服务品牌促进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行动方

2020年6月

陕西省科协

案》
9

《河南省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行动实施方案》

2020年6月

河南省科协

10

《自治区科协落实中国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行动实施方案》

2020年9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

表2 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及政策文本关键词
模式

政策文本关键词

平台智能化

“科创中国”，供需对接，融通平台

主体联盟化

政产学研金服用，学会联合体，科技服务团

服务下沉化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上山下乡，中小企业

合作国际化

海智基地，国际技术交易

2.1 供需精准对接——平台智能化
平台智能化要求建立智能化平台，利用大数
据技术对各种科技资源进行汇集、整合与存储
后，通过云计算数据分析结合专家咨询，为需求
方主动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科技资源或决策方

案。同时，科技工作者或团队共享科技需求市
场，实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其实
现机制包括：一是数据共享机制，供需双方数据
共享，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实现供需精准对
接；二是利益协调机制，通过高效协调各类创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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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和合理分配创新资源，形成合力，共同促进

策保障机制，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地方和生产

和保障平台智能化的实现与运行；三是科技成果

一线主动寻求与科技工作者进行合作，结成联

转化反馈机制，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反馈机制，构

盟或共同体，通过政策激励和保障科技工作者

建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库，智能研判科技成果转化

下沉到基层进行科技服务，将人才和创新资源

可能产生的风险。

引入基层。

2.2 创新资源整合——主体联盟化

2.4 国际技术贸易——合作国际化

统筹推进“政产学研金服用”各类主体结成

推进国际技术交易服务联盟建设，举办技术

联盟或共同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利用

路演、学术论坛等活动，了解并引进国外技术，

科协组织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科协

通过国际技术交易市场建立国际技术转移渠道。

组织及学会与地方企业的合作模式。其实现机制

通过创建“海智基地”和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

包括：一是利益协调机制，设计科学合理的利益

基地、培育国际技术转移经理人、开展“海外人

协调、分配机制，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自发结成联

才中国行”活动、专家资源共享等举措实现人才

盟或共同体；二是金融保障机制，建立科技成果

的合作国际化，加速国际重大前沿引领技术产

转化金融保障机制，形成市场化、社会化、专业

业化落地 [10]。其实现机制包括：一是人才引进机

化的投融资体系，推进建立“风险共担，收益共

制，通过创建“海智基地”和海外人才离岸创新

享”的现代风险投资制度；三是政策保障机制，

创业基地、开展“海外人才中国行”活动，致力

政府部门或科协应从顶层设计出发，制定并出台

于引进海外科技人才；二是中介服务机制，通过

相关政策，从全方位、多角度、全过程保障创新

培育国际技术交易经理人，引进国外技术，开展

[8]

主体联盟化 。

2.3 试点网络建设——服务下沉化
通过服务下沉推动试点网络建设，构建科技
经济融合发展的“样板间”。学会建设科技服务

国际合作与交易，运用市场化原则，提高资源配
置的效率；三是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创建国际技
术交易联盟以及建设协作网络等平台来对国内外
众多创新主体进行协调，从而实现国际化的技术
交易和成果转化。

团、科技服务队，选派科技特派员，深入地方开
展科技志愿活动。同时，企业和地方通过设立专

3. 科技组织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国外经验

家服务站，开展科技咨询、人才培训等方式与科

借鉴

技服务团、专家对接，引导创新要素下沉，解决
企业面临的技术问题。支持试点地市创新和科普
资源下沉到农村，使科技志愿服务与基层党群服
务融合，为基层民众提供科普、创新知识，助力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程 [9] 。其实现机制包括：
一是激励机制，从晋升激励、薪酬激励和荣誉激
励出发进行激励机制设计，同时也鼓励科技工作

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科技社团的发展已经
趋向于成熟与稳定，在促进科技经济融合发展过
程中发挥着显著能动性，其运行机制设计、建设
经验等有许多值得中国科协及科技社团借鉴之
处，总结如下：

3.1 设计科学，专业协作

者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追求；二是组织保障机制，

作为世界最大的科学和工程学协会联合体，

根据不同学会的不同学科属性创建服务不同领

也是最大的非盈利性国际科技组织，美国科学促

域的科技服务团或科技服务队，通过组织化的

进会以系统性的高水准的科技服务来帮助技术顺

运作保障服务下沉的科学性和全面化；三是政

利走向市场，为美国交叉学科领域融合和科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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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融合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分工设计上，美国科
学促进会着力加强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科学交流
的同时，鼓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而不是让科
研人员或是生产主体主持从研究到转化到应用的
一条龙全部工作。同时，在利益分配上充分尊重
成果转化人员的贡献和价值，保障各个环节的各
个主体获得相应收益，形成有利于推动成果转化
良性发展及科技经济融合的长效利益机制[11]。

3.2 多元跨界，精准融合
在科技经济融合总体布局上，英国科技社团
通过战略性、针对性的科学联盟形成了全面立体
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网络，并以五大学术院为
重要节点，汇集国内政府、研究机构、大学、企
业及国际科学家、决策者等的分层次、多元化、
规模化的跨界格局，同时聚焦于不同的研究领
域，打造了分层化、网络化的立体融合架构。在
这种宏观多元的整体布局下，精准定位各科技领
域研发和融合需求，形成差异化、针对性的网络
化融合格局，使英国真正实现高质量的科技成果
转化和高效率的科技经济融合[12]。

3.3 机制健全，保障运行
德国弗朗霍夫协会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
用科学研究协会，建成以来凭借卓越的制度保障
成为新经济时代引领科技研发、促进科技创业、
推进科技经济融合的重要载体。德国弗朗霍夫协
会多元的资金配给制度、灵活的人才管理制度、
严谨的监督考核制度等共同架构出健全完善的运
行机制，共同保障了协会高效率地参与科技成果
转化，实质性地推动科技经济融合发展。

4.1 优化组织结构，高效协调各类创新主体
自主服务模式与嵌入式服务模式相结合，实
现各级科协的上下联动，整合科技经济资源，
推动上下各级科技社团向科技服务型组织的转
变；加强条块合作，将科协服务嵌入区域创新
服务体系，采取会地合作方式，配合地方政府
服务企业创新，助推企业技术创新，助力区域
创新体系建设。创建协同服务模式，形成科协
与政产学研多元互动转化合力，发挥科协在不
同利益主体之间枢纽和桥梁的作用，使社会资
源在科技产业方面得到优化配置，突破单位、
部门的限制，打破条的分割、块的壁垒，推动
产学研联盟 [13] 。突出企业服务，积极主动为企
业赋能，把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作为科协优先服
务战略，加快构建全方位科协特色的企业科技
创新服务体系；进一步打造属于科协独有的服
务创新品牌工作，充分利用“科创中国”等平
台优势，组织开展科协助推科技企业创新服务
行动计划，深化充实企业项目建设；制定科协
服务企业科技创新监测考评体系，实现科协服
务企业科技创新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以服务项目建设支撑服务体系建设，以考评体
系建设推动科协精准服务。

4.2 扩大人才优势，科学设计人才激励机制
形成多层次、多方位、跨专业的人才建设体
系。壮大人才队伍，逐步建设成汇集高端人才、
科普人才、海外人才、科协人才等人才的强大队
伍；提高人才质量，重点建设高端顶尖人才，加
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为高级人才创造机遇
和条件，探索建立多方位、多专业的具有科协特

4. 推动中国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若干

色的国家科技高端智库，真正把科技经济融合

建议

的“顶梁柱”顶上去；进一步关注基层科技工作

立足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及实

者，充分激发广大基层科技工作者的活力 [14]。进

现机制，放眼国际，通过组织机制优化和管理过

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积极开展相关科学人才

程改进推动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实现平

专业职称评价工作，完善人才评价、流动、激励

台高效运转、创新资源合理配置、政策机制全面

机制。探索新的人才服务模式，依托院士专家工

保障的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目标。

作站、海智基地、助力工程和智库等平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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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新的人才服务体制机制，实现科技人才

与经济结合度好的区域，发挥科技对区域经济发

从“为我所有”到“为我所用”的转变。进一步

展的引领带动作用，并对其他地区产生辐射和示

完善奖励制度，逐步建立一个面向经济科技领域

范作用。

不同年龄、不同主体，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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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科技人才表彰奖励体系，用好用活人才，进一
步激发科技经济融合的核心动力。

4.3 加强平台保障，完善数字化服务和交易
推进层次化信息平台建设，借助大数据平
台，创新服务模式，实现科技成果的信息对接，
提高信息流通率，创新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战
略性指导。建立不同层级的信息网络，建立面向
全国、地方和行业的信息服务平台，发布各种科
技信息，推动不同层级创新能力的提高。推进科
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完善互联网的科技市场化
功能。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科协要打破传统服
务模式，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建立以科技企业为
主体，集科技产品市场需求分析、科技产品定制
化服务、科技评估检测服务及科技金融服务等于
一体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完善互联网的科技市
场化功能。完善科技成果信息服务，推进科技成
果评估服务。

4.4 因地因时制宜，加强政策保障
针对不同产业要进行分类引导，摸清产业特
质，通过组织创新、机制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根据新需求创造新模式，针对不同发展阶段
的产业，实现差异化科技服务，有步骤、分时
段、差别化地推进。突出产业重点，注重产业科
技服务特色，发挥科协组织所属科技社团的特色
与优势，对不同产业采取差异化服务。地方科技
创新服务要突出重点，进一步明确地方科技创新
的差异性，“一地一策”，打造差异化科技服务
团队，发挥地区相对优势，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聚焦地方发展需求，通过政策保障牵引，推动地
方科技发展 [15]。应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创新环境
较好的区域，加强对区域创新重点区域的投入，
扶持和激励创新意识强、科技投入绩效高、科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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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ode and mechanism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serv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Shen Neng, Hu Ao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domestic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T)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organizing all forc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houlders the mission and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serv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lthough CAST has achieved some results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 single function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the lack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the
lack of precise supply and demand docking, and the lac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f CAST, platform intelligence, main body
alliance, service sinking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operation are its four modes, and corresponding mechanisms is designed
for each mode. Based on the models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combin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s promoted by optimizing the organization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process.
Key words: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 develop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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