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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对阻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 进行分 析, 发现人 们开始 普遍关 注科技 中介的 问题。高
校和企业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已经成为阻碍高校和企业 之间科技 创新的 瓶颈。我国 科技中 介力量 还很薄 弱, 体系
还不健全。加强科技中介机构的建设和管理, 将有利于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有利于企业的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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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which baffle the conversion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discovers that many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medi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he
inefficient information exchange become the bottleneck which obstruct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medi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is very weak and the system is not sound.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convers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to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agenc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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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的新问题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难的问 题一 直是教 育管 理研 究者关
注的热点, 每年在 国内 期刊上 发表 的有关 论述 高校 科技成
果转化方面 的论文达上百 篇。有学者 [ 1] 对 2004 年以 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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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因素名称

频率%

6

中试接口脱节

20134

7

校企合作收益分配不合 理

18164

8

大学选题盲目、比较偏重基础研 究

11186

9

大学的科研人员承担教 学任务过重

11186

的 59 篇论述科技成果转化的 相关论文 进行了统 计, 在这些

10

大学研究人员缺乏对市 场的认识

10117

发表的文献中, 共提出了 18 种障碍因素 ( 见表 1) :
表 1 2004 年以前的文献中各障碍因 素出现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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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企业沟通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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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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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对大 学科技成果需求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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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思路, 我们对 2004 年 国内期刊 发表的 科技成
果转化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统计, 共检 索到 28 篇与主 题直接

己的 努力, 满 足技术供、求双方要求的中介机构 [ 2] 。
目前国内的 科技 中介机 构主 要有两 类。第一 类是 科研

相关的论文, 其中总共涉及 16 种障碍因 素, 它们在 文献中

型科技中介机 构, 即以 工业研究所为基础的 科技中介 机构。

出现的频率如下 ( 见表 2) :
表 2 2004 年文献中各障碍因素出现的频率

其作用一是通过 研究 机构自 身的 力量, 把 大学 或社会 上处
于实验室阶段的 技术 成果进 行研 究开 发, 使之 实用化 后推

排序

障碍因素名称

频率%

1

中介不力

67186

2

60171

4

高校科研 模式与经济活动脱节
新技术消 化周期长、风险 大、企业
动力不足
科技投入 严重不足

5

选题重视 市场程度不够

28157

6

政策引导 不足

21142

7

社会对高 校的成果需求不足

21142

8

管理体制 不顺

21142

3

35171
28157

9

科技成果 成熟度不够

17185

10

人才激励 机制不足

17185

11

交易成本 过高

10171

12

市场机制 不健全

7114

13

研发机构 利益难以保证

7114

14

企业孵化 器建设力度不够

3157

15

学校内部 资源配置不合理

3157

16

法制保障 不健全

3157

从表 2 中 我 们可 以看 出, 当 前高 校 科技 成 果 转化 中,
有一个新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在所有相关的文献中, 有 67186% 的文献提 到中介不力
的障碍 因素, 它已 经 成为 人们 共 同关 注 的问 题。 这说 明:
( 1) 近年来, 国家和各省 市都 有相 关的 鼓励 高校 科技 成果
转化的文件 出台, 并 且正 在逐 步发挥 作用, 原 先的 一些主
要的障碍因 素正在逐步变成不 重要; ( 2) 尽管 有些 关键的
制约因素, 还没有 得到 根本性 的改 善, 例如: 关 于科 研活

向社会应用; 二是 对无力 或无 法从 国外引 进的 关键技 术进
行开 发, 并与 国内相关技术组合配套, 提升 本国技术 水平;
三是涉及 标 准化 与质 量 管理、 技术 信息 的 分析 与传 播 等。
把他们说成是科 技中 介机构 有两 层含 义: 一是 他们是 政府
与企业间的 桥梁, 政 府通 过资助 的方 法, 使他 们为中 小企
业技术开发和技 术更 新服务; 二是 研究所 利用 自身的 力量
) ) ) 技术资源 、人力资 源直接面向社会提供 科技中介 服务,
政府近几年设立 的工 程技术 研究 中心 就是属 于这 种。第二
种类型便是我们 熟知 的服务 型科 技中 介机构, 也就是 狭义
型的科 技中 介机 构, 主 要 功能 是技 术 供、需 项 目的 搜 寻、
项目分 析评 估、项 目合 作 洽谈 的组 织、 人员 培 训及 金 融、
资本对接等 相关 服务 [ 3] 。主要 有: 生 产力 促进 中心、 创业
服务 中心 ( 孵化 器) 、科 技情 报信 息中心、 科技咨 询机 构、
技术 市场、技 术产权交易机构及其活动。
( 二) 我国科技中介机构的现状
据介绍, 到 2004 年, 我 国以生 产力促 进中心、科 企孵
化器、科技咨 询与 评估机 构、技术 交易 机构、创 业投 资服
务机 构为代表的科技中介机构达 6 万多 家, 从业人员 约 110
万人 [ 4] , 在数量上已 经达 到甚 至超过 了一 些发达 国家 的水
平, 但总体水 平还很 薄弱, 在 结构 和运行 机制 上与发 达国
家的 科技中介机构相比, 主要有如下的不同:
1、创办主体 不同。我 国的科技中介 机构如: 企 业孵化
器、大学科 技 园、技 术交 易市 场 等大 多 由国 家 投资 设 立,
这些机构有些是 国家 行政机 关性 质、有些 是社 会事业 单位
性质。而国外的科技中 介机构大多为企业或 民间投资 设立,
如总部设在德 国斯图加特的 史太白基 金会 ( STW) , 是属于

动的模式问题、科技投入、选题方向、成 果成熟度等 问题,

德国 的民间团体, 其在全国各地有 360 多个技 术转让中 心,
有 3500 多名专家和相应 的网络, 主 要从事 咨询服 务、研究

但我们欣喜 地看到, 高 校的管 理者 和科研 人员 没有 因为这
些困难而停 滞不 前, 而是 在积 极探索, 努 力地 想把 高校的

开发 、人才培 训、技术转 让中 介和 对政府 资助 的科技 项目
的评估与咨询。在 日本和 韩国 也有 类似的 较著 名的民 营科

科技成果转 化为 生产 力。正是 由于他 们的 探索, 才 发现了
困扰科技成果转化的新问题。针对这一 新问题, 作者 认为,

技中 介机构。

应当引起政 府科技管 理部 门的重 视, 相比 其他 障碍 因素而
言, 科技中介服务体 系是 高校 和企业 科技 创新的 瓶颈, 国
家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 设将对 国家 科技创 新起 到决 定性的

2、服务对象不同。近几年, 我们国家依 托大学 建立了
二十几个大学科 技园, 各 地方 政府 甚至县 一级 的政府 都建
立了科技企 业孵 化器, 就 我们了 解的 情况而 言, 这些 科技
中介机构的服务 重点 在创办 新企 业上, 他 们宣 传的也 是对

作用。

入孵企业的全方 位的 星级服 务, 而 对老企 业的 技术改 造则
帮助不大, 其他科 技中介 机构 在老 企业的 技术 创新上 则往

二、大力发展服务型科技中介, 促进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

往处于被动的地 位。而国 外的 科技 中介机 构则 将重点 放在
新技 术推广上, 更多的是和现有企业的合作。

( 一) 科技中介的概念与类型

3、中介机构组织形式不同。我国的中 介机构大 多只从
事信 息沟通、评估、预测、 产权 交 易、融资 、法律 服 务等

从广义上说, 科技 中介 是市场 中介 的一 种, 是在 各种
参与技 术创 新 的主 体之 间, 利 用 自身 拥 有的 知 识、人 才、

单一 的工作, 中介机 构相 互之间 沟通 少、相互 间的工 作交
叉少, 各中介 机构 水平不 一, 鱼龙 混杂, 同 一类 型的 科技

资金、信息等 资源, 为 技术 创 新 的 成功 实 现, 起到 沟 通、

中介机构之间缺 乏统 一的标 准和 尺度。技 术交 易双方 往往

联系、组织、协调 以及 为各个 具体 实体提 供专 业服 务等作
用的组织及 其活动。 从狭 义上 说, 就是 利用 其知 识和 管理

要逐一地 与他们 打交 道, 费时、费 力, 最终 还不 一定 能取
得好的结果。而国 外的科 技中 介服 务机构 将这 些服务 职能

能力, 搜寻 和分析 技术, 为 技术 供求双 方服 务, 并通 过自

都集合在一起 , 可以为 技术交易各方提供一 条龙式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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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了大家的负担, 提高了效率。
4、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业务技 能不同。科技 中介从

小型企业的需 求得不到重视。这种机会实际 上效果很 一般,
企业与高校 深层 次的沟 通不 够, 时间 一长, 高 校和企 业的

业人员不 但需 要有良 好的 沟通、协 调、组织 能力, 更 需要
在某一专业 领域 有较 系统的 知识, 还 需要 懂管理、 熟悉法

热情都在逐 渐降 低, 久而 久之, 就 形成高 校的 专家教 授们
都不搞小技 术, 一心 想做 大项目; 企业也 对高 校失去 了信

律。在国外, 这 些人多 数具 有博 士学位, 对某些 技术 领域

心。

比较熟悉, 对本领域 的技 术发 展趋势 非常 了解, 对 哪些技
术有市场前 景非常清 楚, 对技 术的 市场价 值也 基本 心中有

我国乡镇企业刚刚起步的时候, 一 没资金、二没 技术,
他们从许多 科研 单位、大 企业聘 请技 术人员, 当时诞 生了

数。同时, 他们 有较好 的市 场嗅 觉, 对本 领域的 公司 及其
技术需求比 较了解, 还 具备一 定的 合同和 专利 方面 的相关

不少 / 星期日 工程 师0 , 尽 管 不是 所 有的 企 业都 发 展 得很
好, 但江浙一带不 少大企 业就 是从 当初的 小企 业发展 起来

法律知识, 是适应社 会发 展需 要的复 合型 人才。我 国在这
方面的人才培养上重视程度不够, 人才紧缺。

的。如今这种高校 科技人 员和 企业 紧密对 接的 情况比 较少
见, 尽管存在 诸多不 利因 素, 但高 校科技 人员 和企业 沟通

5、从业人员的工作动力不同。科技 中介机构的 投资主
体和机构的性质决定了机构从业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 / 大锅

不畅仍是最主要 的。我们 组织 学校 的骨干 教师 到南通 一些
中小企业参 观, 老师 们就 注意到, 有些企 业的 整体技 术水

饭0 在我国科技中介 行业 还没 有打 破, 缺乏 国外 科技 中介

平还 可以, 但 在一些不起眼的环节上, 技术 水平十分 落后,

行业的激 励机 制, 在国 内, 政府 组织的 高校 科技 推广、高
校与企业的 技术对接 也经 常开展, 可实际 上这 样的 活动走

只要在这些 环节 上加以 改进, 就 可以 大大提 高工 效。中小
企业中普遍存在 这样 的情况。 这样 的技术 改进 对高校 教师

过场的多, 见实效的 少, 这与 从业 人员的 工作 积极 性有很
大的关系。

来讲 轻轻松松, 对企业则可以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而且,
通过这些简单的 合作, 高 校和 企业 可能建 成相 互信任 的长

6、服务领域不同。我国的咨询、评 估、融资等 科技服
务机构并不 全身心地 服务 于科技 领域, 他 们大 多还 涉及其

期合作关系, 企业 将放心 地投 入资 金让科 技人 员进行 研究
和技术革新。中国 的市场 上如 果活 跃着一 支十 分敬业 的科

他领域, 受利益的驱 动, 科技 中介 往往是 他们 可有 可无的
工作内 容。而 国外, 他们 的市 场 经济 体 制已 经 比 较完 善,

技中介队 伍, 将 会为 高 校和 企 业的 沟通 提 供更 多的 机 会,
在他们之间架起 座座 桥梁, 必 将有 利于高 校的 科技成 果转

市场中各机 构的职能 分工 已经细 化, 科技 中介 机构 就是服
务于科技领域, 他们在这一领域已经得以发展壮大。

化、有利于企 业的科技创新。
( 四) 加大力度、构筑我国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 三) 我国发展科技服务型科技中介机构的必要性
目前, 技术 转 移已 成为 国 家 经济 增 长和 实 现 工业 化、
现代化的重 要因 素, 已成 为地 区和行 业产 业结构 升级, 加

为加快我 国科 技中介 服务 体系的 建设, 使 之成 为 / 组
织网 络化、功 能社 会化、服 务产 业化0 的 科技 中介服 务体
系, 建议政府 抓好如下几项工作:

快技术进步, 实现快 速稳 步发 展的积 极手 段。由于 技术转
移受到社会 需 求和 社会 条 件的 制约 以 及社 会因 素 的影 响,

1、转变思想、树立服务观念
技术中介服 务是 一种居 间服 务, 无论 是科技 中介 服务

不同科技发 展水平和 社会 发展状 况, 决定 了技 术转 移的不
同方式、手段和转移后产生的效果。

机构还是从业 人员都应当树立服务市场、服 务技术的 观念,
要改变以往 等、靠的 思想, 以 推动 全社会 的科 技创新 为己

中国社会经 济由 于长 期受计 划经 济模式 的影 响, 高校
及研究 院 ( 所) 只负责 研究, 工 厂企 业只负 责生 产, 二者

任。要树立全 新的为 中小 企业、新 兴企业 的技 术应用 服务
的观 念, 成为 他们获 取技 术资源 的重 要依托。 在服务 思路

之间由政府 进行 沟通, 技 术转 移是政 府的 事, 以至 于形成
了科研单位 和生产企 业之 间的严 重脱 节, 一方 面高 校及科

上, 要将工作 重心 前移, 主 动深 入工 厂、企业, 了解 他们
的技术需 求, 帮 助企 业 到高 校 和科 研院 所 寻找 技术 支 持,

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不少, 而真正转化的 却很少, 另一 方面,

让高 校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

国内的绝大 部分 企 业研 发能 力 低下, 技 术 开发 力 量薄 弱,
对新的技术成果难以消化。

2、放开搞活、建立新的科技中介机构管理体制
科技中介在推进服务 社会 化的 过程中 根据 其具体 功能

在高校这方 面, 国 家近 几 年 对科 技 的投 入 越 来越 大,
高校科研人 员的科研 积极 性十分 高涨, 每 年所 取得 的科技

和服务对象 的差 异, 其组 织结构 也是 多样性 的。适应 社会
不同层面需要、运 用市场 机制 配置 社会科 技资 源的公 益型

成果数成倍 增长, 高 校扩 招后, 学 校的经 济实 力也 有了较
大的改观, 科技基础 设施 建设 得到明 显加 强, 学校 的整体

或营利性的 科技 中介组 织会 互为补 充、相得 益彰。重 要的
是要集成 服务功 能, 提高 服务 质量, 降 低运行 成本 , 形成

实力得到很 大的提高, 高校已 经有 能力也 有积 极性 为国家
的科技创新 提供 服务。另 一方 面, 我们国 家的 企业 体制改

行业 规模。在 现有科 技中 介服务 基础 上, 以会 员制或 股份
制, 形成一批 资本多 元化、产 权多 元化和 非集 中性的 区域

革已初步见 效, 职责 分明 的现 代企业 制度 正在形 成, 企业
领导人十分 关心企业 的技 术创新, 产业机 构调 整也 正成为

性、跨区性的 科技 中介服 务中 心, 并建 立以资 源共 享、利
益均 等信息平台为基础的网络体系。

地方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
在实际工作中, 我 们发 现, 现在 高校和 企业 的科 技创

根据目前我 国科 技中介 机构 的现状, 国家应 积极 鼓励
社会力量创 办科 技中介 服务 机构, 对 现有的 国家、政 府所

新积极性都 很高, 政府 也经常 组织 一些高 校的 技术 项目推

属的技术市 场、生产 力促 进中心 等科 技中介 机构, 要 逐步

介洽谈会, 但这种时候, 高校一般是管理 部门的人去 得多,
专家教 授去 得 少; 企 业是 老总 去 得多, 技术 人 员 去得 少。

将他们推向市场, 让他们 全身 心地 投入到 科技 创新的 活动
中去。国家对从事 科技中 介服 务的 机构在 政策 上要给 予更

企业和政府 大都把眼 光集 中在少 数几 个大项 目上, 一些中

多的 倾斜、在 法律上给予保障, 提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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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 / 过程考核+ 课程论文+ 口试0 的 课程考试新 模式,
对杜绝考试作弊 效果 显著 [ 4] 。在用 人制 度方 面, 应着 重考

驱使行为主体置 规范 价值和 人生 的终 极价值 于不 顾, 能够
带来实利 的 行为 成为 行 为主 体的 首 要的 价 值取 向。因 此,

察应聘者的工作经历和能力, 加大面试的份量。
( 四) 采用高科技手段防作弊

我们应把进行信 仰选 择的基 本规 则、基本 标准 和基本 方法
教给 人们, 达 到通过 改变 行为主 体价 值观念, 进而改 变其

针对作弊手 段呈 现高 科技化 的特 点, 考试 管理部 门可
以采用一些现代技术手段来防止考试作 弊、确保考试 安全,

对回 报的主观态度, 最终改变其行为的教育目的。

如利用数码 拍照、指 纹识 别技 术, 在报名 现场 进行 摄像和
采集指纹, 考场上 应用 指纹识 别系 统以加 强对 考生 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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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 息化水平。

中介从业人 员的积极 性。同时 大力 推进科 技中 介机 构的国
际化, 有计划地培 养一 批与国 际接 轨的高 水平 的科 技中介

5、加强自律、建立科技中介机构评价体系
良好的信誉 是科 技 中介 机 构生 存 发 展的 基 础。为 此,

机构, 加速科技中介机构向高层次的发展。
3、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技中介队伍

科技中介机构要 加强 自律, 要 积极 探索有 社会 参与的 科技
中介服务机 构的 评价和 监督 工作, 采 用科学、 实用的 方法

科技中介服 务机 构的 从业人 员, 不同 于一 般的市 场中
介人员, 他应 当是 既 懂 技 术、又 懂 经济 、既 懂 生产 管 理、

和程 序, 对科 技中介 机构 的服务 能力、服 务业 绩和社 会知
名度、内部管 理水 平、遵纪 守法情 况、用户 满意 程度 等进

又懂法律的 复合 型人 才。在国 外, 这样的 人才 称为 技术经
纪人。而在 我们国 家, 这样 的人 才还十 分匮 乏, 还没 有职

行客观公正 的评 价, 评价 结果向 社会 公布。评 价工作 要以
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评价信 息要建立发 布和查询 制度,

业的技术经 纪人 才。随着 社会 的发展, 社 会职 业分 工越来
越细, 每年都会诞生 很多 新兴 的职业, 职 业化 的技 术经纪

推动 监督管理社会化。

人应当成为 一个新兴 的职 业, 国家 可以通 过举 行技 术经纪
人职业资格 考试, 对 其进 行引 导, 给职业 技术 经纪 人队伍
的发展壮大 提供 适当 的空间。 同时加 强管 理, 使他 们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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