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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金促进
应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问题研究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
聂常虹1,2

冀朝旭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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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家高度关注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因此，引导社

会资金投资基础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关切问题。文章以中国科学院的 3 个典型研究所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引导
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按照理论分析的框架进行案例分析，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创
新融资模式，拓宽基础研究资金渠道；建立企业与科研院所沟通的渠道，改变企业家急功近利的心态；营造有利
于培育科学家精神的环境和氛围等。
关键词 科技成果转化，基础研究，社会资金，案例研究，行为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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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十九大报告对加快建设创

旦有了技术上的需求，则这种需求就会比 10 所大学更能

新型国家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和部署，尤其是加强在基础

把科学推向前进”。因此，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基础研

研究方面的投入。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

究，实现完成重大科学问题、突破关键共性技术、产出

士大会上强调，“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

重大战略产品。

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

1 概念内涵及研究现状

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
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两部门”经济投资主体，将经

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当前，

济部门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但我国投资

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基础研究主要依靠

主体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

国家经费支持的局面没有改变。恩格斯指出，“社会一

分类方法，而是分为“政府部门”和“社会部门”[1]。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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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中的“社会资金”是指除政府外的社会经济单

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意义和启示的基础，但是通过文

位所拥有和控制的能用于投资和再生产的各种资源的总

献梳理发现，仍有两点亟待完善：① 社会资金与基础研

和。这里的社会资金包括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等

究相结合的机理仍然不明；② 社会资金与基础研究相结

投融资主体的资金。

合的模式、效果等还不清晰。

对科学研究的分类，主流的方式有：① 科学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公共产品理论、行为金融理论、委托

的线性模式或者说是杠杆模式 [2]；② 科学研究的扩展模

代理理论，在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框架下，给出一个引导

式 [3]；③ 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式 [4]。也有其他学者对科学

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的路径机理。同时，以中国科学

研究进行界定和分类，比如，西方国家在科技评价过程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药物研

中普遍采用技术成熟度（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究所引入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为案例进行剖析，分析

TRL ）划分方式；又如，我国有些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上

引入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的重大作用与效果改变，并

区分了“基于科学的创新”和“基于技术的创新”

[5-10]

；

再如，有些学者从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对科学研究进行
分类[11-13]。这些观点证明，科学并非只是基础研究，技术
也不能简单概括为科学知识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提出对实践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建议。

2 理论基础及路径机理
2.1 基础研究是准公共产品

究并非可以截然分开。本文聚焦讨论应用基础研究，指

基础研究是准公共物品，主要表现在 2 个方面：① 有

以满足经济社会需要为目标，以科学家好奇心和产业导

限非排他性，基础研究可以同时是好奇心和用途双重驱

向双重驱动，以探索基本原理和概念为主要方式，事关

动的，灵感往往是瞬间出现，只能由个别科学家偶然发

国计民生、产业核心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

现，所以是有限非排他性。同时，基础研究周期长、成

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共

果转化不确定性强、转化也具有时滞性，加强了基础研

性关键技术、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等科研活动。

究的有限非排他性特点。② 有限非竞争性，基础研究

社会资金的本质是金融资金，社会资金与基础研

具有战略性、先导性的特点，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具

究的结合就是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关于科技与金融的

有有限非竞争性特点。比如，传统意义的道路是纯公共

结合方式研究，学者们从金融资本、技术转移、科研

物品，随着新能源技术的突破，道路尤其是光伏高速公

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出发 [14] ，研究科技与金融的结合

路可以实现为电动汽车充电的功能，是有限非竞争性产

方式：① 引导基金，是沟通金融资本投资于科研机构

品，将会有社会资金支持。

的重要途径

[15]

，采用 1999—2009 年中国高校专利数据实

证分析了金融资本投资于科研机构的偏好

[16]

2.2 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的行为动机与模式分析

；② 科研机

基础研究是准公共物品而不是纯公共物品，那么在

构孕育出可转技术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家行为[17-20]、知识产

理论上就有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的基础，接下来本文从科

权转移办公室[21]、国家创新系统[22]；③ 实证分析了金融

学家与企业家的行为动机出发，分析引导社会资金促进

资本通过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GVC）的方式促进科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模式。

技成果转化 [23]，但政府引导基金和市场风险投资的关注

综合考虑展望理论[29,30]、心理账户理论[31,32]，可以得

点不同[24]。国内学者[25-28]论述了引导社会资金实现科技与

出企业家从事基础研究的动机主要有：领先动机、战略

金融相结合、厘清科技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等有助于实

动机和投机动机。① 领先动机。对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

现创新发展。现有的研究对社会资金与科技创新相结合

企业家来说，失去行业领先地位的损失就要大于保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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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先的收益，即企业家更害怕失去领先地位。所以，

风险”，因而不能作为投资的对象。将其余动机进行排

企业家会寻求合适的方法保住自己的领先地位。而投资

列组合得到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表 1）：
表1

基础研究或重大共性技术研究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方向提

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的模式

供参考，也可以为企业积累科技优势。② 战略动机。一
些企业家有着自己的战略构想与蓝图憧憬，并使企业的
发展按照自己制定的战略一步一步走下去，在决策时把
过去的沉没成本和现在的付出加在一起作为总成本来衡

科学家

领先动机
战略动机
投机动机

企业家

领先动机

战略动机

投机动机

战略模式

战略模式

收益模式

领先模式
投机模式

战略模式
投机模式

收益模式
投机模式

量决策的后果。同时，这些企业家往往把企业发展战略
应该从事的事情和企业盈利应该从事的事情作为不同的

领先模式是引领世界前沿的社会资金投资基础研

“心理账户”来考量，并且往往根据局部账户来进行决

究模式；从行为动机上来看，是具有领先动机的科学家

策。所以，企业家在决策时往往会继续投资于有益于本

与领先动机的企业家合作，叫做领先模式。战略模式是

企业战略的事情而不计较盈利。③ 投机动机。企业家有

响应国家战略需要的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模

付出就要使回报最大化，一方面可以获得响应国家政策

式；从行为动机上来看，是具有战略动机的科学家与领

的好名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配置其他资产在资本市场

先动机的企业家，具有战略动机的企业家与领先动机的

获得收益。

科学家，或者具有战略动机的科学家与企业家合作，叫

按上述理论，可以得出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动机

做战略模式。收益模式是合作双方迎合市场需求而进行

主要有：① 领先动机。对于处于研究领域领先地位的科

的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模式；从行为动机上

学家来说，失去领先地位的损失就要大于保持行业领先

来看，是具有投机动机的企业家与具有领先动机、战略

的收益，即科学家更害怕失去领先地位。所以，科学家

动机的科学家合作，叫做收益模式。具有投机动机的科

会寻求合适的方法保住自己的领先地位，而从事基础研

学家和企业家合作，叫做投机模式；这种模式在基础研

究或重大共性技术研究可以在源头为科学家积累科研优

究成果转化中是不可取的，也是不能成功的，在合作过

势。② 战略动机。科学家在从事基础研究时会把自己的

程中会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道德风险”，所以本文不

科研战略与发表成果放在两个心理账户里考虑，并使科

进行详细论述。

研活动按照自己制定的战略一步一步走下去，在决策时

2.3 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的路径机理

把过去的投入和现在的付出加在一起作为总成本来衡量

以往对科技成果转化路径机理的研究，其对象基本

决策的后果。“有限理性”的科学家决策时会根据局部

上是基于应用研究成果的转化，以资金为核心；本文的

账户决策，即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从战略层面来看有

路径机理研究的是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因为基础研究

助于科研战略实现，从收益层面来看会给自身带来一定

成果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所以在转化路径、转化模式

的风险，包括评职称速度慢、论文量少等。③ 投机动

上有着特殊性，应该以成果为核心。基于以上分析，得

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科学家投机动机产生的主要原

到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路径机理（图 1）：

因是当前不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不科学的经费申请机

从总体上看，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分

制和不恰当的科研评价机制。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形成研究成果阶段，第二阶段

从动机上来讲，具有投机动机的科学家不会很好地

是成果变成效益阶段。成果形成阶段，本质是“资金变

与企业家合作，在得到投资后会背离约定，产生“道德

成果”；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周期长、风险大，社会
院刊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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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资金

政府

社会资金

基础研究

企业家

科学家

领先动机

领先动机

领先模式

风险评估

战略动机

战略动机

战略模式

成果所有权分配

投机动机

投机动机

收益模式

利益相关者

动机分析
社会经济效益

博弈分析

产业化

商品化

图1

基础研究成果

产品化

最优风险分担

中介机构

最优监督范围

风险分析
可转化成果

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的路径机理

资金投资基础研究帮助基础研究实现更多产出，其目标

3.1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引导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

核心是更多有价值的成果，在引领世界前沿、响应国家

果转化的领先模式

战略、迎合市场需求等目标的牵引下，以领先模式、战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

略模式、收益模式为基础选择合适的引进社会资金的方

化所”）探索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领先

式。成果转化阶段，本质是“成果变资金”。在这一阶

模式，设立持股企业，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

段需要引入中介机构对基础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风险评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举措。为了进一步促进基

估，同时引入产业基金性质的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

础研究成果转移转化， 2004 年起大化所在甲醇制烯烃

果的进一步转化，通过产品化、商业化、产业化等必要

（DMTO）技术上探索与社会资金的合作，并在 2010 年

环节最终形成社会经济效益。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出

取得实质性进展。2015 年，大化所调整了经营性资产管

的机制明确指出，要将合作创造的社会经济效益中提出

理委员会成员，新设立了全资资产管理公司——中科化

一部分作为收益，剩下的资本再次以种子基金的形式投

物（大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优化了经营性资产管理

入到基础研究成果形成阶段中去，符合马克思的资本循

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能。领先模式为大化所的成果转化带

环和周转理论，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来了重大变化：① 成功突破关键技术与重大基础研究成

3 引导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案

果；② 实现了科研院所与企业优势互补，改善了科研院

例研究

课题组于 2016—2017 年调研走访了 12 个中国科学院

所的微观治理结构；③ 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并
在未来带来持续收益；④ 持续创造社会经济效益，形成
良性循环。

所属的研究所、3 家市场知名投资企业、2 个负责宏观决

领先模式的运行机制。社会资金促进基础成果转

策的政府部门。结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化的领先模式，合作双方是领域内领先的科研团队和行

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情况，分析中国科

业领先的企业。因此，不论是领先科研团队还是领先企

学院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基础研究的主要进展。

业，在基础研究方面是互相最佳的合作对象，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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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重大成果或共性关键技术的突破需要寻求顶尖

科研团队创造价值，可以更好地完成信息产业和信息化

科研团队的帮助，同时领先科研团队获得企业充裕的不

计算技术的战略部署。这些举措，给计算所带来了实实

求回报的产业资金支持才能更快创造出成果。比如，大

在在的改变：① 社会资金投资基础研究可以带来大量的

化所的 DMTO 团队就是领域内的领军团队，在技术方

应用研究，并且促进相关基础研究衍生；② 社会资金使

面有着明显的领先优势；同时，中国石化是行业内的领

科研院所微观治理结构升级，真正在制度上实现了基础

先企业，在资金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双方展开深入合

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可分割与相互促进；③ 社会资金促

作，其运行机制如图 2。

进基础研究成果成为新科学、新技术，更会带来经济效

3.2 计算技术研究所引导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

益；④ 稳定的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成果加速转化。

化的战略模式

战略模式的运行机制。社会资金促进基础成果转化

知识创新工程以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的战略模式，合作双方是领域内领先的科研团队和行业知

（以下简称“计算所”）以无形资产入资近 1.5 亿元，吸

名企业，双方合作的基础是战略上的高度契合。因此，不

引社会资本超 8.8 亿元，相继孵化成立 30 余家企业，曙

论是科研团队还是投资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他们有共

光、蓝鲸、龙芯、晶上等企业相继实现规模产业化。计

同的目标。投资企业为了获得重大成果或共性关键技术的

算所于 2017 年成立发展基金，提供定向 40 亿资金支持

突破以实现企业战略需要寻求科研团队的帮助，同时科研
领先动机

引领世界前沿
燃料技术

烯烃化合物
科研院所
企业

政府引导基金

领先模式

领先动机

种子基金

管理委员会

中试发展

批量生产

成果子公司
中介机构

产业基金

社会资金

引导国家战略

图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领先模式
战略动机

响应国家战略

领先动机

计算技术

战略动机

战略动机

企业

种子基金

战略委员会

战略模式

战略动机

芯片研究
科研院所

政府引导基金

领先动机

计算机研究

设备生产

成果子公司
中介机构

社会资金

产业基金
社会经济效益

图 3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战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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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为实现研究战略需要获得投资企业定向的科研战略资

行机制如图 4。

金支持才能更快创造出成果。其运行机制如图 3。

4 引导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政

3.3 上海药物研究所引导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

化的收益模式

策建议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引入同华资本为基础研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理论上探索了引导

究提供资金支持，总规模为 20 亿元，采用收益模式，

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的路径机理；在深度调研的基础

取得了实质性进步：① 改变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参与

上，结合多方资料，对中国科学院引导社会资金促进基

者结构，由单一的科研单位变为科研单位、企业协作参

础研究成果转化的现实案例进行了剖析。基于全文的分

与，优势互补，风险承担能力有所提升；② 采用子公司

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代管、投资委员会决策的方式，改进了科研院所的微观

4.1 创新融资模式拓宽基础研究资金渠道

治理结构，完善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资金管理方式；

（ 1 ）设立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集中优势

③ 成功引入了充分的社会资金参与多项基础研究成果的

力量建设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体系，包括但不限

转化工作，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于：引导基金、种子基金、战略投资基金、转化基金。

收益模式的运行机制分析。社会资金促进基础成果

（ 2 ）尝试选择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设立社会资

转化的收益模式，合作双方是领域内的科研团队和为了

金促进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试点单位，实行创新的

获得收益的投资企业。由于科研团队研究成果具有重大

激励、监督、考核机制，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将有效

意义而很难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稳定资金支持，只能寻求

成果复制推广。 同时，聚焦目标、突出重点，对 5 — 10

投资公司提供资金，同时，由于药物研究风险大、时间

年内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开展基础研

长、资金量大的特点必须要找到资金支持，药物研发过

究科技成果转化试点。主要通过“后补助”的支持方

程一般需要经历“靶点→分子研究→临床前研究（包括

式，引导相关科研团队与企业组成研发联合体，围绕

候选药→临床前研究，比如生产工艺研究、毒性药性实

核心内容多角度展开研究。探索激励制度试点，试行

验等→临床批件）→临床 1 期→临床 2 期→临床 3 期→

科研人员按照公务员工资待遇，探索股权奖励、股票

药物生产”等过程，新药从研发到成品要 10 年以上。因

期权、科技成果收益分成奖励等激励方案。探索科技

此，给了部分风投资金以小博大的机会，双方合作的运

成果转化评估机制试点，对关键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领先动机

迎合市场需求

投机动机

靶点研究

企业

种子基金

投资委员会

临床研究

药物生产

成果子公司
中介机构

社会资金

图 4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社会资金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收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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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转移转化体系，实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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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s. They are paid close attention in China, and a number of policies

are issued to support basic research and enhance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refore, guiding the basic research of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is a major concer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aking three typical institut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guides social fund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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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innovating the financing model, and broadening the funding
channels for basic research; establish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o change entrepreneurs’
mentality of seeking quick success and quick profits;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conducive to fostering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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