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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Innovation Trends, Issu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re accelerately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It is urgent to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pen cooperation,
green and low carbon, value co-creation, and codevelopment", promote open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key area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ope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study first summarizes the open innovation trend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econd, it analyzes major countries' policies in promoting open innov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r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open
innovation is demonstrated.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open innovation as strengthening the co-R&D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improving
th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upply capacity, strengthening the co-design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enhancing the manufacturing market responsiveness, strengthening the co-production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rengthening the co-service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development of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the ope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words
manufacturing, open innovation, open innovation trends, policy suggestion

Authors
Rongping MU, Jingjing GUO, Jin KANG, Shuang MA, and Kangwei CHI

This strategy & policy decision research is available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7/10

战略与决策研究
Strategy & Policy Decision Research
引用格式：穆荣平, 郭京京, 康瑾, 等. 制造业开放创新趋势、问题和政策建议.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2, 37(7): 954-966.

Mu R P, Guo J J, Kang J, et al. Open innovation trends, issu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2022, 37(7): 954-966. (in Chinese)

制造业开放创新趋势、
问题和政策建议
穆荣平1,2

郭京京1,2

*

康 瑾1

马 双1

池康伟1

1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当前，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加速重塑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迫切需要坚持“开放合作、绿色低

碳、价值共创、协同发展”基本原则，推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开放创新合作，提升制造业开放创新发展能力。
文章总结全球制造业开放创新趋势，分析主要经济体积极推动制造业开放创新的政策与举措，梳理中国制造
业开放创新现状与问题，提出了中国制造业开放创新的政策建议：（1）加强协同研发体系与能力建设，提

升制造业技术供给能力；（2）加强协同设计体系与能力建设，提升制造业市场响应能力；（3）加强协同生
产体系与能力建设，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能力；（4）加强协同服务体系与能力建设，引领服务型制造发展
方向；（5）加强协同发展生态与环境建设，推动制造业开放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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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链长、
关联性大、带动力强，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原材

重生产与生态、发展与环境的平衡，将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3]。

料、设备、动力和技术保障 [1]。新形势下制造业的内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家综合实力

涵体现在 4 个方面：创新驱动，数字转型，绿色发

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展，以人为本[2,3]。制造业应将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心位置，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注

纲要》指出，“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与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专项（ GHJ-ZLZX- 2021 - 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2074204 、
71672185），中国科学院特别研究助理资助项目（E2X04316）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2年6月20日；预出版日期：2022年6月28日
954 2022 年 . 第 37 卷 . 第 7 期

制造业开放创新趋势、问题和政策建议

质量发展”，同时强调“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

和数字基础设施，丹麦哥本哈根基础设施合作伙伴、

合作共赢新局面”。当前，制造业开放创新既面临历

新加坡德尔塔近海能源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纷

史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国际竞争形势日

纷牵头在越南布局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美国亚马逊公

益加剧，迫切需要强化创新引领作用，促进制造业开

司、德国戴姆勒公司等加大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

放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模式和路径，实现制造

设施投资。

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正

区域投资贸易新协定相继签署，促进了要素跨

在加速重塑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数字技术向科技、经

境流动，加速了全球经贸合作区域化发展进程。

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渗透融合，打破了制造业创新发

2020 年 7 月 1 日，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签署

展的组织边界，促进了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主体协

的《美墨加协定》（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同，为全方位推进制造业开放创新，助力制造业高质

Agreement， USMCA ）生效，将推进化学制品、乳

量发展提供了难得历史机遇，创新驱动制造业数字转

制品、汽车等行业贸易自由化，促进农业生物技术

型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潮流。迫切需要坚持“开放合

等方面的合作 [5]。 2020 年 11 月 15 日，亚太地区 15 国

作、绿色低碳、价值共创、协同发展”基本原则，把

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egional

握制造业“协同研发、协同设计、协同生产、协同服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内容涉

务和协同发展”的开放创新大趋势，发挥中国特色社

及中小企业、投资、经济技术合作、货物和服务贸易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借鉴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

等10多个领域，有力促进商品、技术、服务、资本和

开放创新政策实践经验，聚焦中国制造业开放创新面

人员的跨境流动①。

临的主要问题，推动制造业重点领域开放创新合作，

主要经济体着力构建更具韧性、更稳定、更多元

完善创新要素流动机制和产学研融合发展市场环境，

化的供应链，并靠近市场组织生产和研发，以应对疫

提升制造业开放创新发展能力，重塑制造业创新发展

情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的安全稳定风险。

新优势。

2020 年 5 月 26 日，日本发布“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

1 全球制造业开放创新趋势

项目”申请公告[6]；截至 2020 年 12 月 2 日，共有 81 家
日本企业获得了该项目对制造业务转移到东南亚的

1.1 全球经贸合作区域化和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

政府补贴[7]。2020 年，美国波音公司将其飞机布线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

SAFRAN 公司将在墨西哥设立新的波音飞机零部件制

趋势日益显著

移至墨西哥附近，世界第三大航空航天供应商法国

滑，制造业呈现区域化非均衡复苏趋势，亚洲制造业

造工厂。

生产和投资复苏相对较快。2020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

1.2 疫情期间产业创新合作全球化加快，数字赋能

资从 2019 年的 1.5 万亿美元降至约 0.859 万亿美元；欧

产业开放创新拓展新空间

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同比减少超过 100%，北美地

主要经济体完善药品质量监管并开辟应急审批绿

区同比减少 46%，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降幅仅为 4%[4]。

色通道，加速新冠病毒检测试剂、治疗药物等应急审

2020 年以来，跨国公司加速在亚洲地区布局建设能源

批，支持产业创新合作全球化。2020 年 7 月，美国辉

① 张怀水 , 李彪 , 张钟尹 . 详解 RCEP：15 国携手打造超级经济圈，除了零关税，还将带来哪些变化？ . (2020-11-26)[2022-06-17].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0-11-16/1548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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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公司（Pfizer）、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
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两大跨国公司合作研发的新
冠病毒疫苗通过应急审批获得紧急使用权，向英国提

案，降低疫情消极影响并加速全球经济复苏[13]。

1.3 制造业呈现开放协同创新新趋势

制造业呈现协同研发（co-R&D）、协同设计

供 3 000 万剂新冠疫苗 。中国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

（co-design）、协同生产（co-production）、协同服务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科兴生物”）与巴西布坦坦

（co-service）和协同发展（co-development）新趋势。

研究所（Butantan Institute）合作，在巴西圣保罗州开

① 协同研发，旨在加强制造业研发活动不同创新主体

展北京科兴生物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的Ⅲ期临床试

之间的协同，有助于发挥不同创新主体的优势，分担

验 ③，证明疫苗有效率已经达到巴西卫生监管部门要

创新成本和风险，提高制造业开放创新的系统效率和

求。

整体效益。② 协同设计，旨在通过产品架构、产品外

②

主要经济体支持信息通信领域跨国公司创新合

观、工艺流程的一体化设计，满足产品和服务需求的

作全球化布局，应对疫情可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

多样化，有助于设计主体融合不同创意，及时响应市

链“断链”风险。韩国三星和中国台湾鸿海科技、

场需求。③ 协同生产，旨在加强制造业供应链不同环

纬创资通、和硕 4 家公司受到印度“生产关联激励”

节之间的协同，提升供应链整体效能。④ 协同服务，

（ PLI ）计划资助，在印度扩大手机和电子元器件

旨在加强制造商与服务商之间，以及服务商之间的协

[8]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OPPO 与德国电信、

同，向用户提供更丰富更多样的高价值服务。⑤ 协同

瑞士电信、瑞典爱立信等公司开展研发和技术应用

发展，旨在从“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协同发展价

合作 [9,10] ，在印度布局 5G 、相机、电源和电池创新

值观出发，统筹协同研发、协同设计、协同生产、协

制造

等 4 个创新实验室

[11]

，推动 5G、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技

术发展和商业化。

同服务，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产业创新驱动协
同发展生态，包括：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协同发展——

数字赋能制造业创新主体合作，超越组织边界

产业链不同环节创新主体通过协同发展形成紧密的共

协同研发与设计。 2019 年 4 月，美国微软公司和德

生关系；不同创新环节之间协同发展——研发、设

国宝马集团宣布合作建立全球联盟——开放制造平

计、生产、服务等不同环节的有效协同有助于提升知

台（ OMP ），通过跨行业合作、知识和数据共享，

识生产能力、知识转化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服务模

创建开放技术框架、打破数据孤岛，以提高数字化

式创新能力，提升制造业开放创新整体效能。

生产效率 [12] 。 2020 年 4 月，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宣布

2 主要经济体积极推动制造业开放创新

建立 Emer2Gent 产业联盟，与美国谷歌公司云计算部
门、美国 IBM 公司、英国利兹数据分析研究所等联
盟成员推动数据安全共享和基础设施合作，将传统的

2.1 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开放创新合作

美国聚焦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战略领域，扩

经济、商业、旅游、零售数据集与行为、情绪数据相

大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推进开放创新。2019 年 6

结合，为各国政府和组织的决策提供新见解和应用方

月，美国白宫发布新版《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

② 卢杉 . 全球首个！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在英国获批紧急使用 . (2021-01-26)[2022-06-17]. https://m.21jingji. com/article/20201202/
herald/3fdea6d20fada4d3d94732b0298c4a58.html.
③ Xinhua News Agency. Brazil’s Butantan Institute announces efficacy of China’s CoronaVac vaccine on Brazilian volunteers. (2021-01-26)
[2022-06-17]. https://www.msn.com/en-xl/news/other/brazils-butantan-institute-announces-efficacy-of-chinas-coronavac-vaccine-on-brazilianvolunteers/ar-BB1ce9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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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作，推动制造业开放创新。2017 年 11 月，英国商业、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在 2016 年版的 7 个战

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发布《工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

略基础上，增加了第 8 个战略“扩大公私合作伙伴关

英国》（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Britain Fit for the

[14]

。 2019 年 12 月，美国发

Future），强调英国必须保持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

布新版《联邦网络空间安全研发战略计划》（Federal

加强与世界特别是欧洲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广泛

Cybersecurit 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开展国际合作[19]。在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国企业投资方

Plan），针对稳健的网络安全研发，确定了联邦政

面，该战略提出支持顶尖科研院所、高校与世界顶级

府、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及商业部门的角色，确保各部

公司合作以提高其在英国研发活动比例等举措。

系，加速人工智能发展”

门内部和跨部门合作[15]。
欧盟聚焦微电子、绿色低碳等领域，通过设

2.3 持续推进制造业产学研深度融合

美国通过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强化产学研

立联合计划、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等强化合作。

合作，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 2013 年 1 月，美国发

2018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批准了法国、德国、意大

布《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设计》（ Nat ional

利、英国 4 个国家共同提出的“微电子联合研究和创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A Preliminary

新综合计划”（Join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ject

Design），投资 10 亿美元支持创建美国国家制造业创

In Microelectronics），在节能芯片、功率半导体、智

新网络（ NNMI ） [20] 。 2014 年 11 月，美国众议院通

能传感器、先进光学设备和复合材料等 5 个领域投

过了《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 2014》（Revitalize

资 17.5 亿欧元开展重点攻关 [16]。 2020 年 3 月，欧盟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 Act of 2014）的修

委员会发布的《新欧洲工业战略》（A New Industrial

订，开始实施“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着手建立制

Strategy for Europe）提出，通过建立清洁氢联盟、低碳

造业创新中心网络 [21]。截至 2019 年 10 月，美国已建

工业联盟、工业云和平台联盟、原材料联盟等，将投

成 14 家制造业创新研究所，涉及电力电子制造、材

资者与政府、机构和工业伙伴聚集在一起[17]。

料、能源和环境、数字化和自动化等领域，有效促进

2.2 加快推进统一开放市场体系建设

了产学研合作，推动了先进制造业开放创新[22]。

欧盟加快推进单一市场建设，构建开放公平的多

英国通过“弹射中心”（ Catapult Centers）计划

边贸易关系，推动制造业开放创新。 2020 年 3 月，

推动重点领域产学研合作，支持制造业开放创新。

《新欧洲工业战略》将单一市场作为欧洲工业转型

英国在《工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中指出，

的基础之一，并提出欧盟需要制定以竞争和开放市

政府在未来几年内应与企业、大学、研究人员和民间

场、世界领先的研究和技术，以及强大的单一市场为

合作。为推动新技术与市场有效对接， 2011 年 10 月

基础的欧洲产业政策。为加快推进欧盟单一市场建

起，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开始设立弹射项目，截

设，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更好地实施和执行单一市

至 2020 年 7 月，已建成 11 家“弹射中心”，聚焦高价

场规则的长期行动计划》（Long Term Action Plan for

值制造、近海可再生能源、交通系统等领域开展研发

Better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Single Market

和创新，且对所有企业开放[23]。

Rules），旨在强化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关系，确保共
[18]

同市场规则能够正确实施和执行 。
英国通过保持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强化国际合

2.4 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开放合作

欧洲主要国家不断强化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

开放合作。2017 年 3 月，法国未来工业联盟、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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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业 4.0”计划和德国“工业 4.0”应用平台就

化引领新技术发展。 2019 年，我国发布企业对标结

推进工业数字化三方合作达成共识，先后共同发布了

果 13 734 个，新签署标准化双边合作协议 11 个，新发

《共同行动计划——制造业数字化三方合作路线图》

布国家标准外文版 141 项[31]。③ 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

（Shared Action Plan: Roadmap for Trilateral Cooperation

强。2019 年 7 月 10 日，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

on Digitiz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24]

、《智能

导中心成立，为我国海外企业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提供

制造三方合作的巴黎宣言》（ Paris Declaration of

指导和协调。④ 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例

[25]

the Trilateral Group for Smart Manufacturing） 等一

如，2020 年全年，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

系列文件，不断深化在制造业数字化领域的合作。

资研发中心累计分别达到 771 家和 481 家，比 5 年前分

2016 年 3 月，德国《数字化战略 2025 》（ Dig ital

别增加 236 家和 85 家[32]。

Strategy 2025）明确提出加强与重要伙伴国家开展双边
[26]

合作，促进“工业 4.0”转型 。

（ 2 ）开放创新平台不断健全。① 建设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支撑制造业开放创新。自 2016 年工业和

日本加强与欧洲发达国家在物联网、“工业 4.0”

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推进制造

等领域合作，推动与亚洲新兴国家在数字化转型等方

业创新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33]以来，2020 年底已批

面合作。2017 年 3 月，日本和德国联合签署了《汉诺

准建设 17 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② 建设国家产业

威宣言》（Hannover Declaration），围绕网络安全、

创新中心，强化未来产业竞争力。国家产业创新中心

国际标准、国际监管改革、中小企业扶持等九大方

建设采取企业主导、院校协作、多元投资、成果分享

面，进一步深化物联网 / “工业 4.0 ”领域合作 [27]。日

的新模式，构建高效协作创新网络，提升战略产业竞

本《国际经济和贸易白皮书 2020 》（ White Paper on

争力。③ 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强化国家技术创新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2020）指出，日本必须

网络。领域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布局了国家高速列车

战略性地向亚洲新兴国家部署资金、人力、技术等资

技术创新中心、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等，综

源，并提出亚洲数字化转型计划，推动与新兴经济体

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布局了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

的公司合作创建新业务[28]。

心、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

3 中国制造业开放创新现状和问题

术创新中心等。④ 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发展。2021 年 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3.1 中国制造业开放创新现状

《关于公布 2020 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

（ 1 ）开放创新环境不断优化。① 外商投资和对

名单的通知》[34]，包括 15 家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

外贸易环境不断完善。 2020 年 8 月 12 日，国务院发

平台，新增 64 家特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和 48 个

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29]，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单位。

提出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服

（ 3 ）开放创新能力不断增强。① 制造业企业

务保障。2020 年 11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对

日益重视创新合作。根据《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

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30]，提出扩大高附加值

鉴 2020》[35]，2019 年通过创新合作实现产品或工艺创

产品出口，同时扩大咨询、研发设计等知识技术密集

新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量为 12 万家，与 2016 年

型服务进口。 ② 标准化水平稳步提升。 “十三五”

相比增加了 35.4% ； 2019 年开展创新合作的制造业

期间，我国不断推进标准化建设，推动产业技术标准

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为 23.4% ，比 2016 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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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8.7 个百分点。 ② 新产品出口规模不断上涨，技

传，以及人才生活服务保障力度仍然不够；在资本流动

术含量不断提高。2020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方面，企业跨境投资的金融、保险等服务缺失，海外投

新产品出口规模为 43 853.3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资面临的政治、汇兑限制、税收、战争等风险难以对

了 50.5%

[36]

。2019 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

冲；在技术流动方面，尖端技术有效需求不足与国外对

口比重为 30.8%，美国为 18.9%、英国为 23.5%、德国

华尖端技术出口管制趋严导致的有效技术供给不足并

为 16.4%④。

存；在数据流通方面，各类数据的定价、确权、交易和

（ 4 ）创新人才规模和素质不断提升。 中国人才
资源总量从 2010 年的 1.2 亿人增长到 2019 年的 2.2 亿

监管机制还不完善，数据跨境交易平台尚未建立，制约
了数据要素跨境流动。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从 5 550.4 万人增长到 7 839.8 万

（ 2 ）创新主体协同效能亟待提升。 国家产业创

人 [37]。 2020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

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

当量为 346 万人年，比 2015 年增长了 31.2%

[36]

。中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平台统筹布局、分工合作、系统推

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劳动者素质提

进、协同发展问题依然突出。具体表现在：① 平等合

升。2020 年全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13.8 年，

作、互惠共赢的协同创新价值理念和利益分配机制尚

比 2015 年提高 0.5 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

未形成；② 跨部门开放创新平台之间合作机制还不成

到 53.5%，比 2015 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38]。

熟，急需引导创新平台各类主体形成产业链与创新链

（5）开放创新压力不断加大。百年未有之大

融合发展模式；③ 面向战略产业的模块化开放创新平

变局正在重塑世界政治、科技、经济、社会、环境

台亟待完善，既要强化模块化平台内部开放创新平台

发展格局，主要经济体纷纷从保障国家或地区安

之间的协同创新，也要探索模块化平台之间的协同创

全角度出发，强化贸易、对外投资和技术出口管

新模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制，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国际技术合作与开

（ 3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亟待破局。 中国制造业

放创新。 2018 年 8 月，美国总统签发《出口管制改

开放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但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革法案》 [39] ，加强供应链安全产品和技术的管制。

的局面仍没有根本改变。2019 年，中国工程院对制造

2019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中战略前景》文

业 26 类代表性产业的产业链安全性评估的结果显示，

件 [40]，强调在国际采购、数字安全、国际投资等方面

我国在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

加强对我国的监管。2020 年 10 月开始实施的《欧盟外

芯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电

资审查框架法案》

[41]

，加大成员国对国际投资审查和

监管，以保证国家安全和欧盟整体利益。

3.2 中国制造业开放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创新要素流动机制亟待完善。我国制造业开

放创新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有效的人才、技

力装备产业的燃气轮机热部件等领域面临“卡脖子”
难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知识产权使用
费收支逆差为 292.3 亿美元，美国收支顺差为 733.6 亿
美元，德国顺差为 198.4 亿美元，日本顺差为 148.2 亿
美元⑤。

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流动机制和市场化配置体

（ 4 ）高端人才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亟待扩大。

系。在人才流动方面，海外人才引进政策与发展机会宣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高端人才有效需求不足，制

④ 世界银行 . [2022-02-01]. http://wdi.worldbank.org/table/5.13.
⑤ World Bank open data. [2022-06-17]. https://data.worldbank.org/?most_recent_year_desc=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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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金融业、房地产业

同设计、协同生产、协同服务、协同发展”总思路，

等行业。《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20》显示[42]，

坚持“开放合作、绿色低碳、价值共创、协同发展”

2019 年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小学及未上过学的比重

基本原则，顺应创新全球化、制造智能化、服务数字

为 11.8% ，初中和高中学历的比重为 70.9% ，大学专

化发展大势，以提升制造业开放创新能力为主线，以

科学历的比重为 10.7%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重

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提出推动制造业开放创新发展

为 6.6% 。金融业从业人员在上述 5 个学历类别的比重

的政策建议。

分别为 0.9% 、 28.9% 、 28.6% 、 41.7% ；房地产业分别

（ 1 ）加强协同研发体系与能力建设，提升制造

为 5.9% 、 55.2% 、 23.7% 、 15.2% 。 2019 年中国制造业

业技术供给能力。优化重点领域国家科研机构、国家

部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7.8 万元人民

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

币，低于全部行业的平均水平（9 万元人民币）。另一

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布局，发展龙头企业牵头、

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制造

高校与科研院所支撑、创新主体协同攻关的创新联合

业创新发展的协同研发、协同设计、协同生产、协同服

体。支持行业领军企业布局海外研发中心，鼓励跨国

务趋势明显，但高技能人才供给难以满足产业结构调整

公司、国际著名科研机构在华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加

需求。2022 年 4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2022 年

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制

第一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 个职业排

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设立制造业技术创新联合基

行，其中有 36 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职业⑥。

金，协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加

（ 5 ）全球合作创新网络亟待强化。 大国战略竞

强关键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

争领域拓展和一系列管制国际技术贸易乃至科技交流

工艺及相应的产业技术基础研究，提升制造业关键核

合作措施出台，对我国制造业国际技术合作和开放

心技术攻关能力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 2019 年，

（2）加强协同设计体系与能力建设，提升制造业

18.4% 的企业反映遇到过专利技术引进难的情况，

市场响应能力。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比 2018 年高 9.5 个百分点。 2019 年全球专利合作条

支持制造业企业、专业设计企业、国家和省级工业设

约（PCT）专利数量为 23.4 万件，有外国合作者的专

计研究院开展联合攻关与协同设计，突破设计领域关

利占比为 6.1% ；美国、英国、欧盟国家和中国分别

键核心技术。支持重点行业和战略领域原创设计和标

为 12.7%、23.7%、11.5% 和 6%⑦；中国申请发明专利

准化，形成一批高水平产业设计主体和专业化设计工

数量名列世界第一，但是向海外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

具，补齐重点领域设计短板，夯实设计理论、设计规

占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 6.7%，远低于德国（59.4%）、

范、设计标准、设计管理、设计验证等基础，提高工

日本（46.3%）、美国（45.6%）等主要发达国家。

业设计能力。建设一批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业设计公

4 中国制造业开放创新的政策建议

共服务平台，强化工业设计基础技术支撑与服务，提

创新有重要影响。中国专利调查表明

[43]

聚焦建设制造强国总目标，遵循“协同研发、协

高设计工具、设计标准、计量测试、检验检测等公共
服务水平。强化设计主体创新能力，激发协同设计与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 2022 年第一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 100 个职业排行 . (2022-04-27)[202206-20].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204/t20220427_445453.html.
⑦ OECD. FDI positions by industry BMD 4 : Inward and outward FDI by industry. [ 2022 - 06 - 20 ]. https://stats.oecd.org/Index.
aspx?QueryId=6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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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力，加快我国工业设计标准国际化进程，全面

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

提升制造业设计能力。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② 完善制造业对外投

（3）加强协同生产体系与能力建设，提升制造业

资管理服务体系。建立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

国际竞争能力。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

商会协会等协同对接机制，发展国际化商业咨询服

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推动中小企

务，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

业塑造专业化优势，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生产和产业

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知识产权保

链上中下游企业融通创新。实施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提

护等服务。③ 建设制造业开放创新示范区。发挥自贸

升工程，聚焦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生物医药、先进

区自贸港政策优势，共建共享开放创新服务平台，对

装备等战略性领域，开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开放

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实行税收优惠。④ 建设制造业

创新试点示范，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支

开放创新命运共同体。坚持“平等合作，互惠共赢”

持龙头企业构建全球生产和研发体系，建设一批境外

价值观，支持创新主体融入全球制造业创新网络，强

制造业合作园区。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

化创新主体协同，构建价值共创新模式，引领制造业

去，推动产业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工艺创新、

开放创新发展。

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品牌培育等高端环节延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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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present, the 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re accelerately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It is urgent to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pen cooperation, green and low carbon, value co-creation, and codevelopment”, promote open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key area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ope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study first summarizes the open innovation trend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econd, it analyzes major countries' policies in promoting open innov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r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open innovation is demonstrated.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open innovation as strengthening the co-R&D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improving th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upply
capacity, strengthening the co-design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enhancing the manufacturing market responsiveness, strengthening the
co-production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rengthe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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