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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科技政策演变的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 ①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相

互作用是贯穿科技政策的主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基础研究、重视产学研合作是科技政策长期关

注的重点; ②科技政策出现由“科技政策的单项指令”向“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配套发展”的演变趋势;

③科技政策逐步由“忽视发挥市场机制”向“注重发挥市场机制”转变; ④科技政策战略导向从引进、消化

吸收的模仿创新逐渐过渡到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科技政策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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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is the important program of action for innovation activities，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

hanc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fter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 technology de-
velopment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a's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Developing high-tech industries，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ooperation in industry，education and research are the key points of China's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in the long term. Secondly，China's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has evolved from a single instruction to the

multi-match of support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lent policy. The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developed from a single instruction to the multi-match combination. Thirdly，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 technolo-

gy policy presents a trend from government-l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led and market-regulation. Finally，the guide of China's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has transformed from imitation innovation by introducing，digesting and absorbing to integrated innovation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is getting opener and opener，and achieving the highly uniform of 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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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ent innovation and open innovation.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novation; Evolution

0 引言
科技政策作为引导、支持和调整科技活动的

工具和手段，对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激发

作用，世界各国历来都非常重视科技政策的制定

和修订。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

转变的新常态，创新驱动在经济增长中的功能愈

发显现，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

此过程中，科技政策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深深地根植于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土壤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尽管我国

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

是我们在很多领域依然取得了不菲的科技成果，

特别是航空航天、超级计算机、激光技术、量子

通信技术和高铁技术等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

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科技政策的引导、支持和激

励。鉴于此，有必要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政策

的发展演变，了解不同时期科技政策的制定背景

和着力点，分析科技政策演变走势，为科技政策

的制定、执行和修订提供相关借鉴和有益参考。

1 研究综述
科技政策属于公共管理的研究范畴，由于其

研究主 题 涉 及 政 治、经 济、科 技、文 化、法 律、
社会等多学科领域，跨学科特征尤为鲜明。目前

学术界对科技政策的概念界定较多，相对权威的

定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认为科技政策是

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强化其科技潜力，达成其综合

开发之目标和提高其地位而建立的组织、制度和

执行方向的总和［1］。科技政策作为一个国家或地

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该国或该地区

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科技政策涉及

的内容十分广泛，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往往有不同

的表述方式。在我国，科技政策主要是法律条文、
红头文件、重要讲话、决议、通知、计划、规划、
纲要、指南、条例、章程等存在形式。

当前关于科技政策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然

而，从演化视角分析科技政策发展的文献相对有

限。对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英国、
法国、德国、瑞典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政策

演变、对比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和作用［2－9］。有

关中国的科技政策的演化研究如下: 刘凤朝等基

于我国 289 项创新政策，实证分析了 1980—2005
年科技政策的历史演变路径［10］; 宋健阐述了 1978
年以来科技政策的演变［11］; 李正风回顾与反思了

60 年以来科技政策的变迁［12］; 黄云研究了新中国

成立后的科技思想及科技政策演变［13］; 郑建华探

讨了新时期科技政策演变的价值取向［14］; 金世斌

分析了科技政策的演进路径，并展望了今后的发

展趋势［15］; 徐?等基于政策相互作用视角，分析

了科技政策演变与创新绩效［16］; 李哲论述了科技

政策从“大胆吸收”到“创新驱动”的演变过程［17］;

郭琦梳理了国家科技创新政策演变过程，并评价

了其实施效果［18］。上述文献分别从不同视角研究

和分析了不同阶段科技政策的演变过程及走势，

但大多数研究的时间较早且跨度较短，尚未反映

出科技政策变化的最新动态。尤其是进入新时代

后，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科技政策，旨在推动

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在相

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科技政策演变

的清晰脉络，及时掌握科技政策的最新变化，了

解科技政策的未来走势和战略导向。

2 科技政策的发展演化阶段划分及其
特点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科技政策先后经历了

重建、系统发展、调整和提升四个发展阶段，每

个阶段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都有其所在的社会政治

经济背景，而且科技政策的关注点和战略导向也

有所区别。
2. 1 第一阶段 ( 1978—1985 年) : 重建阶段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

开，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当年召开了全

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次会议是新

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大会。大

会明确提出: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

化”，重审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廓

清了科技发展战略方针上的一系列认识。在此期

间，先后颁布的科技政策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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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奖励条例》 ( 1978 年) 、《1978—1985 全国科技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 ( 1978) 、《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

展方针的汇报纲要》 ( 1981) 、《中共中央关于科学

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 1985) 。需要重点提及的

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重点对科技管理体制、科技拨款制度、国家

重点项目管理、科研机构的组织结构等方面加以

改革，并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

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这为

改革开放科技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这一阶段出台的相关科技政策是对新中国成

立以来科学体系的恢复与重建，开启了科学技术

发展的新时代。然而，由于该阶段我国依然实行

计划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运行还存在许多问题，

例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比较突出、科

技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不高、科技管理体制

比较僵化。
2. 2 第二阶段 ( 1986—1994 年) : 系统发展阶段

为了有效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打

破僵化的科技管理体制，解决科技创新与经济发

展的脱节问题，引领科学技术向系统化的方向发

展。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我国先后出

台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 简称“863 计

划”) 》 ( 1986)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技 术 合 同 法》
( 1986) 、科学技术白皮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

南》 ( 1986)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

革的若干规定》 ( 1987) 、《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议》 ( 1988) 、《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发展十年 规 划 和“八 五”计 划 纲 要》
( 199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法》
( 1993) 、《中国 21 世纪议程》 ( 1994) 。这些政策

的制定和出台促进了科技政策的系统发展，不断

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在此期间，值得关

注的 还 有 “星 火 计 划” ( 1986) 、“火 炬 计 划”
( 1988) 和“攀登计划” ( 1991) 。“星火计划” ( 全

称为“中国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计

划”) 旨在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村经济，普及科学

技术、带动农民致富，它是政府批准实施的第一

个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计划; “火炬

计划”是一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目

的是充分发挥科技力量的优势，推动高新技术成

果商品化以及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攀登计划”是

为了加强基础性研究而制定的一项国家基础性研

究重大项目计划，它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和科学

发展的趋势，由国家组织，对具有全局性和带动

性的重要项目开展研究工作。“星火计划”“火炬计

划”和“攀登计划”分别从不同领域和侧重点对科技

发展进行战略部署，对我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
这一阶段，中国正好处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

经济的过渡时期，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提出科学技

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19］。
科技政策的市场导向明显，引入竞争机制，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实行“国家主导、市场

引导”的科技体制模式，推动科学技术稳步而系统

地向前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刚刚

建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尚需要一个过

程，经济体系和科技体系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

系统中，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不理想，科技创新效率低

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创新的动力。
2. 3 第三阶段 ( 1995—2005 年) : 调整阶段

1995 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并颁布了《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同时提

出“科教兴国”战略，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

育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把经济建设转移

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继

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同时，

为了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1995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启动“211 工程”。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把“科教兴国”确定为国家

发展战略。1998 年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

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被称

为“985 工程”。“211 工程”和“985 工程”的建设，

对我国高等院校学科体系发展和科研能力提升都起

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阶段，先后出台的科技政策主要有: 《关

于“九五”期间深化 科 学 技 术 体 制 改 革 的 决 定》
( 1996)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 1996) 、《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

系》 ( 1997)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 简称

“973 计划”) 》 ( 1997) 、《关于设立中外合资研究

开发机构、中外合作研究开发机构的暂行办法》
( 199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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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 1999) 、《关于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 ( 1999) 、《关于外

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有关问题的通知》 ( 2000 ) 、
《科 研 条 件 建 设 “十 五”发 展 纲 要》 ( 2001 ) 、
《2004—2010 年国家科技奖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

要》 ( 2004) 。从上述颁布的科技政策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我国开始注重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尤

其注重发挥高等学校在创新体系中的功能，促进

科技创新产出，不断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增

强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水平。这些科技政策的制定，

推动了科技进步及创新体系中创新主体之间的联

系和互动，科技法律法规体系日臻完善，科技政

策越来越开放，科教兴国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

这一时期科技人才缺乏，尤其是在关键科技领域

中的拔尖人才短缺，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发展中的

短板。此外，科技政策中激发和鼓励原始创新机

制缺乏，在重大技术发明和重大科学发现方面的

表现尤其突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2. 4 第四阶段 ( 2006—2018 年) : 提升阶段

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

术大会，出台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 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同时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2020) 》，确立了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

指导方针，并提出在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的目标定位。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

的战略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2012 年全

国科学技术大会发布《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

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决定》，指出科技体制改革

要紧密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这一宏伟目标。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科技创新

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地位。2015 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发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坚持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以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为目标，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促进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营造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市场和

社会环境，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与潜

力，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创新

型国家建设步伐。

国家为了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创新体系中的

作用和功能，教育部联合中组部和财政部启动了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 简称“珠峰

计划”) ，这是为了回应“钱学森之问”而推出的一

项人才培养计划，旨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学术大师。
2012 年，教育部开启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

划 ( 也称“2011 计划”) ，它是继“211 工程”“985
工程”之后，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

重大战略举措，“2011 计划”旨在推动知识创新、
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的战略融合，对我国创新体

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意义重大。
在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

提升，科技政策更加开放、精准，更加注重自主

创新，瞄准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沿阵地。然而，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

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依然薄弱，企业在区域创新

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高端科技

人才十分匮乏。在全球化时代，要想在国际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建设，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最终实现自主

创新和开放创新的有机统一。

3 不同视角下科技政策演化趋势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科技政策的演变和发展，

在演化阶段划分的基础上，还需要从不同角度出

发，深入分析科技政策的演化趋势。

3. 1 基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的视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为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描绘了阶段性蓝图，历次规划纲要中涉及

的有关科技政策的内容也可以反映和折射出科技

政策的演变过程。从“八五”规划纲要到“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涉及科技政策的重点内容可以发现，

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相互推动是贯穿我国科技政

策的主线，科技政策中强调高新技术发展和基础

研究并重，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发展。
同时，注重产学研合作和一体化建设，让企业成

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只是这一提法在不同阶段存

在不同的表述方式 ( 见表 1) 。这一阶段关于产学

研的政策内涵和外延都逐渐扩展，政策也在不断

升级，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合作”调整

为“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再过渡到“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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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络以及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的科技政策重点

历次规划纲要 涉及科技政策方面的重点内容

八五
科学技术的发展继续贯彻“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通过改革，
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科研、引进、创新、推广和应用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新机制，使之同经济发
展相适应。稳定和完善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抓紧制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九五

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要统筹规划。一是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 二是积极发展高技术及其
产业; 三是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瞄准世界科学前沿，重点攻关，力争在我国具有优势的领域中有重
大突破。加强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推动科研院所进入大型企业集团，鼓励
企业自办技术开发中心，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

十五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力争在主要领域跟住世界
先进水平，缩小差距; 在有相对优势的部分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局部可跨越领域，实现突破。
有重点地发展高技术产业，实现局部领域的突破和跨越式发展，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鼓励并引导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推动企业成为技术
进步和创新的主体

十一五

建设科技支撑体系，全面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整合研究实验体系，建设若干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基地。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整合科技资源，合理
配置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力量，促进科研机构、大学、企业间科研人员的合理
流动与合作，构建科技资源共享机制

十二五

加强军民科技资源集成融合，强化基础性、前沿性技术和共性技术研究平台建设，推进各具特色的区
域创新体系建设，鼓励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深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评价奖励制度。
重点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增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动力，鼓励大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发挥
企业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强化支持企业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财税金融政
策，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开放共享，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培
育和发展创业风险投资

十三五

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明确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
网络。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
业发展，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开放科研基础设施和创新资源。引导创新要素
聚集流动，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

3. 2 基于制度厚度的视角

在经济地理的制度转向中，“制度厚度”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多面性的概念，目前

也存在一些争议［20］。科技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其

政策的宽泛程度可以作为制度厚薄的重要衡量标

尺。纵观改革开放 40 年来科技政策的演变，我国

科技政策呈现出由单项指令向多元组合配套发展

的趋势。考察改革开放 40 多年间我国出台的相关

科技政策可以发现，早期的科技政策偏重于创新

和产业本身，这些政策当时主要是单项支持科技

计划的实施和执行，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和延续性

不强; 中期的科技政策虽然也以创新政策和产业

政策为主，但开始出现相关的税收、财政和金融

政策与之相配套; 后期的科技政策则呈现科技政

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
人才政策等相互衔接，形成创新体系，共同推动

科技创新发展。例如，在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

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重点对科技管理体

制、国家重点项目管理、科研机构的组织结构等

方面进行改革，改革本质还是关注科技体制自身。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强化支持企业创新和科

研成果产业化的财税金融政策，加大政府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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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投入，培育和发展创业风险投资，促进科

技和金融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支持

企业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财税金融政策，加

大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和开放共享，培育和发展创业风险投资，

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2015 年国务院出台了《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科

技和金融结合机制，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建立

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创新机制，构建多元化融资

渠道，支持符合创新特点的结构性、复合性金融

产品开发，完善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形成各类

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创新发展的良好局面。汇聚全

球创新人才，实行更加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将

人才政策与科技政策有机配套和实施。总之，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政策演化的制度厚度层面

来看，呈现出由“单项的科技政策”向“科技政策

与经济政策配套发展”趋势演变，制度演化呈现由

“薄”到“厚”的发展过程。

3. 3 基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视角

政府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同阶段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政府和市场在科技资源的

配置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府和市场也会存

在失灵的现象，因此在政策演变过程中如何有效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定位好各自的角色，

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这一点尤为关键。就

科技资源配置而言，政府和市场扮演着不同角色。
政府是科技政策的制定者和创新环境的营造者，

科技政策的制定不能脱离市场规律，政策的着力

点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

作用。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因此，科技

政策也被打上了“由计划到市场”转型的时代烙印。
对于早期的科技政策，政府的计划色彩比较浓厚，

很多科技政策较少考虑市场的因素。但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后期的科技政策逐渐

显现出“市场”的力量，科技政策呈现出由“忽视

发挥市场机制”向“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转变趋

势。当然，这一政策转型与科技政策的单项指令

向多项配套转型是一脉相承的，市场和计划相互

配套发展的科技政策正是顺应当今世界科技和经

济发展潮流的产物。

3. 4 基于创新模式的视角

就创新模式而言，可以大致划分为模仿创新、
集成创新以及自主创新等模式。改革开放后，为了

借助外资来推动我国科技发展，根据国家提出的有

关战略指导方针，我国积极鼓励跨国公司及其境外

组织来华设立研发机构，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国内

企业、科研院所及高等学校开展研发合作［21］。1997
年 9 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设立中

外合资研究开发机构、中外合作研究开发机构的暂

行办法》; 2000 年 4 月，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颁布了《关于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有关问题的通

知》，这些政策都明确规定并给予外商研发机构更多

的税收、土地、外汇管理、财政资助和奖励制度等

优惠政策。此后，我国不断吸引外资在华研发投资，

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开展研发活动。
2006 年 1 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

要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扩大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

科技交流合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鼓励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与海外研究开发机构建立联合实验

室或研究开发中心，既要支持我国企业在海外设立

研究开发机构或产业化基地，也要鼓励跨国公司在

华设立研究开发机构。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

确指出，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创新利用外资方式，

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从以上出台的相关吸引外资的政策可以

看出，在全球化时代，我国对待外商研发投资的态

度越来越开放，不仅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

构，而且积极鼓励本土创新主体到海外设立研发机

构，推动区域创新系统嵌入全球创新网络。
2006 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

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建设创新型

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

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同年，又颁布了《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2020) 》，

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由此反映出这一阶段

科技政策的战略性转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

国的自主创新战略绝不同于封闭的自力更生，更

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充分利用外部创新资

源，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但在关键领域的核

心技术方面，必须依靠本土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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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突破和实现。
2016 年，国家出台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对未来五年科技创新做了统筹规划和战

略布局，提出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

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它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细化和落实，为我国科技创

新发展描绘出宏伟蓝图。

4 结论与展望
基于上述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科技政策的演变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相

互作用是贯穿我国科技政策的主线，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注重基础研究、重视产学研合作是科技政策

长期关注的重点; ②科技政策出现由“科技政策的

单项指令”向“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配套发展”的演

变趋势，科技政策由单项指导向多元配套组合的方

向发展; ③科技政策呈现由“忽视发挥市场机制”向

“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转变趋势; ④科技政策的战

略导向从引进、消化吸收的模仿创新过渡到集成创

新和自主创新，科技政策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不同历史时期的科技政策是在当时特定的社

会经济条件下出台的，主要针对当时社会经济发

展的客观需求和国际环境，时代性较强。随着时

间的发展变化，当时制定的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后

续发展变化，需要对原来的政策进行补充、调整

和修订，这也是顺应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潮流。
在当今科技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

技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速度和规模超过

以往任何时候，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更加频繁，

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竞争日益表现在科技创新能力

方面。今后的科技政策制定、调整和修改都要紧

紧把握住时代脉搏，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要》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指引下，

根据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新动态和趋势，

围绕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切实制定出符

合我国实际需求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科技政策，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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