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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自主创新能力是创新 型国 家建设 的根 本。我国 具备自 主 创新 的巨 大潜 力, 但某 些政 策的 不公

平,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创新潜力的开 发。政策的 公平与 完善, 将有助 于自主 创新能 力的培 养, 而营造 竞争
的社会环境氛围则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 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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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战略
性的主题。我国在推动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实践过

领域中国通信卫星的发射、 神舟 6 号 载人飞船的
成功返航、
到海洋探索领域 6000 米水下机器人 的

程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 对这些 问题进行科学 的分

研制, 还是从通信网络领域中国制造的世界最先进

析, 并据此实施针对性的改革举措, 则有助于推动自
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增强民族的竞争实力, 从而在国

的 04 程控交换机、
再到生物领域 两系法 育出的杂
交水稻
这些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

际舞台上赢得主动。

辉煌成就, 无一不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体现。

一、我国具备自主创新的巨大潜力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中国最
大的油泵油嘴制造企业了。20 世纪 90 年代末, 柴

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博士认为, 他一生最大的贡

油机喷油系统的技术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 即从传

献不是获得诺贝尔奖, 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
看法, 即 中国人不如外国人 的看法。已故科学家

统的机械式转向电子控制式。这个由国际主导商推
动的技术变革威胁到中国油泵油嘴工业的生存。中

王选也曾经说过: 最大的苦恼是大多数人不相信中

国最大的油泵油嘴制造企业

国的技术能够超过外国产品, 不相信淘汰铅字的历
史变革能由中国人独立完成。 [ 1] ( P16) 从杨振宁的 最

主开发新技术的信心, 为了 引进技术 而不得不接
受外国公司苛刻的合资条件, 同时以不能与合资企

大的贡献 到王选的 最大的苦恼 都说明了一个问

业产生竞争关系为由, 规定威孚公司永远不得进入

题, 那就是中国人缺乏的不是自主创新的能力, 而是
缺乏自主创新的信心。青岛海信集团面对芯片严重

欧 III 排放标准及其以上的产品领域。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 威孚进行合资的本来目的是为了引进电控

依赖进口的现状, 组织了一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团

喷油技术, 而合资的结果居然是使自己永远不能进

队, 并成立了 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所 努力攻关, 历经
多年的自主研发, 终于制造出了可以完全替代国际

入这个技术领域。与此相反, 处在同一个行业和同
一个城市的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面对同样的技术

同类产品的芯片, 并达到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例子

变革却走上了自主开发的道路。历经十年坚韧不拔

就是一个有力的实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取得了一系列诸如 两弹

的努力, 终于开发成功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控
高压共轨 喷射系 统, 从而 进入 产业化 阶段 [ 2] ( P172) 。

一星 、
杂交水稻、
高性能计算机、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两个企业的两条道路及其结局说明了自主创新能力

等令世人瞩目的重大科技成就, 国家的科技实力有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 无论是从航天

开发的重要作用。
再有, 被誉为 当代毕升 的王选, 他所领导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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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丧失了自

38
研团队, 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

试验发展) 经费以年均 10% 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

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 让中国印刷业告

在 2000 ~ 2004 年 5 年 间, R& D 经 费 年 均 增 长

别了铅与火, 迎来了光与电的时代, 被誉为 汉字印
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 让在中国延续千年的铅字印刷

21. 7% , 5 年累计达到 6 732 亿元。据 2005 年洛桑
全球竞争力年 鉴 显示, 2003 年我国 R& D 总支出

成为历史, 让 黑不溜秋的印刷 再次成为光荣的产

位居美、
日、德、
英、
法之后, 居世界第 6 位, 已超过加

业。之后, 他又相继提出并领导研制了大屏幕中文
报纸编排系统、彩色中文激光照排系统、
远程传版技

拿大、
韩国、意大利等国, 是俄罗斯的 3 倍, 印度的 5
[ 4]

术和新闻采编流程管理系统等。这些成果达到国际

倍,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高居第一 。
如此庞大的科研经费资源, 在配置方面却存在

先进水平, 在国内外得到迅速的推广应用, 使中国报

着严重的不平衡。这些科研经费 往往被部分学术

业技术和应用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王选院士是促
进科学技术成果向 生产力转化的 先驱者。他 提出

权威、 知名 科学家垄断, 而那些默默无闻的科研工
作者却很难申请到资金, 特别是有创造力的青年学

顶天立地 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 积极倡导技

者很难获得 雪中送炭 的机会。 [ 5] 由于经费资源分

术与市场的结合, 闯出了一条产、学、
研一体化的成
功道路, 使得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国内报业 99%

配政策的限制, 具有创新能力并在实践中做出突出

[ 3] ( P80)

的市场, 以及 80% 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

。

这些事实都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不容置 疑的事
实: 我国具备自主创新的巨大潜力。

二、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发展的原因破解
中国曾经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 70 年 代末的
20 年间, 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 自

贡献的普通工人、农民以及个体创业者却得不到任
何科研经费的资助。
河北省迁安县农民王宏君用了 13 年时间、自费
20 多万元, 于 1999 年在既无厂房、又无专业设备的
条件下, 在自己家里用铁锤一点一点地敲打, 成功地
造出了一辆水陆两栖汽车, 并在 2002 年 9 月参加南
京的国际汽车节。与此同时, 英国主流媒体发出了

力更生 为主的道路。今天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更

这样一条消息: 世界上第一辆耗资 2 700 万美元的
高速水陆两栖汽车于 9 月 3 日在伦敦亮相。它是英

多地起源于那个历史阶段。只要稍微观察一下中国

国吉布斯科技公司动用了 70 多名工程师, 花了 7 年

的核能、航天、航空、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
造船、
重型机械、
大型计算机等工业, 就会承认这个

时间研制而成的 。显然, 农民王宏君的创举为我

事实: 我国具备自主创新的巨大潜力。然而, 昔日的
辉煌成就却未能成为推动当今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发
展的动力, 这是为什么? 只要对一些事实现象进行
科学分析, 便可破解其中缘由, 从而为我们制定出促
进发展的相应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 一) 缺乏公平完善的政策机制
1. 科研经费的资源配置缺乏公平
一个和谐的社会, 其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 人们
的积极性、
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是众望所归。
因此, 强调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就显得
非常重要。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公平与效率并没有
能够很好地协调起来, 相反, 某些政策的导向和资源
的配置缺乏公平的现象还屡见不鲜。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自主创新的优良传统。中国
在古代曾经有过火药、
造纸、
印刷、
指南针这四大发
明的辉煌, 而当前却面临着总体创新能力较弱的尴
尬。目前, 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已有相当规模, 每年
都有超过 1 000 亿元的资金流向各种科研项目, 特
别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 R& D( 科学研究与

[ 6]

们民族赢得了荣誉, 令国际汽车行业的专家们惊叹!
然而他却不能得到国家一分钱的资助。这种科研经
费的资源配置显然缺乏公平, 从而也自然影响到民
族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效率。否则, 我国农民造出
的水陆两栖汽车会早英国好多年问世。
2. 政策扶持的导向有失公平
中国的制造业政策一度没有把培育自主产品开
发能力作为重点, 而始终把主要的政策目标放在 产
业集中度 和( 个别项目的) 规模上。这种产业政策
必然成为在位者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手段而封杀自
主开发企业的进入, 如汽车工业。无怪乎哈飞、吉利
和奇瑞都是曾经被限制进入轿车工业的企业。对进
入的限制变成了在位者的垄断, 因保护本国工业而
形成的畸形市场结构变成了垄断得以持续的条件,
而垄断则使中国重点企业丧失了自主开发的动力,
最终导致对外国产品技术难以摆脱的依赖。
以 高起点、
大批量、
专业化 为目标的汽车产业
政策逐渐形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重点和原则: 一个
以 规模 和 集中度 为原则, 保护在位者, 限制新进
入者; 另一个是通过合资引进产品技术并进行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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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零部件国产化。在限制进入和扼杀竞争的同时,

于决策的不公平导致社会的不公平, 社会的不公平

国家却从来没有以自主开发为目标对企业的技术学

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经济发展不平等就

习提出过要求, 甚至在引进外资和零部件国产化的
运动中听任自主开发平台的丧失。这样的规定从国

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资源浪费。我国的一
些理论工作者以其卓越的学识和锐利眼光, 结合事

家政策上就排除了对任何自主技术开发的鼓励, 而

实, 分析了我国如果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没有自主

把中国企业的技术来源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为单一地

开发的努力, 就会因缺乏技术能力而走向技术依赖,

从国外引进。于是, 虽然最后形成自主开发能力本
来是政策初衷, 但这样的政策规定反而把放弃自主

这就是形成 引进 落后 再引进 再落后 怪圈的
根本原因。合资企业与国内独资企业, 所受到的政

开发给合法化了 [ 2] ( P141) 。

策导向不一致, 产生的深远效果也不一致, 从而导致

中国汽车工业的主要企业走了 20 来年的合资
道路以后, 仍然无力开发新的车型, 因为合资企业只

前者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而后者却依靠自主创新反
而为民族赢得了荣誉。这种出乎政策导向初衷的结

是 引进 了外国企业的现成产品设计, 而自己从来

果值得我们决策部门深思。

就不进行产品开发, 所以 以市场换技术 的合资道

汽车产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 对国民经济的带

路并没有给中国企业带来产品开发能力。在 20 来
年中国工业发展的技术进步过程中, 最惨痛的教训

动作用无与伦比, 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中国是
世界上的人口大国, 不能不自主发展汽车产业。虽

就是以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为理由, 放弃和中断自

然中国汽车产业已经有 50 多年的历史了, 国家已经

主产品开发平台及其相应的技术学习过程。最典型

对汽车产业投资上千亿元, 并不少于国家对航天事

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从 1970 年开始研发的第一个干
线飞机 运 10 。1980 年试飞成功后, 运 10 项目

业的投资, 但是, 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丝毫没有
中国航天事业那样的辉煌[ 8] 。其根源就在于决策部

却在 引进技术 的大潮中于 1985 年下马。那以后

门所制定的产业政策保护了合资企业, 而限制了独

的 20 来年中, 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走上了一条组装外
国飞机的道路。由于放弃自主的产品开发平台和自

资企业。
在国家层次上实行自主创新的政策同样需要战

主开发的努力, 今天中国航空工业开发民用飞机的

略远见和坚定的政治意志, 其实质是能够清醒地认

技术能力不仅没有任何进步, 反而是全面的倒退和

识到自主创新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 并敢于

[ 2] ( P47)

萎缩
。这就说明了政策导向的不公平必然会
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从而影响到

根据这种利益进行决策。在过去若干年中所实行的
一系列不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是建立在有关技术发

我国自主创新的效率。

展的错误理论假设上的( 例如对技术和技术能力的

( 二) 二元政策限制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我们还以汽车工业为例。中国汽车工业 20 年

混淆) , 产生这些错误思维的客观原因之一是技术差
距。但是, 技术差距可以成为甘当附庸的理由, 也可

来之怪状已经是有目共睹。我国的一些理论工作者

以成为奋起追赶的动力, 所以技术差距没有成为阻

在重点调查了哈飞、
吉利和奇瑞等几家自主开发企

挡日本和韩国进行高强度技术学习的障碍, 但却不

业和部分合资企业后得出了结论: 受到长期保护和
支持的重点企业沉溺于合资模式, 不思进取; 而自主

幸地成为中国人放弃自主品牌和自主开发努力的托
词。这正是理论工作者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 也为

开发的企业不但得不到支持, 反而倍受压制。[ 2] ( P41)

增强民族创新能力制定新的激励政策找到了充实的

中国汽车工业的合资模式能够生存甚至能够赚钱的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汽车市场的特殊结构。中国政府

理论依据。
二元政策的导向不仅限制了汽车工业自主产品

长期以来严厉控制新建汽车项目, 禁止非定点的国

的开发, 在其他行业也可以看到其所产生的负面效

内企业进入汽车工业。对进入和竞争的限制使汽车

应。从国内的一些统计数据中也可以看出端倪。发

工业的在位者居于垄断者的地位。
我国制定的这种汽车工业政策显然属于二元决

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75% 靠技术进步, 25% 靠能源、
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 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主

策。 二元决策是一种典型的代价决策。在这样决

要行业的关键设备与核心技术大多依赖进口。近年

策过程中就出现以牺牲一部分资源或发展为代价而
成全另一部分的代价决策。[ 7] 由此可见, 二元政策

来中国出口强劲, 但出口商品中 90% 是贴牌产品。
在经济生活的实际层面, 中国虽然保持了 20 来年

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由

高速增长, 但是这个高速增长的后面, 是中国大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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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依赖外国技术, 在全球价值链中处在劳动密集
[ 2] ( P10)

加工的底端。

2002 年占全国出口 1/ 3 强的广

从自由竞争实现的低价优质服务的产品中获益, 社
会财富得到了公正的分配[ 9] 。

东省自主品牌的出口额, 仅占全省出口额的 3% , 上
海、
浙江自主品牌出口额所占比例也不到 10% 。据

韩国是从一个落后国家发展成为创新型国家的
成功范例。1962 年, 韩国人均 GDP 只有 82 美元,

有关资料显示, 截至 2004 年底, 我国境内共有彩电

与我国当时水平大体相当。到了 2005 年, 韩国达到

企业 68 家, 实际年产量达 7328. 8 万台, 中国已经成

12 000美元, 等于我国的 10 倍, 现在韩国人口只有
4 700万, 经 济总量却大致相当于我国的 40% 。在

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了。然而, 这七千多
万台电视机中所使用的核心视 频处理芯片均 为进
口。据商务部统计, 仅 2004 年上半年我国芯片进口
价值就高达 262 亿美元。2003 年, 我国芯片进口累
计 416. 7 亿美元, 贸易逆差 340 亿美元, 超过当年全

半导体、
汽车、
钢铁、
电子、
信息、通讯等众多领域, 韩
国都比我国起步晚, 但他们醒得早, 技术能力和国际
竞争力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在 1988 年的汉城奥运
会上, 日本推出了高清晰度电视, 并且向世界转播。

国进口 255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值。近两年来, 芯片

这是当时日本的独家技术, 日本很快制定自己的标

逆差年平均增幅达 60% , 芯片已超过飞机成为美国

准, 梦想这样可以一举占领世界新一代电视的市场。
但时过三年, 1991 年, 美国突然宣布了数字式高清

[ 1] ( P7)

对华第一大出口商品
。
如此巨大的逆差, 其根源就在于我们自主创新
的能力薄弱, 导致某些生产领域的科技发展水平较
低, 所创造的产品 质量在国际市场 上缺乏竞争力。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某些关键领域又不得不受
制于人, 花费巨额代价进口国外的高新技术产品来
维持生产实践和经济增长的需求。

晰度电视的标准。日本陷入被动, 因为日本的产品
是模拟式高清晰度电视, 是在现有的普通电视技术
基础上渐进的创新, 而美国的数字式高清晰度电视
是在原理上的重大创新, 得益于强大的原始创新能
力。这等于说, 日本的多年投资努力付之东流。由
此可见, 国家之间的经济、
科技竞争的焦点是科技自

( 三) 缺乏竞争导致自主创新能力难以获得持续
发展的动力

主创新能力, 并且已经前移到原始创新方面。所以,

任何能力的发展都必须以一定的内在动力为支
持。知识经济时代, 竞争是社会发展的主流。科技

专利, 三流企业卖技术, 四流企业卖产品, 五流企业
卖苦力。什么叫标准, 标准意味着完全的知识产权,

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
方面占据优势, 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我国

是产业链中利润最大最丰厚的部分 。
目前, 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0% , 美国、
日

汽车产业缺乏公平有效的竞争, 所以汽车产业也就

本仅为 5% 左右; 我国设备投资有 60% 以上要靠进

缺乏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 同时, 由于保护导致的垄
断会带来高额垄断利润, 从而使社会资本从生产效

口。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 我们不得不将每部国产

现在国际上的说法是, 一流企业卖标准, 二流企业卖

[ 10]

率高但利润率低于被保护产业的利润率的部门中转

手机售价的 20% 、
数控机床售价的 20% ~ 40% 拿出
来向国外支付专利费。更何况, 涉及国家安全和战

移出来, 投入被保护产业。这样, 社会资本被配置到

略需求的核心技术, 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来的。比

了低效率部门, 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社会生产力
水平下降, 经济的持续性增长无法实现。

如, 神舟六号 的逃逸塔, 被称为航天员的 生命之
塔 。对此, 美国进行了全面技术封锁, 俄罗斯开价

作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 汽车产

2500 万美元, 而且只 卖产品, 不 给技术[ 11] 。因此,

业政策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首先, 高度
保护性的产业政策不利于实现社会公正。近年来,

要避免依赖于人、受制于人, 提高竞争力, 就必须把
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工作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

小汽车产业的利润占机械行业的利润近六成, 被称

战略地位。形成竞争的环境氛围并积极参与竞争,

为带动中国 GDP 增长的支柱产业。但是这一高额

才是自主创新能力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利润是在政府保护性政策创造的不公平竞争当中通
过垄断获得的, 并且绝大多数留在该产业内部, 以该

三、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对策

产业工人的高额工资和高福利的形式出现, 广大消

面对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每一个生活在当代的

费者的利益没有得到体现。相比之下, 中国家电业
的市场化程度远高于汽车产业, 具备较强的国际竞

中国人, 都已经无法游离于创新的行列之外, 自主创

争力。海尔、
长虹等企业的利润率很低, 但整个民族

新将成为每个人都要走的中国路! 创新是民族的灵
魂, 是世界的趋势, 是企业的根基, 更应该是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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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方式。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 国家之间的竞

与创造的热情, 建立健全公平的政策扶持机制, 创设

争, 实质上就是各国、
各民族科技创新实力和尖端科

激励人们努力进取、
勇于创新的社会环境氛围, 才能

技产品的真正较量。
从 2006 年起, 中国要用 15 年时间建成创新型

真正激发起民族自主创新的意识, 彰显政府激励政
策的公平与完善, 从而让自主创新的社会实践行动

国家。这是一项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

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从根本上为增强我国自主创

变革, 呼唤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 呼唤在全社会

新能力奠定扎实的民众基础。

营造一种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建设创新型国家,
关键在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

( 二) 营造竞争的社会环境氛围是增强我国竞争
实力的动力源泉

不仅是一个实践中的政策主题, 而且是一个理论主

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能充分满足经济

题, 可能还将会是一个历史主题。促进我国自主创
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以民

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关键技术自主研
发比例低, 发明专利少, 科技成果转化滞后, 与美、

族已有的创新精神和技术水平为基础, 更需要政府

日、
韩等创新型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

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和改革举措作保障。而以下涉

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重只有美国的 37% 、日本的

及的两项举措则是首先应该提及的。
( 一) 政策的公平与完善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

32% 、
韩国的 38% 。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发的科学
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美国( 不包括工程师) 的 15% 、

力的根本

日本的 8% 、
韩国的 19%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只有

一项社会政策的制定, 既要考虑到效率, 又要考

美国的 21% 、
日本的 32% 、韩国的 76% 。高技术产

虑到公平, 在公平与效率之间, 政府的职能首先是要
维护公平。正如罗尔斯在 正义论 中所言: 某些法

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例只有美国的 61% 、日本的
66% 、
韩国的 53% 。每十万国民持有的有效专利数

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 只要他们不

只有美国的 0. 9% 、日本的 0. 5% 、
韩国的 2. 5% [ 14] 。

[ 12]

正义就必 须加以 改造和 废除。 改 革开放 30 年
来,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但在许多领域仍然缺乏

最近几十年来, 我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 一跃而
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但总体上依赖资金高投入、

核心竞争力。在汽车制造领域, 真正的国产轿车仅

资源高消耗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与欧美发达国家

占 10% ; 在医药研发领域, 97% 的化学药品 为仿制

相比, 我国每创造 1 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

药, 医疗器械设备大量依赖进口
我国的科技活
动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 科研院所, 企业被边缘化。

量是它们的 4~ 10 倍, 33 种主要产品的单位资源消
耗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 46% [ 4] 。牺牲子孙后代

而今天在国际上展现国家竞争实力的恰恰是企业,

的利益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这样的发展难以为继;

国际上有 6 万多家跨国企业, 控制了世界技术转移
的 90% 、
投资的 80% [ 13] 。由此可见, 企业自主创新

牺牲稀缺而宝贵的资源环境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
这样的代价过于高昂。在知识经济时代, 从经济资

能力的培育需要政策的公平为基础。唯有如此, 我

源角度来说, 知识经济就是以智力资源作为第一要

国自主 创新 能 力的 塑 造与 增强 才 能 产生 出 预 期

素资源配置的经济, 而智力资源最本质的特征就是

的效率。
激发全民族的自主创新意识, 增强自主创新能

创新能力。因为, 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和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力乃是当务之急。据此, 政府为实施国家的发展战

政策的公平与完善为调动全民的积极参与热情

略所制定的激励政策, 不仅仅要面向科研院所、
国家
事业单位, 还要考虑到如何面向全体公民。无论是

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但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则需
要通过营造竞争的社会环境氛围来逐步实现。因为

高等院校、
科研部门还是企事业单位; 无论是国营企

创新能力的强弱, 需要经过不断的竞争实战演习才

业还是民营企业; 也无论是普通工人、农民、自由职

能检验其真正实力, 而相应的社会环境氛围无疑是

业者或者是普通大、中学生等社会个体, 只要在技术
革新、
科技发明与创新创造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

在为培育民族自主创新能力搭建理想的平台。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宝库, 具

索, 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国家就要给予必要的奖励或

备自主创新的巨大潜力, 只要营造出鼓励竞争的社

科研经费的资助, 做到公平而又有创造性地配置和
使用科研经费资源。国家只有在宏观政策的调控方

会环境氛围, 便可使自身的创新潜力得以充分地挖
掘, 从而形成增强我国竞争实力的动力源泉。当国

面有新的突破, 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全体公民积极参

内某领域的关键技术需要进口才能满足生产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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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求时, 政府则可考虑在相关的科研院所、企

创造竞争的社会氛围, 并善于从全社会挖掘人力资

业单位实施技术联合攻关或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标竞

源宝库, 我们民族自主创新的能力必定会在这种良

争。通过经费援助、
合作与竞争同步展开等相关举
措实施技术攻关, 则有助于逐步找到问题的突破口。

性竞争的社会氛围中不断地发育而逐渐增强。

参考文献:
[ 1]

吴 甘 霖. 自 主 创 新 的 七 张 王 牌 [ M ] . 北 京: 机 械 工 业 出 版

[ 8]

社, 2006.

sohu . com/ 20060424/ n242968143. sht ml

[ 2]

路风. 走向自主创新[ M ]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9]

[ 3]

河北社会科学联合会. 光荣与耻辱[ M ]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

[ 10]

社, 2006.
[ 4]

ht t p: / / f inance. sina. com. cn/ review / 20060829/ 05562863759.

[ 11]

08

[ 12]

09

04.

周志平等. 高等院校在科 学教育中 的功能与 作用[ J ] . 河北 师
[ 美] 约翰

罗尔斯著, 何怀宏等译. 正义论[ M ] , 北京: 中国 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1.

29.

ht tt p: / / w w w . xici. net/ b 783069/ d52403268. ht m 31K 2007-

[ 13]

05- 30.
[ 7]

田建国. 培养创 新型人 才 建设 创新型 国家[ N ] . 济 南日 报,

范大学学报( 教育版) , 2007, ( 4) .

烽言. 公正、公平、透明的科研经费 管理体系何以建 立[ N ] . 北
京青年报, 2006

[ 6]

ht t p: / / w ww . s tu da. net / Pr of es sion/ 060822/ 08452670. ht ml

2007

sht ml
[ 5]

姚福泰. 中国汽车面对中国航天而脸红[ J/ OL ] . ht tp: / / b ook .

乾 泉. 塑造 自 主创 新 能力, 构 建创 新 管理 体 系 [ J/ O L ] . h tt p: / / blog. sina. com. cn/ s/ blog_3ec0e09d010006xy. h tm l.

童宏保. 基于 木桶原 理 的 教育决 策与政 策设计 [ J/ O L] . htt p: / / w w w. chinaval ue. net / art icl e/ 81344. ht ml .

[ 14]

赵永乐. 实施国家高层次 人才培养刻不 容缓[ N ] . 光明日 报,
2007- 04- 26.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autonomous creative competence
ZH OU Zhi ping 1 , NAN Yue- sheng 2 , L I L ing- y un 3 , CUI M eng- lo u1 , CAO H e- f ei1
( 1. Depart ment of Educat ion, S hijiazhuang College, Shijiazhu ang, H ebei 050035, China;
2. Sch ool of R es ou rces and Environm ent ,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S hijiazhuang, H ebei 050016, China;
3. H ebei D ail y N ew spaper A gen cy,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1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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