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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价值，只与可口可乐一个品牌的价 

值相当。目前我国高技术产品只占外贸 

产品的2％，我围许多外贸出[j产品是贴 

牌、无牌产品，有 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 

商标，有自主品牌的产品只有21％。尤其 

是民营企业的出El产品，具有完l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就更少。目前全球500种名 

牌产品中，中同只占4席，而在世界 100 

个名牌产品中，亚洲占有 l0席，其中13 

本7席，韩国3席，中国无。这种状况与 

我国是世界第三大市场的地位极不相 

称，必须尽快改变。 

自主创新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亦是其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 

节。笔者认为，民营企业完全能够成为自 

主创新的主体。无论在原始创新、再创新 

或是围际交流领域，民营企业的创新能 

力都不可小觑。当然，在实践中，民营企 

业若能正确把握以下几层内涵，将可以 

更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自主创新。 

(一)自主创新与自力更生。自力更 

生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四个现代化是 

买不来的”，这是一针见m的诤言。我闰 

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 

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日上，必须 

依靠自己原始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不能只靠别人，只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有一个牛动的例子很说明问题。我 

国几次进行铁路提速，但因火车的铁轮 

硬度不能承受．提速遭到限制。我们得知 

只有法国、日本等少数几个发达同家拥 

有这方面的技术，于是想向他们进口技 

术，谁知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只同意出 

口产品，不提供技术。后来，马鞍山钢铁 

公司科技人员刻苦研究，自主创新，终于 

造 了符合提速要求且造价要比国外低 

得多的火午轮。这说明只有奋发同强，自 

力更生，才能实现发展的跨越。 

无数事实表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 

强大的科技水平。没有自主创新的能力 ， 

也就不可能在国际交往中赢得主动，受 

到尊重，也不会有真正平等的交流和合 

作 ．在尖端高科技领域，在国防科技领 

域，在最前沿的科学技术领域，在涉及商 

业利益的高新技术领域，一般来说，是不 

会有人把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你的。虽 

然市场可以换技术，但真止的核心技术、 

战略技术是换不来的。自主创新才是技 

术进步的根本保证。民营企业必须了解 

这一点。以浙江传化集团为例，该企业在 

创业初期，曾有过科技创新方面的深刻 

教训：20年前，该企业花费一笔不小的费 

用买到了生产液体皂的核心技术——即 

只在加T中放一勺盐。传化集团以该耻 

辱为激励，积极进行科研攻关。1990年， 

在经过上千次试验后。自己研制出用于 

印染脱油的 “901”，结束了中国印染业 

长期进El脱油灵的历史。传化凭借该产 

品使销售额在当年突破 2000万元。核心 

技术带来的巨大成功，坚定了传化走自 

主创新的发展之路。现今传化已拥有国 

家火炬计划项 目2项，国家级重点新产 

品2个，科技成果通过省级技术鉴定国 

内领先 13项，国内先进 1项；传化品牌 

还荣登 “2005中国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 

50强”。传化的例子说明，民营企业开展 

原始创新是有广阔前景的。而杭州聚光 

科技有限公司的自主创新开展得更为有 

声有色。作为2002年才诞生的一家民营 

企业，由于研发成功全国唯一的半导体 

激光在线气体分析仪，并拥有2O多项专 

利，在半导体激光在线气体分析仪产品 

领域 ，聚光科技 占国内市场份额超过 

95％，产品远销美同、日本和欧洲市场。 

2005年，聚光科技的产值达8000万元， 

并与世界 500强之一的西门子公司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聚光科技的实践证明，通 

过原始创新，民营企业在参与全球化竞 

争中，可以告别 “亦步亦趋”的被动，赢 

得竞争的主动权和广大的发展空间。事 

宴证明。民营企业完全有能力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与站在巨人肩上。强调 

自主创新，并非都要求原始创新。鉴于我 

国目前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从数量而 

言，原始创新不可能占很大比重；从发达 

国家的经验上看，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原始 

创新在创新整体中占最大比重。对民营企 

业来说，受资会、项 目风险 、政府政策支 

持、人力资源等诸因素的制约，一味要求 

原始创新是不现实的。而民营企业的自主 

创新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 ，可 “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以现有的先进知识和 

经验为基础，丰富自身，完善自身，从而做 

到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在这方面， 

亦有国际上的成功先例，如日本、韩国就 

曾通过 述方式实现创新强国的。 

我国民营企业在再创新方面同样不 

乏成功的先例。早在上tf}纪90年代，上 

海联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与围外公司合 

作，引进先进的生物芯片技术。在消化国 

际先进技术的过程中，联丰如同站在巨 

人的肩头，看得更远。原来的动物电子标 

签，注射到动物体内，会在表皮和肌肉之 

间游离，给动物控制管理带来难度。联丰 

自主研发了一种胶原体，可以固定电子 

标签，这个小小的二次创新为企业赢得 

了国际市场的1，3份额。现在，经过联丰 

二次创新的动物电子标签，已经在宠物 

狗、牛、扬子鳄和大熊猫身上使用，该标 

签还赢得了国外客户的赞赏，甚至植人 

了美国消防员的体内。2003年，联丰获得 

了国际组织ICAR的认证，成为全亚洲仅 

有的 3家有权进行动物识别编码管理标 

签的生产商之一。还有一例 上海置信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从国外引进非晶合金变 

压器技术，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再次创 

新。从刚引进技术时的五六个品种，扩展 

到嘣大系列、五大类，拥有 13项国家专 

利，置信产品在上海的共和新路高架、中 

环线、东海大桥等地得到普遍使用。置信 

的二次创新惊动了围际市场．2003年美 

国通用总裁在上海参加 “财富论坛”时。 

赞叹置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 

联丰和置信的成功事例表明，民营企业 

进行再创新的潜力很大。 

(三)自主创新与国际交流合作。在 

创新领域．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很有必要。 

当前 ，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正趋于 

全球化，科学技术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 

经济竞争中的决定性 素，任何国家都 

不可能在封闭情况下实现本国的现代 

化，只有置身于国际开放的大系统中，才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我围作为发 

展中大国，经济和科技实力与发达围家 

相比，还是存在 小差距的。因此，扩大 

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博采 

众长，为我所用 ，是加快我国技术升级和 

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民营企 

、I 获得深层次发展的-·项重要手段。 

我围有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通过国 

际交流合作尝到了创新的甜头。如中恒 

兴业科技集团就凭借与海外知名公司合 

作的优势在国内数码市场稳占一席之 

地。该企、 与韩围两家数码技术研究所 

2006．05浙江经济 1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封 面 文 章 

联合成立科研机构进行技术攻关，研发 

出国内首款全彩超大屏掌上学习T具 

“情景学习王”和高科技产品MP4播放 

器 PMP303，倍受国内消费者的青睐。而 

上海华盛集团、上海新时达电气公司等 

民营企业则通过境外并购的方式，引进 

国外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 

运行机制，提升了本土公司的管理水平 

和技术水平。实践证明，国际交流合作也 

是提升民营企业竞争能力的良药，且自 

主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可以相互结合， 

从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冒险精神、市场意识、创新冲动是民 

营企业所具有的天然特性。民营企业注 

定将在自主创新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开 

辟新的天地。诚然，目前民营企业自主创 

新的力度薄弱，也并非一概归咎于民营 

企业惰于创新或盲目创新。在客观上，外 

在因素的制约，如融资难、税负不公、知 

识产权保护不力、人才缺乏等等，这些都 

给民营企业 自主创新造成很多困难。因 

此，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为民营企业 

的自主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府应为民营 

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支持 

民营企业 自主创新面临许多困难，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仅以下方面难题，就 

亟待政府支持。 

(一)缺乏正常畅通的融资渠道 ，是 

阻碍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浙 

江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沈颜新 

对此感受颇深。上世纪9O年代中期，在 

将中科院研发的纯天然防腐剂 “乳酸链 

球菌素”投人生产时，由于缺乏信贷支 

持，沈颜新只能通过变卖杭州加油站、上 

海面包房筹集资金，举步维艰。而 “中国 

第一光”的发明人林茂开发的高清晰度 

中天视力宝台灯 ，分别荣获 2003年全国 

发明金奖、2003年上海丁博会 “观众最 

喜爱的消费者奖”和 “2003年第十七届 

上海发明产品推广实施金奖”，产品还申 

请了专利并通过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的3c认证，但因民企难获得贷款，其高 

科技产品无法得到推广。 

沈颜新和林茂的烦恼 ，其实很多民 

营企业家在 自主创新过程中都遇到过。 

对此，笔者认为，民营企业是自主创新的 

主体，但不能成为创新的风险主体，政府 

应该为民营企业提供创新资金支持。现 

在，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重视这一问题。 

如江苏省在 2005年度划拨专项资金 1．3 

亿元扶持民营经济发展；而深圳市政府 

规定，对科技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企业 

研发经费在 100万元以上者，将视投入 

情况给予研发经费总量 10％一50％不等 

的财政补贴及无息贷款。不过这些补助 

细化到每个民营企业只是杯水车薪。因 

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现有的融 

资体制，扩大地方银行的信贷审批权限； 

同时，政府应允许并积极引导民间资金 

和海外资金设立专业化的中小商业银 

行．专门从事针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活动 

和资产管理活动；加快建立和健全针对 

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担保机构；逐步建 

立我国的风险投资体系，为民营企业自 

主创新提供多层次的融资渠道，等等。通 

过多头努力，缓解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 

融资压力。 

(二 )税负不公 。挫伤了民营企业自 

主创新的积极性。在增值税方面，民营企 

业若购进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其进项 

税额不得予以抵扣 ，而外资企业和国有 

企业则可以抵扣。存企业所得税方面，国 

有企业的技术开发费及技术改造投资购 

买国产设备可以部分抵扣，民营企业则 

不能。这种在所有制上税负的不公平，无 

形之巾增加了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成 

本，进而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解决税负不公问题．浙江省政府采 

取了一些措施。在2006年省政府一号文 

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父于鼓励支持和引 

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 

意见》中规定，允许非公有制企业发生的 

技术开发费可按规定据实扣除，其中技 

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10％以 

上(舍 10％)的盈利企业，对取得享受技 

术开发费加计扣除审核确认书的，还可 

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 

纳税所得额。原先，技术开发费的抵扣优 

惠只有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能享受。 

浙江省政府的此次规定，进一步放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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