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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经济学:基于新中国７０年发展的研究

武常岐　刘小溪　涂　政

摘要:跨国技术转移在过去７０年里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梳

理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国技术转移的政策与实践,本文将７０年来跨国技术转移的过程划分为五

个阶段,对各个阶段发展的时代背景、模式特征、重点政策和主要成就进行回顾,进而讨论７０年来我国跨

国技术转移实践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最后探讨了新时代跨国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保护、跨国技术转移与

自主创新问题.
关键词:跨国技术转移;技术引进;科技政策

DOI:１０．１９８３６/j．cnki．３７ １１００/c．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７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７０年,是我国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飞速发展的７０年,是技术进步不断深化、前
进的７０年.７０年来,我国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产业技术水平日益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走向更高的对外开放水平① .以国务院２０１７年４４号文发布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为标

志,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正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速技术转移载体全球化布局,
实现对全球技术资源的整合利用,拓展跨国技术转移成为促进创新的重要渠道之一.在７０年发展历

程中,我国跨国技术转移的实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适应了不同时期我国工业化与创新发展的要

求.跨国技术转移不仅受国际环境、全球技术和对外关系的影响,更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政

策、科技水平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息息相关.不同阶段对应技术转移不同的方式和对象,呈现出不同的

特征和能力需求.
关于跨国技术转移的研究覆盖了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但经济学的逻辑

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经济学研究尝试从不同的视角解释跨国技术转移现象.例如,日本学者赤

松要提出“雁行理论”② ,论证了后进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学习先进国家技术和经验实现后来居

上的可能性,并特别指出,在赶超发展目标的指导之下,技术后进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发展和发挥

自己的竞争优势.１９６６年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③ ,将技术转移描述成为产品向下

一个生命周期阶段升级时常有的对外发展策略.１９７９年,日本学者斋藤优提出了技术的生命周期理

论④ ,将拥有技术优势企业划分为的出口商品、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三种对外战略有机联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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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纯粹的跨国技术转移会产生高额的有形和无形交易成本,国际经济学和跨国公司经济学往

往集中在对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研究,而忽视了跨国技术转移的内容和形式及其对经济发展的

作用.而事实上各个国家的政策与实践都显示,技术在国家间与企业间的传播和转移是嵌入国际贸

易与跨国投资之中的核心要素.
技术转移现象不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独有的,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为分析跨国技术转

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情境.关于我国跨国技术转移的政策与实践,现有研究多集

中在新中国早期的技术引进行为和技术在国内各研究单位之间的流动转移,而对于跨国技术转移的

政策与实践缺乏系统总结和分析.为了研究不同环境下跨国技术转移的政策与实践,本文将新中国

７０年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基于各阶段的政策和实践进行回顾与评述,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

总结经验与教训,为进一步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我国跨国技术转移发展

(一)技术援助期(１９４９ １９６３)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发展百业待兴.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急需快速提高工业发展

水平,将工业化作为摆脱贫困、保持政治与经济独立的基本保证.面临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新

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巨大的事实,通过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实现追赶,是新中国成立初

期发展必要的选择.
这一时期,跨国技术转移以国家指导下的技术引进为主,在中央统一计划、统一指导、统一对外的

情况之下开展,技术引进实践与国家对外外交政策和对内经济计划密切相关.１９５０年２月,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使新中国工业建设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技术与物资支持,揭开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的序幕.“一五”期间的“１５６项工程”,更是掀起了第一波技术引进的高潮,主要聚焦于煤炭、电力等

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材料工业和国防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５６项”工程就开工

了１４７项,建成投产８６项,“二五”期间建成投产６３项①.
当时,通过引进成套设备来实现技术转移几乎是唯一的方式.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技术引进项

目中,成套设备占８９３％,单项设备与生产线占９７％,而技术资料、图纸与技术合作仅占１％②.这

种引进方式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没有现代工业的状况是相适应的.
新中国技术引进工作的历史,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同步开始的.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活

动,中国搭建了初步工业化的部门经济框架,奠定了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来自苏联

与东欧国家的援助,帮助新中国培养了一支设计、科研和生产的技术骨干队伍,改善了新中国的工业

布局.
(二)设备引进期(１９６４ １９７７)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随着１９６３年的中苏公开论战,苏联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全面停

止.面临美国的持续封锁,国家领导人亲自部署指导成立新技术领导小组,加强对技术引进工作的领

导,技术转移工作进入设备引进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国家开始拓宽跨国技术转移的新渠道与方式,从日本和西欧引进部分成套设备

与技术.这一时期,技术转移的方式由５０年代单向的经济援助为主,转为“贸易式”的设备引进,跨国

技术转移问题开始与贸易和外汇相结合.１９６３年６月,我国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取延期付款方式

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初步打开了进口成套设备的局面.１９６３ １９６８年间,中国先后与日本、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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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国、意大利等１１个国家签订了７９项工程合同,使用３亿美元外汇(占当时引进项目的９０％),
与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签订项目２６００万美元.进口成套设备依然是最主要的方式,按照合同金

额计,１９６３１９６８年间,进口成套设备占９６６％,单项设备占２６％,引进技术合同仅占０８％①.在技

术转移的内容方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引进重工业为主的导向,这一时期首先争取从资本主义

国家进口化学纤维、化学肥料和石油裂解的成套制造设备.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建立我国石油

化学工业的基础,并逐步解决迫切的“吃、穿、用”问题.６０年代的技术转移,有效地填补了行业空白,
增加了国家在尼龙纺织、合成纤维、化工基本原料、合成塑料、合成橡胶、半导体方面的生产能力.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跨国技术转移工作,符合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农业、轻纺工业和市场日用品

工业发展的需要.总的来说,６０年代的技术转移整体规模较小、发展有限,尤其是后来受十年动乱的

影响,发展迟缓,仅有三分之一(按金额计)的引进项目将合同执行完毕.但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工作

意义重大,它是我国技术引进由单纯面向苏联,向面向西方、面向世界的转变,为７０年代的引进和后

来的改革开放做了初步准备.此外,在１９６４年第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技术转移(Transfer
ofTechnology)首次被作为一种解决南北发展问题的途径而被提出,跨国技术转移问题逐渐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讨论.
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尤其是中美外交关系的缓和,带动西方发达国家纷

纷与中国建交,国家在跨国技术转移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技术引进和进口设备引进得到恢复发

展.在跨国技术转移的方式上,延续６０年代通过合同引进的做法,７０年代我国先后从日本、联邦德

国、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瑞典、瑞士等引进技术、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成交项目１５００项,总金额约

１１８亿美元.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技术转移合同,如１９７１年引进电站设备、１９７２年«关
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装备的报告»«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等,特别是１９７３
年«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四三方案”),计划在３至５年内引进价值４３亿

美元的成套设备,这是继引进苏联援助“１５６项工程”后我国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不仅如此,在
“四三方案”引进设备的基础上,国家开始更多地考虑引进后的改进探索,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

资约２００亿元,共兴建了２７个大型工业项目,为８０年代的经济腾飞提供了物质条件.７０年代的技术

转移仍然以进口成套设备为主,但是也开始探索一些国际通用的灵活方式,如以产品净销售额提成方

式支付专有技术费用,进行合作生产与开发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跨国技术转移工作技术引进规模大,重点突出,技术较为先进成熟,自动化程度

较高.同时,在技术转移合同的推动下,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有了突破性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引进经

验不足、大型项目过于集中、年度计划不平衡、重复进口等问题.如这一阶段引进了１３套大型化肥生

产设备,但仍没有掌握设备制造技术.
(三)引进吸收期(１９７８ ２０００)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跨国技术转移发展迅速,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跨国技术

引进最密集和活跃的阶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

础,国家广泛开展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与数十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技术经济合作的协定.技术

转移行为开始实现大规模、全方位发展,产业重点放在了能源、交通、邮电通信、原材料工业等方面,改
善了落后的基础产业.与此同时,科技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第

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我国第一部有关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涉外经济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为了促进和管理跨国技术转移工作,国家分别在１９８０年«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

争的暂行规定»中明确了技术的有偿转让,在１９８４年«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改进技术进步工作的若干

暂行规定»中明确了下放技术引进项目的审批权限并提供贷款支持.此外,１９８２年确定了“经济建设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１９８５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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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决定»等明确了“开放技术市场,实行科技成果商品化”,进一步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论断,这为改革开放后的跨国技术转移注入了根本动力.
改革开放后,技术转移的实施主体发生了变化,企业不仅在对外经济往来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更是在跨国技术转移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而不再是仅仅局限于政府整体调控和计划

之下的接受.这一时期诞生了最早期一批通过消化吸收先进科学技术而取得竞争优势的企业.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上海汽车与德国大众成立中国汽车产业最早的合资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同时需要

注意的是,在当时以国家为主导的科研创新体制之下,全国仅有约２５％的科技人员来自企业,企业科

研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仅占比３０％,企业自身拥有的科研人员与科研经费有限,与其他科研单位的

交流有限,这使得企业虽然在技术转移中拥有更多主动权,但开展自主研发与科技创新仍显力不

从心.
从技术转移的方式来看,虽然这一时期成套设备引进和“交钥匙工程”仍然占较大比重,但多样化

的引进方式已逐渐出现,技术转移合作方拓展到了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１９７９年«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的颁布,国家开始允许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根据对外经贸部的资料,截至１９８８年９月,改
革开放１０年来我国已吸引了将近２５０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此外,补偿贸易、跨国合作生产、出口

信贷、租赁等方式也逐渐出现,多种跨国技术转移方式并举,经济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在技术转移的内容上,企业越来越注重对于关键设备及制造工艺和科学技术本身的引进.从技

术引进的结构来看,引进成套设备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分别占比９０％和９７％,而该指标在１９７１ １９７８
年减少至８４％,引进单项设备上升至１１％①.这一时期还促进了“纯技术”的转移,自１９７５年首次引

入软件技术后,１９８１首次引入了技术服务咨询项目.改革开放不仅为“纯技术”的转移打开了一扇门,
还让中国企业在学习“软实力”上开始了最初的探索,第一次有意识地引入西方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管

理系统.
同时,国家对技术转移的管理工作也随之加强.由于技术转移涉及计划、生产、专利、技术、金融、

海关、商检、法律等各个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政策与规范,如１９８１年的«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

工作暂行条例»、１９８５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１９８７年的«技术引进合同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等.１９８９年,国家计委还确定建立全国性技术引进项目管理系统.管理体系的建立和

完善让改革开放后跨国技术转移的行为得到引导和规范.
新中国成立初的３０年的发展经验让我们逐渐意识到,“引进”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通过“消化

吸收”学习先进技术,真正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与技术能力,避免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

后”的怪圈.技术转移是双方行为,不仅需要有转让方发达技术的引入,同时也需要接收方具备一定

的吸收能力以及与自身生产要素相结合.１９８６年,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了«关
于推进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若干规定»,正式提出了“引进－消化－吸收”的方针.在这一时期,技术

转移开始更多地与改造企业现有技术结合.仅１９７９ １９８８年,用于改造现有技术的外汇就有１５０多

亿美元,占同时期技术引进使用外汇的５５％,２万多成交项目覆盖了全国２６个行业,跨国技术转移逐

渐走向提高自身生产效率的道路.
改革开放为跨国技术转移工作打开了发展的新局面,通过积极发展跨国技术引进与合作,国内市

场增加了有效供给,促进了对外贸易,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使国内企业加快了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
还促进了科研事业与新兴产业发展,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但是这一时期的技术转移工作,仍然存在

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不足、与国内科研结合不够等问题.
(四)全面开放期(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跨国技术转移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跨国技术转移的特

征和行为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技术的国际流动日趋明显,企业想要取得行业竞争和技术发展的领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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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就必须有效地协调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活动.２００１年,国家相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

例»,颁布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
等,进一步理顺了外商来华投资的体制机制.

从技术转移主体上看,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逐渐确立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引

进理念,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跨国技术转移的主力军.从转移方式来说,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跨

国技术转移的主要渠道.同时,国际技术创新要素的流动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

中心,研发活动国际化促进了技术在中国的扩散,更加便利了中国企业吸收学习先进技术.中国最早

的国外技术研发机构诞生于９０年代末,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研发投

资.２００１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全球５００强跨国公司中,有４００家企业在华设立各类研发中心

超过１００个,投资项目超过２０００个,包括微软、杜邦、通用汽车、西门子、摩托罗拉等行业领军企业.
中国不再仅被作为目标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方,而是被视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更重

要的是,在华研发中心为我国获取企业专有技术提供了机会.２００１年,我国专有技术的许可费用及转

让费用达１２．８亿美元,占对外支付技术费用的１４％,并且当年超出了专利技术的许可转让费用.
然而,对于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实现在此基础上的“再创新”才能为

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贸易规则上逐渐与国际接轨,２０００年已

经修改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法»中对外资企业转移技术的要求,淘汰过去“以市场换技术”的思

路.国内企业也在不断转换思路,提高主动性,在与他国企业的合作中吸收学习,加大研发投入,提高

技术能力,进行“再创新”.入世后五年内,２００２年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为３７２．５亿元,经
过波动升降,２００６年为３２０．４亿元,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则由２００２年的２５．７亿元持续增长至２００６
年的８１．９亿元,同时,企业自身的研发经费支出也由２００２年的５６０．２亿元逐年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

１６３０．２亿元①.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跨国技术转移逐步向“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向发展,但
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经费的平均比例仍与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存在差距.

(五)自主创新期(２００６ ２０１９)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创新越来越成为促进发展的关键,技术转移工作也不仅仅局限于对技术的引

进与吸收.２００６年«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的颁布为技术创新工作指

出了方向,开启了跨国技术转移新的篇章.２０１５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６年又颁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

了未来３０年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②.这一时期,世界进入了全球化创新的时代,人才、资本、技术等创

新要素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国际产业竞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自国家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战略以来,２００８年国内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首次超过了１５％③,走开放式自主创新的道路

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共识.
从跨国技术转移的方式来看,通过收购与并购取得先进技术的行为越来越普遍.方式的转变顺

应了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之下,跨国技术转移为中国走开放式自主创新之路

提供了支持.同时,技术全球化的趋势也为新时期中国的跨国技术转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新的发展时期为我国跨国技术转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转移应当是能力的转移,这种能力

不仅指理解应用并将先进技术投入生产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取得持续进步的能力.技术本身的特征

决定了其更新是一个动态的、迭代的过程,通过单纯的技术转移无法获得核心技术,也无法获得持续

的竞争优势.近代技术后进国家实施技术引进战略的发展经验表明,后进国家一般用２０年左右的时

间即可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反观我国,虽然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体量、贸易、制造和 GDP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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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与发达国家

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将跨国技术转移作为自主创新的资源之一,避免落入技术转移陷阱,才
能实现技术创新与跨越.

在创新和技术全球化的时代,促进技术进步的因素不再以国家边界为局限,技术的研发进步成为

全球各国共同参与的行为,技术竞争也空前激烈.我国政府在促进最大化利用全球技术市场、高效使

用全球创新资源方面给予了大量支持,一批专业服务机构日益发挥作用.例如,２０１２年成立了中国—
东盟技术转移中心,２０１４年成立了中国—东南亚技术转移中心,积极推动跨区域技术的交流.２０１３
年以来,六届中国(北京)跨国技术转移大会就累计促成７０００多项跨国技术对接合作,实现了超过

１０００亿元人民币①的合同签约金额,跨国技术转移工作成果颇丰.
科学技术发展至今天,中国不仅作为技术转移的接收方,也已经能够以技术输出方的角色影响其

他国家.以对外承包工程为例,１９７９年我国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２７份,到２００１年的５８３６份,再到

２００９年的７２８０份和２０１７年的２２７７４份②,合同数量和覆盖范围都呈现了惊人的增长.将技术工程

出口和技术出口结合,以技术出口促产品和项目出口,是在技术全球化趋势之下中国企业跨国技术转

移新的发展点,特别是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推动中国制造与中国

技术更好更平稳地“走出去、走上去”.
新中国７０年中国跨国技术转移五阶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中国跨国技术转移五阶段发展特征

发展时期 主体特征 转移方式 主要内容 总体特征

技术援助期

(１９４９１９６３)
国家主导,从苏联引进 直接引进成套设备 以重工业为主 技术援助

设备引进期

(１９６４１９７７)
国 家 主 导,从 日 欧 引

进,拓展至更多国家

进口成套设备为主,同时

探索更灵活的方式

石油、化工等行业,解决

人民“吃、穿、住”的问题
技术引进

引进吸收期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企业自主权增强,合资

企业出现
出现多样化的转移方式 关键设备和制造工艺 引进－消化吸收

全面开放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企 业 主 体,开 始 研

发合作
外国直接投资活跃

先 进 技 术 与 生 产 管

理经验

引进 － 消化吸收

－再创新

自主创新期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企业主体,跨国公司作

用凸显

技术型跨国收购与并购,

全球研发

着重技术与经验

不仅引进来,也能走出去

通过技术转移,大
力开展自主创新

从技术转移的主体特征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跨国技术转移工作的

推动由国家主导;改革开放后,企业的主导作用日渐凸显.但各阶段也存在差异,虽然都是在国家的

主导下开展技术转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学习技术.设备引进时期由于

国际关系的变化,转向日本和欧洲国家,７０年代与美国建交开始,将技术转移的引进方拓展至更多国

家.改革开放后,企业乘政策之势在技术转移中的自主权增强,逐渐成为技术转移的主体,８０年代出

现了第一批合资企业进行合作生产;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公司开始与本土企业开展研发合作,中国不

再作为仅提供成本资源优势的“世界工厂”;而在技术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凸显出了在

技术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从技术转移的方式来看,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两个时期,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交钥匙”

工程一直是技术转移的主要方式.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以政策手段进行政府主导的技术援

助下的直接引进,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引进方式开始向“贸易式”方向发展,７０年代继续进口成套设备与关

键设备,但同时也在初步探索更灵活的技术转移方式.改革开放打开了跨国技术转移的大门,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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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补偿贸易、合作生产等多样化的转移方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吸引了大批外国直接投资,设
立合资企业、合作研发中心;而进入自主创新阶段,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型跨国收购与并购越来越普遍,
合作研发也进而发展成了全球研发.

从技术转移的主要内容来看,为了快速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技术引进以煤炭、钢铁、能源等重工业为主;设备引进时期,为了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着
力引入石油、化工、通讯等行业,填补工业发展部门和能力的空白;改革开放后的技术转移工作越来越

注重关键设备和制造工艺技术,不仅引进先进技术,也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管理经验;进入了新时期,
中国更是不仅作为技术的引入方,也开始作为输出国,既能“引进来”,也能“走出去”,推动“中国制造”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

横向对比梳理各阶段的总体特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单方向的接受技术援助,到６０ ７０年代主动

的技术引进,改革开放后开始时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进入２１世纪更加强调引进消化吸收之后

的再创新,再到今天将技术转移作为大力开展自主创新的渠道之一,五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

特征,也正反映了新中国７０年我国的工业化历程与发展路径.
与跨国技术转移实践各阶段的发展相一致,我国的技术转移政策体系随着发展的需要也体现出

内容的演进与变化.首先,政策的核心目标从“引进”“消化吸收”逐步转向“自主创新”,这是与国家和

企业逐步学习积累的规律相一致的,更是指明了未来跨国技术转移活动需要“以提高自主知识产权和

自行开发的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率为主要任务”.其次,政策措施的手段从有形的直接干预,转向无

形的政策支持,更多地通过资金、税收、法律法规、管理规范等方式进行引导.

三、我国跨国技术转移的启示

后发国家如何通过跨国技术转移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带动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全球

研发等活动的开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难题,也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７０年砥砺奋进,我国跨国技

术转移的实践形成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一)有效发挥政府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进的 “１５６项重点工程”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四三计划”、２０１７年«国家技术

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再到２０１９年最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的“负面清单”与明确规

定“国家鼓励在外商投资过程中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我国跨国技术转移发展的７０年历程,离不开政府作用的有效发

挥.通过对外开放与引进外资,引入先进生产技术,再通过消化吸收,将其运用于自主创新之中,提升

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经验.
在我国跨国技术转移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多元的、复合的、服务于实际需要的.从宏观层面

来说,政府影响了企业跨国技术转移活动面临的制度环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会影响技术

转移活动的转让国别及转让成本,国家的科研体系为技术转移及消化吸收提供支持,法律体系为技术

转移与创新活动提供保护.此外,政府政策会对跨国技术转移活动提供行业指导和帮助,通过颁布一

系列的财政、税务、人才政策为技术转移提供支持,贸易、吸引对外投资政策等促进包括技术在内的创

新要素的跨国流动.从微观层面来说,政府的专门科研机构也可以参与技术的引入与消化,与外国公

司进行研发交流与技术合作.
纵观跨国技术转移的历程,政府起到的作用也是动态的、发展的、符合时代背景的.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主导下的技术引进,到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国家对于拓展技术转移领域的努力,
到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企业在技术转移方面的支持,再到今天致力于打造更有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
政策环境、市场环境、营商环境,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是７０年技术转移工作不断积累的经验之一.

(二)充分激发企业自主性

企业是目前我国跨国技术转移中最活跃的主体.７０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与政府的集中指导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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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相比,企业的活动更加灵活和多元,极大地促进了跨国经贸往来中创新要素的全球流动.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是调动全社会创新资源、打造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企业在跨国技术转移活动中自主性的激发和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尊重市场

规律,充分给予企业发展的空间,强化企业研发主体的地位,企业才逐渐成为促进技术在国家间转移

最重要的单元.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国际化技术经营公司、海外研发中心,与国外技术转移机构、创业

孵化机构、创业投资机构开展合作,来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技术转移活动.在这其中,跨国公司在新

时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能够通过外部化和内部化两种方式实现技术的跨国转移.
外部化方式包括开展特许经营、许可证贸易、设立少数股权的合资企业等;内部化方式则可以在东道

国设立控股或独资公司,以控制海外子公司的研发活动,促进技术在跨国公司的框架内跨越国家边界

转移.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机遇下,应当充分激发更多跨

国公司在技术转移活动中的自主性,也促进中国创新和中国经验的向外转移.
(三)多种方式实现跨国技术转移

从五阶段发展历程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２０世纪７０年的跨国技术转移历程中,直接引进成套设

备和“交钥匙”工程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最主要的技术引进方式,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对多样化的转移方

式进行探索,技术转移方式在进入２１世纪后才逐渐多元化.
跨国技术转移对于本土产业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技术可以通过对外商品与

技术贸易、建立合资企业、开展合作生产等方式实现转移,这种直接转移能够引入先进技术,指导国内

相关企业开展生产,迅速提高自身运用技术和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实现发展.另一方面,技
术也可以通过他国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交流实现转移,这种非直接的技术转移

一定程度上为我国企业树立了学习模仿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对本土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和竞争效

应,使得国内企业不得不加快自主研发效率,提高技术水平,改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生存下来,反而更加有可能实现技术超越.因此,技术转移的方式不应仅拘泥于成套设备的直接

引进,可以向更加灵活、多样、综合的方向发展.如企业采取众包研发盘活全球创新资源、通过技术并

购提高整体研发效率等,通过多种方式的配合运用,提高技术转移的效果和效率,培养持续的技术创

新能力及国家创新能力①.
(四)逐步减少对转移技术的依赖

在跨国技术转移的实践中,部分企业和产业存在对转移技术依赖度高的问题.企业对于成功引

进了的先进制造技术“knowＧhow”,却没有能够掌握创新能力“knowＧwhy”,这种“拿来主义”的惯性往

往会让企业注重生产能力的建设而在配置研发资源和提高技术能力方面投入不足,从长远来看不利

于企业实现新的突破和持续发展,对于“引领性创新”发展的实现机制亟待关注②.
举例来说,我国汽车产业的起步发展与跨国技术转移的实践紧密相关.苏联援建的中国长春第

一汽车制造厂和中国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拉开了我国自主生产汽车拖拉机的序幕.改革开放后的

１０年,我国以整车进口外资汽车产品为主,同时期也诞生了最早的合资公司.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外国

厂商开始广泛以设立合资企业、进行合作生产等形式在华建立生产基地,自美国通用汽车进入中国

后,汽车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包括浙江吉利和安徽奇瑞在内的本土汽车厂商也趁势快速崛

起,形成了“三大基地＋六大集团”的汽车产业格局.加入世贸组织后,“以市场换技术”的情况产生变

化,随着通用汽车、丰田、大众等在中国设置研发中心,中国开始成为跨国公司创新体系的一部分,而
不仅仅是作为一块潜力巨大的市场和低成本的生产基地.２１世纪初期,我国本土汽车产业虽然已经

过了二三十年的大力发展,但仍然存在对跨国公司技术的依赖度较高、合资外方对于先进技术守口如

瓶、国产汽车品牌竞争力有限、理论研究与基础研发能力不足、缺乏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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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技术转移能够为企业引来技术,但无法引入最先进和最前沿的技术和研发能力.单纯依赖

技术引进,不形成自主研发的核心能力,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未来发展

本文将新中国７０年以来中国跨国技术转移的政策与实践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分阶段进行回

顾和评述,总结发展经验与教训,为新时代跨国技术转移提供借鉴参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大背景,我国的跨国技术转移已经走入快车道,而新时代更需要

向高质量发展方向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跨国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保护

跨国技术转移问题涉及的方面远远超过技术本身,而是涵盖了政策、战略、法律、管理、投资、生产

等各个环节,中国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也为促进跨国技术转移提供制度保障.２０１８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华３０１条款调查报告»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所谓“强制性技术转

让”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也让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新时期促进跨国技术转移工作必须加强的方面.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自觉履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TRIPS协定”义务,改革国内知识产权保护

环境,目前已经建立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以«财
富»５００企业在华申请专利数量为例,１９８６ ２００５年,世界５００强中有１３５家在华申请专利累计１３９２９７
件,其中８８．７５％为发明专利;这一数据在２００６年以后平稳上升,仅２０１３年一年就有２００家企业在华

申请专利５６２８６件(其中外国企业占５０．３％)①.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渐被认

可,也进一步带动了国外先进技术向国内的转移.对国内来说,由于作为无形资产的技术本身具有类

似公共物品的属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对于保护和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能够为技术进步提供制

度保障,激发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健全技术市场.同时,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也是保护技术接收方

的合法权益,避免技术输出方对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近些年来,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力度逐渐

加大,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知识产权法院的相继设立凸显了国家在技术转移和创新最密集地区对于

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重视.
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在促进跨国技术转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以知识产权服务费进出

口为例,我国的知识产权服务费进口额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３７９亿元人民币增长至２０１７年的２３５５２亿元人

民币,出口额从２０１３年的５６亿元人民币增长至２０１８年的３６８亿元,进出口额均实现了大幅增长,但
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逆差,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８年平均年贸易差额为１５０４亿元人民币②.综合看待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年的数据,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的增长趋势反映出中国企业对于跨国技术转移中知识产权

问题的重视,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强调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与运用的体现,让我们看到了

技术“引进来”的活跃和中国技术“走出去”的巨大潜力.
但我们同时应认识到的是,在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例

如,在设立合资企业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中外双方雇主雇员之间对于商业秘密保护的纠纷,是通过法律手

段帮助双方建立合作信任的核心问题之一③.但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这实际上也

造成了外方在开展合作之前的担忧,尤其是对于高技术产业.继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让中国成为

吸纳外国投资的热土,是进一步推动创新、促进技术转移、应对国际竞争压力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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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国技术转移与自主创新

惟创新者强.跨国技术转移学习借鉴是过程和手段,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是目的.在这个意

义上,实施自主研发为本,跨国技术转移提供借鉴和参照,最终服务于自主创新快速迭代的需要.
过去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外国先进经验的学习仅停留在“技术转移”这一阶段是远远不够的.

技术接收方容易产生技术依赖和惰性,减少自身对于研发的投入,导致自身基础研究积累不足、科研

水平不足、技术持续落后.不仅如此,接收方只能做技术发展路径的跟随者,遵循外国企业发展标准

与专利的逻辑,在发展模式上被牵制,难以实现赶超和领先.而走自主创新之路,不仅在技术本身,更
是在发展模式上给了企业和国家更多赶超的可能性,是坚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选择.

我国高铁产业赶超型自主创新的模式可以当做一个典型范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铁路进行了

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学习英国、韩国、加拿大等国的先进技术,但是由于落后的制造业基础和管理

水平,没有成功消化吸收技术.之后的２０年,高铁行业开展了基于自主研发的创新探索和基于引进

与消化吸收的创新追赶.例如,２００３年,参与高铁研发的企业引进技术费用与消化吸收费用比例就已

高达１∶３(其他工业企业仅为１∶０．０６).２００４年,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唐车公司从加拿大、日本、法
国、德国等国家引进技术,进行联合生产设计.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装备制造体

系,更是通过合作研发,取得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成果,但仍未掌握关键技术.２００８年,原铁道部和科技

部共同成立了国家级自主创新平台,逐渐通过京津城际铁路、京沪铁路、哈大高铁等一系列高速铁路

的开通运营,向世界彰显自己的技术实力,中国成为国际认可的高铁大国.可以说,技术引进并非我

国高铁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①,高铁产业之所以能成功实现创新赶超,是因为自主创新方针的确

立,策略性发挥引进国外技术的积极作用,再结合现实需求开展集成式的再创新,从“追赶者”成功成

为迈着中国步伐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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