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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创新要素加速流
动，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
配置。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再局限
于自身有多少人才、专利或其他要
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整合全球
创新资源并为己所用。

为此，必须建立全球创新体系，
使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
源、创新环境等相互支持，共促发
展。首先，要搭建好全球创新环境和
创新基础设施。只有以二者为基础，
才能培育出全球重大创新，形成需
求、研发、生产、消费的完整的全球
创新体系，并为之创建包括中介服
务、金融服务、产权保护、政治环
境、社会文化氛围在内的服务体系；
其次，必须站在全球角度构建新的标
准，而不是把一国标准推广到国际市
场。

在新的全球创新体系下，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肩负人类重大创
新使命，也共同制定产品标准，从而
使产品利润的全球分配更加合理，促
进世界经济发展。为促进这一体系的
建立，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设立全球创新项目库，开展全球
合作。各国政府应协商建立全球创新
项目库，制定统一的科技合作协定，
并在这些协议下执行科技合作项目，
使相关国家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
等参与其中。这种官方合作方式，解

决的往往是全球普遍关注的重大问
题。

创建有利于全球创新合作的良好
环境。跨国公司对整个产品价值链的
掌控能力较强，阻断了知识的国家化
及人员的国际化，常通过收购来消灭
对手。为此，必须打破跨国公司的这
种掌控能力；同时要协调各国的财政
税收政策、改进新技术的传播渠道，
创造有利于全球创新的环境。

创建有益于全球创新合作的基础
设施。构建完善的全球创新合作金融
支持体系，保证相关创新项目有充足
的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
明确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在新技术推
广中创新商业模式，促进技术的商业
转化过程；修改知识产权保护、技术
标准、WTO 政府采购协议、TRIPS
协议、全球气候变化公约等国际规
制，使当前的全球规则促进全球创新
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中国在全球创新体系建设中应积
极发挥作用，成为开放性全球创新体
系的有力支持者，和各国携手构建最
具合作力的全球
创新体系。

（作者为中
国人民大学重阳
金融研究院执行
院长，邹雅婷摘
编）

“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
长源泉。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
锁的钥匙。”9 月 3 日，在二十国集团
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的主
旨演讲引起广泛共鸣。本届 G20 峰会
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
容的世界经济”，首次将“创新增长模
式”纳入重点议题。国际舆论普遍认
为，创新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开出的

“药方”，中国正在通过大力创新转变
经济发展模式，这不仅会推动中国自
身发展，也将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发
挥更大作用。

“在杭州参加峰会让我深刻感受
到，当下世界的发展之路，是用科技创
新提高生产力，做经济上的增量。”光启
集团总裁、光启科学董事会主席刘若鹏
对本报记者表示，“创新不应该闭关锁
国于一个国家，全球应该联合在一起，
降低科技、贸易、投资、创业的壁垒。”

作为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中小企
业发展工作组成员，刘若鹏向工作组
提出建立全球创新共同体的建议，希
望凝聚世界各地的创新者，整合创新
资源，聚众力推动创新。

“在光启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一直
致力于打造全球创新共同体，与广大
创新者一起设计未来、实现未来、分
享未来。”刘若鹏表示。2015年，光启
整合了新西兰马丁飞行器公司和加拿
大太阳方舟公司等海外创新企业，正
式组建全球创新共同体。2016 年 5 月
初，光启全球创新共同体孵化器与基
金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成立，总投资 3

亿美元，面向全球科技创新项目进行
投资。5 月底，光启在新加坡设立亚
洲创新总部，意在通过创新技术打造

“未来城市”，与新加坡的“智慧国”
战略实现对接。刘若鹏介绍说：“截至
目前，光启全球创新共同体发展已具
规模，横跨亚洲、欧洲、美洲、大洋
洲和非洲，创新机构分布在18个国家
和地区，总人数超过2600人。”

事实上，光启等企业开展的全球
化创新合作，与国家创新战略所提倡
的开放创新理念高度契合。今年 5 月
公布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要》提出要全方位推进开放创新，“支
持企业面向全球布局创新网络，鼓励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支持跨国公司
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实现引资、引
智、引技相结合。”

“在创新战略的推进过程中，中国
与全球市场的交流互动，也会对其他
国家的创新性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012 年入选首批外国专家“千人计
划”、现就职于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的布鲁诺·布里斯杰拉教授认为，很多
中国企业已经做好准备去发展新兴技
术，并积极投身于海外市场，而中国
开放的人才政策也为海外专家参与国
内的科研工作提供了便利。

“一个告别传统增长模式、创新驱
动发展的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稳定原动力。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
中国，也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更多机
遇。”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德立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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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洛杉矶街头，一场紧张激烈的枪战戏正在上
演，无人机盘旋于“枪战”现场，将拍摄的清晰画面实时
传送到不远处的大屏幕上，引起观众阵阵惊叹……这是大
疆无人机不久前举行的新品发布会，通过实拍实播的方
式，展示了大疆“悟”2无人机在影视航拍领域具有的先进

功能及其所带来的全新体验。
“无人机领域的苹果公司”、“中国从廉价制造到创新模

式的代表”——对于这家中国创新企业，外国媒体颇加赞
誉。近年来，不仅是无人机，越来越多中国的创新产品和
技术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的用户感受到中国创新发展的

成果。“我们应当看到，目前市场上的中国创新产品如此之
多，数量堪与美国一较高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评价道。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刊
文称，“人们需要首先把中国视为创新伙伴，而不是销售市
场或者是生产者。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世界核心。”

6 月 20 日，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超算大
会公布了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
单，中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
运算速度夺得世界第一。“在超级计算机
历史上，中国进步的速度和广度前所未
有。”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发起人杰克·唐
加拉表示，“除了美国的领先地位被打破，
中国的整体阵容也大大超越了其他国家。”

10月17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并进入预定轨
道，顺利将航天员景海鹏、陈冬送入太
空。国外主流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消
息，对于中国航天领域的雄心和进展给予
极大关注。日本时事通讯社说，中国正在
勾勒引领世界的“宇宙强国”的蓝图。法
国 《费加罗报》称，中国正雄心勃勃地计
划在2020年前后在轨道上保留一个总重量
为60吨的永久性空间站，目前的国际空间
站将在2024年退役，届时中国将成为唯一
在太空拥有空间站的国家。英国 《每日邮
报》 的读者评论区里，一位读者这样写
道：“几十年后，中国也许会成为许多领
域的强国，特别是太空领域。”

2016 年，从“神舟”飞天到“蛟龙”
入海，从“墨子号”量子卫星升空到巨型

“天眼”落成，中国科技创新的成果令世
界瞩目。而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要》的发布，更是向世界郑重宣告：创新
将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

“我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技术领先
者，不需要等到 2049 年。”谈及中国的科
技创新战略目标，美国科学家戴维·格里
尔这样表示。巴西圣保罗州支持创新基金

会理事费尔南多则感叹道，“自主创新对
于提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所做出的贡献超过
了我的预期。”随着政府对“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引导和支持，中国国内涌现
出一批有亮点、有潜力、有特色的众创空
间，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活力，成为应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有效手段。

来自巴西的门德斯小姐今年夏天入
职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她向
本报记者分享了在中国科技创新企业工
作的切身感受。“在大疆工作最棒的体
验就是能和世界上最酷的科技零距离接
触，不断创新的理念、极具开拓精神的
同事、追求极致的工作氛围使我在工作
中能够充满激情。”门德斯表示，“深圳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有诸多和大疆
一样致力于创新的企业扎根深圳。中国
正 在 通 过 创 新 改 变 世 人 对 于 ‘ 中 国 制
造’的看法，我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伟
大的变革历程。”

美国 《华尔街日报》 12 月发表文章
称，中国正在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国家使命
感投入巨资推动创新。在西方研究预算不
景气之际，中国却在为许多尖端研究项目
提供巨额资金。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研发开支在2009年超
过了日本，在 2013 年超过了欧洲，而到
2020年将有望超过美国。“中国雄
心勃勃的举动意味着，在对技术突
破的全球探索中，出现了又一个选
手、一个可以激发创新力的新竞争
者，这种创新可能最终让全球经济
再次走上一条更快增长之路”。

1 月 16 日，由中国倡议、57 个创始
成员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在北京正式开业，金立群当选首任行
长。它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
融机构，主要目的是为“一带一路”有
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
持，促进经济合作。外媒报道称，随着
亚投行正式启动，中国给全球秩序打上
了自己的印记，提供了一种不是由美国
领导的全球发展新视角。亚投行带来的
好处可能足以匹敌 2001年中国通过“入
世”融入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好处。

专 家 指 出 ， 创 新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不仅包括科技创新、产品创新、
文化创新，也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战略创新等。如果说技术创新能
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便利，那么
战略创新更是从宏观上产生巨大的外
溢效应。中国在发展战略、外交理念
上的重大创新，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
经济格局，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出强
大的正能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
义桅分析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越
来越着眼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亚投
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一带一
路”，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制度
设计贡献。亚投行不仅激励国际金融体
系变革，也在开创21世纪全球治理新路
径：Lean， Clean， Green （精益、清
洁、绿色）；“一带一路”倡导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等五通，旨在构建互利合作网
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为
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贾
秀东认为，“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的
重大创新，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
动力，也为世界各国开辟了合作新路。
“‘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在
于，它非常注重与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对
接。不仅满足中国进一步开放和发展的
需要，同时也深刻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发
展需要，这是‘一带一路’受到各国普
遍欢迎的根本原因。”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吸引了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一系
列重大项目启动实施，为沿线各国人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在“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不断激发出各种创新实
践，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等成效显著。

今年 9 月，科技部、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
对“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提出了一
系列积极措施。中国将与沿线国家共建
一批研究实验室、研究中心、技术转移
中心和先进技术示范与推广基地，促进
科研数据和科技资源的互联互通与服务
共享，提升沿线国家创新能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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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赢得海外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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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创新推动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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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启东莞生态园研发基地，集广域互联网信息传
输和光学监控于一体的“云端号”准备升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亚投行给21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风。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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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疆无人机室外实际演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重庆机器人世界里的跳舞机器
人、智能机器人。

秦廷富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