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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企业一直是
“模仿者”，模仿西方企业进行生产加工，满
足消费者对产品的技术性和功能性需求。起
初，消费者更偏爱价格低廉、实用性强的产
品，高性价比是众多消费者购物时主要的选
择标准，中国的生产商们很快学会了以低成
本生产“足够好”的实用型商品，“物美价
廉”一度成为中国制造的代名词。

随着生产技术的积累和国内市场的扩
大，中国企业尤其是活跃在出口市场的企
业，开始雄心勃勃地将视线投向全球。此
时，中国企业依靠丰富的生产资料和庞大的
市场需求，开始追随国际先进潮流，形成自
己的后发优势，较为稳定地占据市场。然
而，提到“中国制造”时，很多人脑海里首
先想到的词依然是“缺乏创新”。

时至今日，“中国缺少创新”的想法已

经过时，中国企业已从模仿者发展成为富有
想象力的高效创新者。过去“摸着石头过
河”、参照西方的做法已经不足以支撑企业
的发展，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中国企业加快
创新步伐。中国企业开始寻找新资源，立足
市场特色，不断产生颠覆性创新成果。

中国创新，颠覆想象。中国经济犹如一
片大海，上亿户市场主体、2700多万家民营
企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在新技术革命浪潮
中顺势而为。今年初，美国《福布斯》杂志
曾发表题为 《中国的创新之快超过你的想

象》的文章，以华为、小米、阿里巴巴、腾
讯等中国科技企业创新成果为例，描述了当
今中国的创新风气，并建议西方企业向中国
企业学习。文章称，通过仿效中国企业，西
方能够学到许多关于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拓
展规模以及开展经营的经验，将中国企业的
经验运用到西方市场。

中国创新，动力强劲。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构成了中国市场
的巨大潜力和中国创新的丰富资源。在如今
的中国，创新不仅仅是一家企业、一个行业

发展的法宝，更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式。
2012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 （54.04 万亿元）
排名世界第二，但创新能力却排在第 34
名，如今，创新被定义为引领中国未来发展
的第一动力。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
中国位列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第 17 位。
中国的创新能力，完全能够支持中国的高质
量发展。

中国创新，注重共享。中国积极为外国
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提供良好环境，欢迎各国
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过去一年为中
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实施的改革数量创纪
录，全球排名提升32位，“令人惊叹地快速
且有效”。同时，中国呼吁各国共同推动科
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共享创新成果，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
遇，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

事实证明，中国正在全球创新领域中起
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迈向创新大国。创
新，成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时代缩影，也
为中国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中国创新 颠覆想象
王 萌

异军突起的中国高铁

中国高铁可谓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
式的经典案例。

2004年，铁道部启动了140列时速200公里动车组的
招标采购，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性动车组招标。
世界上最好的四家高铁制造商闻风而动，德国西门子、
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都对这块
大蛋糕虎视眈眈。

针对这次至关重要的招标，铁道部采取了被称为
“战略买家”的集中采购策略。“中国的办法是，我们自
己铁板一块，让外商形成竞争的态势，这样我们就掌握
了谈判的主动权。”参与后期高铁技术谈判的北京交通大
学教授吴俊勇这样说道。

尤其是与西门子的博弈更被传为佳话。西门子公司
2004年提出的3.9亿欧元的技术转让费，破天荒地被降到
2005年的 8000万欧元，这段传奇式的谈判被誉为当代国
际商业谈判的经典。据 《光明日报》 报道，这个故事还
在2008年被写入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课程教案。

但是，得鱼容易，得渔难；引进容易，消化吸收
难。怕的就是花费巨额技术转让费用，最后只导入了产
品，却没引进技术，只有跟随复制的能力，却没有开发
创新的能力。为了不吃这个亏，中国厂商在消化吸收外
来技术方面，也有自己的制度创新。四方公司就设计出
了一个“1∶2∶17 三段论”的方法。意思是所有动车，
按照1∶2∶17的比例，分三个阶段生产。

第一阶段叫“他们干我们看”：车辆完全在国外工厂生
产，国内企业派出员工到国外接受培训、参与组装。第二个
阶段叫“我们干他们看”：散件从国外进口，然后由国内企
业培训回来的员工在中国完成组装，国外技术专家从旁进
行指导。第三个阶段叫“自己干”：中国员工独立完成全部
生产流程，并逐步用国产零部件替换国外进口零部件。

在这样的策略下，中国技术人员从合作外商那里学
得非常快，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以至于当时许多外媒
惊呼中国“窃取”了外商的知识产权。对此，吴俊勇反
驳道：“哪些技术对方可以转让，哪些必须保留，哪些转
让到什么程度，合同里说得都非常明确。转让核心技术
是我们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的，他们觉得有利可图就同意
了合作，这是生意，不存在窃取。”

就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 脱 胎 于 日 、 德 、 法 技 术 的
CRH2、CRH3和CRH5系列动车先后诞生。它们也共同
实现了第一代中国高铁的历史使命：从引进到消化、吸
收，还有零部件的国产化。但国产化不是自主化，国产
化只代表在国内生产，却不代表能够自主设计，自主化
的任务要靠第二代中国高铁来实现。

2008 年，依托“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技
部积极介入中国高铁发展，与铁道部合作启动了“中国
高速列车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重大项目，协同全
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最终在 2010 年-2011
年，自主研发出了新一代高速动车组 CRH380 系列 （最
高运营时速 380公里），在牵引传动、网络控制等核心技
术上进行了全面再创新，摆脱了引进技术源头方的控
制，能够实现自由出口，完成了第二代中国高铁的使命。

而第三代中国高铁的核心特征则是中国标准体系的
建立，凭借自己修炼多年的强大内力，将之前从世界各
国引进的技术融会贯通、冶于一炉，代表作品就是于
2015年下线、2017年正式运营的CR400系列，它们还有
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复兴号”。而中国高铁也像这个
名字所寓意的一样，一步步驶向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舞台。

饱经沧桑的民用客机

与中国高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而
大放异彩不同，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却在试图引进国外技
术的过程中备尝艰辛。在许多老航空人的叙述中，中国
民航工业圆梦的历史，就像一部兜兜转转、砥砺前行，
从弯路回到原点再出发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运10项目被彻底搁置。当时的
航空工业部希望参考上海汽车厂的“桑塔纳模式”，制定
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由国外提供技术和设备，中国
负责装配；第二步是中外合作研制 100座级的支线飞机，
约在 2005 年服役；第三步是自行设计、制造 180 座级干
线飞机，约在2010年实现。

即便错过了运 10，中国民航工业三步走战略的第一
步本来也走得挺成功。1987 年，在世界民航市场日益被
波音、空客占领的背景下，前西德MBB公司主动与中国
接触，希望双方共同研发一款性能先进的支线飞机
MPC75。

发达国家主动提出技术转让、共同开发，这是千载
难逢的机遇。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国航空技术公司的高度
重视。双方签订了 2600万马克的技术转让合同，中方还
派出了176人的队伍前去学习。中国商飞科技委原办公室
主任陈绥宁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表示，德国人的技术转
让成果令所有人耳目一新，中方人员的设计水平与研发
理念也因此得到了全面提升。C919和 ARJ21的两位总设
计师吴光辉、陈迎春，就是当年双双经过MPC75项目培
养出来的。

遗憾的是，这个潜力无限的合作项目并没有得到主
管部门的更多支持，因为彼时航空工业部的目光已经被
美国麦道公司的干线飞机装配计划吸引了过去。

1986年到1996年，中国上海飞机制造公司与麦道公司
合作组装了数十架干线飞机。虽然错过了MPC75，但与麦道
的合作也让中国民航工业挣得了第一桶金，同时也积累了
组织装配大型现代化飞机的重要知识，提高了质量标准。

随着三步走计划逐渐上了轨道，中国进一步加深了与
麦道的合作，双方打算共同生产150座级的MD90飞机。当
踌躇满志的中国航空工业，动员起所有力量新建厂房、购
置设备、培训人才时，意外不期而至。1997年，麦道公司被
波音公司兼并，波音随即宣布关停麦道全部生产线。这登
时让中国航空工业的前期投入血本无归。

带着MD90下马的悲痛，民航工业转向了空客。迟迟
打不开中国市场局面的空客果断抓住时机，与中国签订
了共同生产100座级支线飞机AE100的协议。

然而，上天再次与中国民航人开了一个玩笑。在中
国从空客采购了 30 架 A320 系列飞机后，欧洲人突然变
脸，提出了超过10亿美元的技术转让费。1998年，在谈
判长时间陷入僵局后，空客干脆以无法营利为由，中止
了双方的AE100合同。

长期跟踪航空装备研制的新华社记者刘济美，在
《为了中国》一书中记录下了航空人悲壮的一幕：

1998 年 ， AE100 项 目 解 散 时 ， 参 加 过 MPC75 与
AE100 项目的设计人员在北京告别，面对吉凶未卜的前
途，他们极其悲壮地喝了一次酒，几十号人站在祖国的
星空下掩面痛哭：这一辈子恐怕是再也别想研制民机
了！他们站在祖国的蓝天下拥抱告别：祖国的蓝天上怎
么就飞不起来中国的商用飞机？

痛定思痛，中国航空人放弃了对外国“老师”的幻
想，回到自力更生的原点再出发。自主研制的支线飞机
ARJ21，190 座级大型民用客机 C919 纷纷立项上马。当
2017年5月5日，C919大飞机直冲云霄，人们定睛一看，
扛起 ARJ21 与 C919 研制大旗的，却还是当年运 10 与
MPC75的老队伍。

技术引进服务于自主创新

同样奉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中
国高铁与中国民用航空工业为何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在北京大学教授路风看来，二者根本的区别，在于引
进技术的过程中是否仍然保留了“自主的产品开发平台”。

“所有的吸收能力都以自主开发为前提，如果没有自主的
产品开发平台，就只能学到如何做，但难以理解为什么这
样做，其结果是只能跟随先进者的技术轨道。”

两位行业元老的话似乎也印证了路风的看法。ARJ21
飞机原总设计师吴兴世说，运 10 停飞，让中国损失的

“不仅仅是一款飞机产品，更是一个技术能力赖以发展的
平台。但是非常遗憾，我们在当年却完全没有看清楚这
一点。”而原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赵小刚也认为，中国高
铁的华美亮相绝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其背后少不了
中国自主开发的“中华之星”们的历史功绩。

“当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决定以合作组装美国麦道飞机
替代自主开发运 10 之后，它的技术研发体系就瓦解了，
当外资的进退直接控制了中国民航工业的技术学习过
程，引进就变成了风险。”路风表示，反观中国高铁，由
于产品开发平台保存比较完整，大规模技术引进就能带
来成熟的产品经验，促进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从而成
为平台自我升级的助力。

“小学徒”怎样长成“合伙人”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两个故事

本报记者 韩维正

改革开放40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一直是中国
技术产业缩小与外国差距的重要方式之一。它诞生于百废待兴
的改革开放初期，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权宜之计，给外汇和
储蓄“双缺”、没钱买设备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没办法的办
法”。而随着勤奋的中国在全世界惊诧的目光中，从拜师学艺的

“小学徒”成长为可以平等合作的“合伙人”，当年的“老师

傅”们却端起了架子、筑起了藩篱，“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也在“自力更生”的舆论氛围中逐渐归于平静。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都已经在中国技术产
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顾这一经典模式的历史
流变，不仅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题中之义，更因为这些故
事本身，也包藏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镜鉴。

2017年5月5日，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飞。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C919停放在中国商飞公司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内。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复兴号”动车组在总装生产线上装配。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