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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正面临从模仿型创新向原始型创新的跨越。文章通过对高等学校和研 

究与开发机构创新绩效的国际横 向比较 ，发现 中国财政科技投入 的绩效与创新强 国还 

有很大差距 ，这与科技创新 管理的逻辑推理式导 向直接相 关。直觉式创新是原始型创 

新的起 点，它经过解释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和扩散式创新 ，构成原始型创新 的基本 

流程。该流程基于复杂的知识分布，超常型默示知识是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所特有的 

知识 ，也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源泉。政府需要转变创新管理的理念，尤其需要建立超 常型 

默示知识的管理制度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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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是名副其 实的创新大 国，研究 与实 

验发展(R&D)经费支出、人员数量、发明专利申 

请和授权数量等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在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 (WIPO)发布的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中，中国大陆排 

名第 29位 。但是 ，中国还很 难称得 上是 创新强 

国，创新质量不高 ，缺乏原始创新成果 。从模仿型 

创新向原始型创新迈进 ，是 中国进人全球创新强 

国行列的必经阶段。改变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 

模仿型创新模式，探索原始型创新的典型模式，是 

38 

当前中国创新经济理论与实践面对的首要挑战。 

一

、原始型创新研究综述 

创新一直是一个热门研究话题。从熊彼特的 

“创造性破坏”理论发端 ，创新研究 硕果 累累。国 

内文献中比较流行 的“自主创新”概念与原始 型 

创新既有 区别又有联系。陈劲最早使用“自主创 

新”的概念 ，认 为研究开发 中的学 习是 自主创新 

过程的主导学习模式，只有通过研究与开发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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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竹兰 于畅 论中国原始型创新的流程及治理机制 

掌握技术的本质。① 杨德林、陈宝春认 为企业 自 

主创新是指依靠自身力量独自研究开发、进行技 

术创新的活动。自主创新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即在核心技术上的 自主突破、关键技术 的领先开 

发、新市场的率先开拓②。周寄中等指出，自主创 

新是指通过提高科技原始性创新能力、集成创新 

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 ，拥有一批 自主知识产 

权，进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一种创新活动。③ 由 

这些界定 可 以看 出，自主创新 强调创新 主体 的 

“自主性”，即回答由谁主张做、怎么做、结果归谁 

的问题 。 

原始型创新 属于 自主创新 “怎么做 ”层 面的 
一 种解答，强调创新来源的另起炉灶，与之相并列 

的概念是模仿创新和集成创新④。另外，原始型 

创新是最根本和最具突破性的自主创新模式。徐 

冠华认为，原始创新意味着在研究开发方面，特别 

是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领域做出了前人没有 

的发明或发现，从而推出的创新成果不仅仅是延 

长一个创新周期，而是开辟新的创新周期和开启 

新的创新高潮⑤。“973”计划研究组的专家认为， 

科学上的原始创新是指开拓新领域、引领新方向 

和孕育新学科的创新 ，技术上的重大创新是指新 

方法、新工艺、新产品的重大发明。⑥本文所讨论 

的原始型创新，可以定义为创新主体通过 自主研 

究与开发，取得原创性突破，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和 自主品牌的创新活动。 

对于原始型创新的流程和实现路径这一“黑 

箱”，相关研究却很少触及。OECD总结了科技创 

新活动的一般过程，即依次经过科学发现、技术发 

现、技术开发 、生产 开发 、市场 开发五个 阶段 。⑦ 

克里斯·弗里曼将创新过程归为基础研究、发明、 

开发和新型工厂的建设⑧。G．Wallas提出任何发 

明创造都要经过准备、孕育、豁朗和验证四个阶 

段。准备阶段用于发现问题和收集、整理、分析资 

料；孕育阶段将前一个问题搁置 ，换位思考不同的 

问题 ，以产生不同的思维碰撞 ；豁朗阶段是创造者 

对所思考的问题由模糊而逐渐清晰，有豁然开朗 

的感觉 ；验证阶段是对所产生 的灵感和想法的进 
一 步验证。⑨ W．I．Beveridge提出创造过程的4c 

理论 ，即收集情报、深入思考 、形成概念和评价新 

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与Wallas存在共通之处。⑩ 

本文的研究视角是从直接参与创新过程的创 

造者出发 ，揭开原始型创新的一般 流程和背后 的 

知识结构 。该流程基于创造者 的思维规律 ，而非 

创新活动 的外部表 象。原始 型创新 的本 质是创 

造 ，把握创新主体在创造 中的思维过程是极为关 

键的。 

二 、科技创新公共投人的 

管理导向和绩效评价 

中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公共投入快速增加， 

2014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 6454．5亿，占到公共 

财政支出的 4．25％。⑩ 从财政科技投 入角度看 ， 

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但是，一些迹象显示科技投入的效果并不理 

想。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 

底，中国有效专利共计464万件，其中有效发明专 

利 120万件，占25．8％；在国内有效专利中，发明 

专利比重相对较低，只有 17．6％，而实用新型专 

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分别为56．2％和26．2％；国外 

有效专利则是以发明专利为主，占国外有效专利 

总量 的 80％ ，而 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 计专利 仅 占 

4．3％和 15．7％。在中国 120万件有效发明专利 

中，国外专利 占比高达 40．7％，特别是在一些高 

技术领域，国外拥有 的发明专利数量为国内的 

① 陈劲：《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学习模式》，《科研管理》1994年第 2期。 

② 杨德林、陈春宝 ：《模仿创新 自主创新与高技术企业成长》，《中国软科学》1997年第 8期。 

③ 周寄中、张黎、汤超颖：《关于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动》，《管理评论)2oo5年第 11期。 

④ 杨水砀：《自主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模式探讨》，《工业技术经济)2005年第 7期；罗赳赳、田新民、康力：《企业 

自主创新模式研究与选择》，《科技进步与对策12007年第 5期。 

⑤ 徐冠华：《推动原始性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中国基础科学)2001年第 2期。 

⑥ 973计划基础研究共性重大问题战略研究组：《对提升原始性创新能力的一些建议》，《中国基础科学12004年第 

2期 。 
⑦ OECD．The Measur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tivities．Paris，PartⅡ ，1981． 

⑧ 克里斯·弗里曼、阿克·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5—42页。 
⑨ G．Wallas．The Art of Thought．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45． 

⑩ William I．B．Beveridge．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Blackburn Press，1979． 

@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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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倍 。 

更为直观的一个比较是，在 PCT专利①申请 

大国中，中国专利的产出效率与创新强国还有很 

大的差距。图1是 2014年主要国家每一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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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R&D总支 出(GERD)②对应 的 PCT专利 申 

请量。中国一亿美元 R&D支出平均产生 6．9件 

PCT专利申请，高于俄罗斯、土耳其和南非等发展 

中国家，但低于所有的 OECD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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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年主要国家每一亿美元 R&D支出对应的 PCT专利申请量 

数据来源 ：根据 OECD数据库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 开数据计算 

注 ：该 R&D支出为经过 PPP换算 的现价美元支出 。 

中国财政科技投入的典型特征是 ：由政府科 

技行政管理机构(如科技部、教育部等)掌握财政 

资金，通过计划、工程、专项等形式，下拨到具有行 

政隶属关系的科技活动实施主体。这些实施主体 

包括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等。绝大多 

数财政资金流入“官办”机构 ，私营部门很难得到 

直接 的 科 技 投 人 。2014年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R&D)经费中来源 于政府 资金 的部分为 2636．1 

亿元，其中1581亿元分配给了研究与开发机构， 

563．5亿元分配给了高等学校，合计超过政府资 

金的 80％。 

目前科技管理 中广泛使用“项 目”的形式 ，项 

目的规划 、申报、审批和评价都是由科技行政主管 

部门牵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各部 

门在基础研究领域设立的项 目繁多 ：有科技部 的 

973计划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的科学基金 ，中科 

院的知识创新工程 ，教育部的 211工程 、985工程 

及 2011工程等 (见表 1)。这些重点项 目优先得 

到科技财政投入 。 

但是 ，中国尚缺乏科技财政投入 的绩效评价 

机制，对投入成果缺乏定量的认 知。这与 中国科 

技管理中“重投入 、轻管理 、重立项 、轻成果 ”的倾 

向有关。很多项 目在完成验收后便被抛在一边， 

未产生经济社会价值。因此，对财政科技投入进 

行绩效评价是非常必要的 ，能够通过定量分 析发 

现管理中的问题 。 

数据包络分析 (DEA)是评 价投入产 出决策 

单元相对效率的方法 ，现 已成 为测度绩效和 系统 

分析的最为 实用 的工具之一。本 文即采用 DEA 

方法对 中国财政科技投入 的相对绩效进行评价。 

由于用于 R&D经费中的政府资金主要流 向研究 

与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 ，因此仅对这两个部 门的 

绩效进行评估。 

本文的决策单元集合选择 PCT体系中的专 

利申请大国。该体系现有成员国 148个，是国际 

公认的专利申请合作协约，以 PCT专利的 申请量 

作为产出评价标准 ，避免 了各 国专利授权标 准不 
～ 带来的可 比性 较差 的问题 。根据数 据 的可得 

① 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是专利领域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条约。通过 PCT，申请人只需提 

交一份“国际”专利申请(而不是分别提交多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专利申请)，即可请求在为数众多的成员国中同时对其 
发明进行专利保护。 

② GERD为国内所有部门的R&D总支出，包括企业、高等学校、政府研发机构和私人非营利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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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选取由部 门执行 的 R&D支出和部门 R&D人 

员全时当量作为科技创新的投入指标，选取 PCT 

专利申请数量作为科技创新的产出指标，如表 2 

所示。 

表 1 国家主要科技计划财政资金投入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O1O 2011 2O12 2013 2O14 

863计划 511500 5l1500 55l500 520263 515265 

基础研究计划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1038109 1404343 17O00O0 16l6241 1940284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271813 309244 267819 282810 299013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128187 140755 132181 122710 135517 

科技支撑计划 500000 550000 642555 6l2553 651080 

科技基础条件建设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专项 24600 26500 27400 27400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 275922 296081 337768 289089 304500 

国家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10500 19500 10500 9893 9893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15515 18350 22506 23937 18000 

星火计 划 20000 3OOO0 20000 l8785 18915 

火炬计划 22000 32000 22000 20735 20735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20000 29850 20000 18710 186l0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429709 463999 51l385 5121O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经费 138000 

科研 院所技术开发专项 25O00 25000 30O00 30000 30000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o15))整理。 

表 2 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选取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用途 

由部门执行的 R&D支出 衡量经费支出方面的投入 投入 

部门 R&D人员全时当量 衡量研发人员方面的投入 

产出 PCT专利申请数量 衡量科技创新活动的产出总量 

表3和表4分别给出了高等学校和政府研究 

与开发机构两类部门的相对创新绩效，该国际比 

较基于 2014年的数据。结果与图 3中反映的情 

况基本一致 ，中国两类部 门的创新绩效 (根据综 

合效率排序)都高于俄罗斯、土耳其和南非三国， 

但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各国创新绩效差别很大， 

韩国的高等学校综合创新绩效最高 ，瑞士的政府 

研究与开发机构综合创新绩效最高，俄罗斯两类 

部门的综合创新绩效均最差。① 总体来看，中国 

财政 R&D经费主要流向的两类公共部门的创新 

绩效还有待提高，在数量上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 

还要实现质量和效率的赶超。此外，这个绩效评 

价结果也反映出中国高等学校和政府研究与开发 

机构的研究成果缺乏产业转化，未能充分形成发 

明专利并应用到生产活动中去。② 

三、从逻辑推理式创新进化为直觉式创新 

中国人习惯的创新模式主要是逻辑推理式创 

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是通过设置计划的创新目标， 

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理性分析现实问题症结，寻 

找解决问题 的方案。在具体的创新管理实践 中，比 

较习惯以政府行政各部门为主体规划创新项目，以 

① 卢森堡等小国的纯技术效率很高，但投入规模过小降低了其规模效率，导致其综合效率并不突出。 
② 以 PCT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产出衡量标准更加注重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基础研究，这是本文 

绩效评价的一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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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分配资金的方式组织 申报，要求在规定 的时间 

内完成项 目，研究成果由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验 

收。实际上在创新过程中，当创新的目的能够清晰 

规划，并能够制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步骤时，已经不 

是原始型创新的主导行为方式了。中国财政科技 

投入有明显的逻辑推理式导向，这是“官办”机构 

创新效率不高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表 3 高等学校部门相对创新绩效的国际比较 

国家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俄罗斯 0．O15 O．016 0．989 

土耳其 O．032 0．032 0．999 

南非 0．074 0．162 0．456 

中国 0．077 0．085 0．909 

意大利 0．102 O．105 0．966 

奥地利 O．102 O．146 0．7O1 

加拿 大 O．11 O．136 0．807 

比利 时 O．117 0．12 0．972 

澳大利亚 O．122 O．126 0．968 

法 国 O．131 0．211 0．623 

西班牙 0．147 O．156 0．942 

荷兰 O．163 0．165 0．985 

卢森堡 0．18 1 0．18 

瑞典 0．208 0．212 0．982 

英国 0．237 0．348 0．682 

日本 0．238 0．479 0．496 

丹麦 0．258 0．266 0．972 

瑞 士 0．259 0．264 O．981 

德国 O．28 0．281 0．997 

芬兰 0．294 0．309 O．95 

新西兰 0．329 0．396 0．831 

新加坡 0．383 0．393 0．974 

爱尔 兰 0．444 0．507 0．875 

挪威 0．458 0．481 0．952 

以色列 0．526 0．559 0．941 

美 国 0．629 1 0．629 

韩 国 1 1 1 

数 据来源 ：原 始 数据 来源 于 OECD数 据库 和世 界 知识 产 

权组织数据库。 

(一)直觉式创新 ：原始型创新的起点 

原始型创新的主导行 为方式是直觉式创新。 

直觉式创新是由个人的天赋本能和兴趣爱好形成 

持久的探索激情 ，在 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 ，形成 

非凡的未来想象 和生成超 常的创意灵感 ，转化为 

产品或服务，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甚至 

变革 当今世界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直觉式创新牵 

引下 ，经过对话解释式创新 、逻辑推理式创新 、扩 

散推广式创新才能构成原始型创新的有机系统和 

动态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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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政 府研 究与开发部 门相对创新绩效 的国际比较 

国家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俄罗斯 O．001 0．006 0．259 

土耳其 O．014 0．02 0．688 

南非 0．025 0．038 0．655 

中国 0．03 0．037 0．815 

意大利 O．05 0．089 0．558 

澳 大利 亚 0．057 0．067 0．853 

挪威 0．059 1 0．059 

法 国 0．062 0．14 0．439 

新 西兰 0．082 0．117 0．703 

英 国 0．085 0．178 0．478 

加拿大 0．092 0．186 0．495 

卢 森堡 O．10l 0．54 O．187 

奥地利 0．1O5 0．128 0．825 

西 班牙 0．106 0．236 0．446 

德 国 0．111 0．513 0．216 

爱 尔兰 0．111 0．123 0．905 

芬兰 0．113 0．167 0．676 

日本 O．138 0．431 O．32 

美 国 0．141 0．741 0．19 

比利 时 O．167 0．25 0．668 

丹麦 0．178 0．212 0．839 

荷兰 0．19 0．365 0．52 

以色列 0．256 0．293 0．873 

韩国 0．348 0．885 0．393 

瑞典 0．415 l O．415 

新加坡 1 1 1 

瑞士 1 l l 

数据来 源 ：原 始数 据来 源 于 OECD数 据 厍和 世界 知识 产 

权组 织数 据库。 

直觉式创新通过兴趣爱好形成创新起点 ，逻 

辑推理式创新是在兴趣爱好的反复试验基础上确 

立计划项 目；直觉式创新 的 目标是通过预测想象 

创意未来 ，逻辑推理式创新 的 目标是解决 已知问 

题 ；直觉式创新通过顿悟越入新质 ，逻辑推理式创 

新则负责顿悟前的量的积累。直觉式创新主导原 

始颠覆型创新的发动和突破 ，逻辑推理式创新负 

责创新阶段的推进。如果没有直觉式创新的主 

导，仅靠逻辑推理式创新，只能达到模仿型创新的 

层面 ；只有以直觉式创新为主导 ，将逻辑推理式创 

新附着于直觉式创新过程中，才能达到原始 型创 

新 的高度。由于缺乏对直觉式创新 的认可 ，目前 

中国的创新经济管理往往把计划项目的资金配置 

作为主要任务，而把对人们的兴趣爱好的尊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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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当做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在管理过程中存在 

着比较显著的制度抑制惯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30年，尤其是20世纪 90年代提出建立创新型国 

家以来，虽然国家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基本 

上处于引进模仿型创新阶段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因此，中国从模仿型创新阶段演进为原始型创新 

阶段，必须从逻辑推理式创新主导改为直觉式创 

新主导。 

直觉式创新 目的在于新质的创造，①在于一 

种解决问题方法的发现和新意象、新设计的产生。 

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切直觉思维如想象、灵感、顿 

悟、预见、突发奇想等主体“狂迷”现象和“发现”、 

“获得”的特征是一致的，都表现为：长期寻找过 

程的点滴积蓄，发现时刻的偶然和突发，同时伴随 

主体强烈的精神“通畅”、喜悦甚至癫狂。直觉思 

维划分为闪现阶段和突发 阶段 ，这决定 了直觉式 

创新的两个过程 ：直觉灵感的闪现和直觉创意的 

突发。闪现阶段形成对问题连贯性的一种内隐知 

觉。这种内隐知觉的形成开始于认识和解决问题 

显现 ，并通过隐秘的积累自我激活扩散 ，并通过逻 

辑思维进一步强化。闪现往往在幼儿阶段和青少 

年阶段。突发阶段就是隐秘积累过程整合有关 问 

题的信息，形成有关问题连贯性的有意识表征，并 

在此基础上，预见事物发展的未来和创造改变事 

物的灵感。这一过程常常在多种线索激活水平累 

计超过意识阈限达到一种突然、顿悟式节点。 

直觉式创新方法的特征是凭借直觉思维从整 

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甚至是猜测预见事 

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具有整体性预见性特征， 

它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它侧重于从总体上把 

握认识对象而不拘泥于某个具体细节，洞见事物 

发展的未来。在科学创造活动中，对研究对象进 

行整体把握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在知识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某一具有创新性 的理论或思想时，不可 

能对未来的新理论 的细枝末 叶考虑得非常清楚 ， 

也不可能对 日后的实验验证或逻辑论证设想得很 

周到，所以在创新的开始阶段只能对事物进行整 

体把握并高瞻远瞩。 

直觉式创新过程一定是突破思维定势的创 

新，对事物产生崭新的认识过程。在产生崭新的 

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思维定势妨碍着人们对 

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把握。思维定势包括权威定 

势 、习惯定势 、从众定势 、书本定势等。创新者 突 

破传统、打破定势、另辟蹊径的思维模式有利于人 

们模糊估量研究前景，大胆提出假说和猜想。在 

面临一个课题或解决一道难题时，人们往往先对 

其结果作大致的估量与猜测，然后再对这个结果 

进行实验验证或逻辑论证，这就是直觉思维中的 

模糊估量法 。② 

直觉式创新奠定原始型创新的基本流程：原 

始型创新一定是从直觉式创新开始，直觉式创新 

虽然是原始型创新 的第一和关 键的阶段 ，还 是需 

要其他的阶段进行接续，直觉式创新——解释式 

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扩散式创新 ，是原 

始型创新 四个必经的阶段。 

(二)解释式创新 

原始型创新的第二阶段是解释式创新 。由于 

直觉式创新阶段灵感创意的预测性和模糊性特 

征，需要有一个解释的阶段才能具体化、明确化。 

解释式创新就是把直觉创意在讨论对话中、在辩 

论质疑中、在唇枪舌剑 中、在沟通对话 中、在妥协 

包容中解释 ，清晰、完善 、提升、修正 ，成为可 以进 

行逻辑推理式创新的具体项目或具体产品。直觉 

式创新只有经过解释式创新，才能进入具体可操 

作的逻辑推理式创新，最后成为具体的服务和产 

品的推广扩散式创新。解释式创新将依附于个体 

身上的潜在的原始创意社会化 、明确化 ，成为创新 

型群体可以感知 、认可和操作的 目标或服务。 

在解释式创新中，思想的自由度和表达的自 

由度决定了解释式创新接续直觉式创新的质量。 

解释式创新不是进行思想或创意的统一 ，恰恰相 

反，解释式创新是使歧义作为创新的发动机。③ 

解释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直觉式创新 。事 

实上，无论是启动新的设计，创造新的风格，把握 

时尚趋势或者是识别和理清问题使得求解成为可 

能，都是通过具有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之间的对 

话来实现。对话中的歧义正是创意的源泉，如果 

① 王洪胜：《直觉思维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魅力中国}2009年第 34期。 

② 陈爱华：《论直觉思维的生成及其作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 3期。 

③ 理查德·莱斯特、迈克尔·皮奥雷：《破译创新的前端 一构建创新的解释型维度》(中译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版，第43—9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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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很快结束 ，这些创意 的源泉也就干涸了。由 

于对话关注于特定 的对象和实践行为 ，并且是在 

探索相同事物的不 同视角 ，这些参 与者所从事 的 

是解释性活动。 

解释性对话是一个开放式过程，持续进行 ，或 

许有起点但没有真正的终点，与从事解决问题的 

人员不同。从直觉式创新到解释式创新 ，参与对 

话的人在一开始对话时可能并不了解他们要谈的 

内容，即使有一定了解，谈话的实际内容也可能与 

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所 以有时候 ，对话完全无 

法进行下去。只有通过不断的交谈 ，参与者才能 

逐步增进了解 ，消除误解 ，进而产生新的发现和新 

的见解。从这个 角度来说 ，歧义是产生创意 的重 

要来源。正因为有歧义 ，才有必要进行对话 ，解释 

式创新的内在奥秘在于 ：对话 的 目的不是为 了交 

换众所周知的信息，而是共同探索歧义包含的能 

够带来新的创意的潜在新信息。 

(三)推理式创新 

原始型创新的第三阶段是推理式创新。推理 

式创新 的特点是进行逻辑分析 ，将解释式创新 中 

获得的设计具体化、明确化、可操作化，逻辑推理 

式创新 的典型形式是 TRIZ方法 。TRIZ问题求解 

的模式如图 2④。 

问题 

抽象化 TRIZI具 

[二二 9 [二 ll0 
标准问题 标准解 

图 2 TRIZ问题求解模式 

经过抽象化将一般问题 转化为 TRIZ标准 问 

题，利用 TRIZ工具得到标准解，进而通过具体化 

确定问题的特解 ，它是一个 向理想解 步步逼近 的 

过程 。其中，问题 的抽象 化是 TRIZ解决 问题 的 

一 个难 点 ，而 这 就 是逻 辑 推 理 式 创 新 的任 务。 

TRIZ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许多的标准解，归纳了 

逻辑推理过程的多种分析工具。 

(四)扩散式创新 

扩散式创新是原始型创新的第 四个 阶段 。经 

过直觉式创新、解释式创新和推理式创新，原始型 

创新的产品或服务 已经成型——或者是生产 出产 

品，或者是产生新的服务模式 。如何将 已经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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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推广，这就需要扩散式创新。 

在原始型创新过程 中的扩散式 创新 环节 ，在 

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使创新者获得创新 的收 

益 ，更让全社会分享创新 的文明成果 ，首先是将原 

始型创新的产品或服务扩散——这是物质层面的 

扩散 ；在物质层面的扩散背后 ，是利益价值链的扩 

散—— 当原始创新者通过产品和服务的推广获得 

满意的利益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了需求的满足。 

在利益 的扩散背后 ，也包含着文明的扩散 ，每一次 

原始型创新产品或服务 的扩散 ，不仅是人们 的消 

费模式 的改变 ，消费质量 的提升 ，同时也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继而也改变了人们的 

思维方式和社会 的管理 方式 ，经济价值提升 的同 

时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扩散式创新 的方法 当然 需要依 靠先进 的技 

术，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传播机制环境中，扩散 

式创新 的技术 渠道多元化 ，比如物联 网，智 能手 

机、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将成为扩散式创新 

的新型技术手段 。但是扩散式创新更关键的不是 

技术层面的创新 ，而是需要在技术层面基础上的 

市场营销模式的创新 ，媒体广告宣传的创新 、社会 

传播渠道的创新、同行竞争与合作方式的创新、经 

济与社会组织的创新等。也就是说从事扩散式创 

新的人力资本更多地需要在市场模式 、人际关 系 

模式 、社交模式 、组织模式甚 至心理模式方 面的 

创新。 

四、原始型创新流程与知识分布 

原始型创新之所以从直觉式创新开始，而不 

是从逻辑推理式创新 开始，原因在 于人类知识分 

布的复杂性。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具有其他人力 

资本所没有的特有知识——超常型默示知识，正 

是超常型默示知识 ，构成 了直觉式创新生生不息 

的源泉。只有开掘这一源泉，才能生成中国的原 

始创新能力 。 

我们可以把经济发展中的知识分成两大类： 

明示知识 和默示知识 。然后再分别将明示知识和 

默示知识分为两个子类别 。 

明示知识是可以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的知 

① 聂惠娟、袁峰：《创新技法与 TRIZ的应用研究》，《机械设计与制造)2007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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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为常规型明示知识和超常型明示知识。常 

规型明示知识是在前人提出的知识 的基础上进一 

步概述的知识 ，如 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各种教 

科书 ；超常型明示知识就是在大多数人还普遍处 

在未知状态下首次提出的知识，比如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和纳什的博弈论。 

默示知识是不能够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 

而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技能、手艺、兴趣、爱好、天 

赋、灵感、激情发散性表达的知识。默示知识涉及 

那些只有个别人才掌握的知识，波兰尼的一个著 

名谚语这样说道“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能够表达 

的多”。①这些知识很难向组织中的其它人传授， 

从而很难共享。默示知识可以分为常规型默示知 

识和超常型默示知识。常规型默示知识是一般人 

身上具有的特殊的技能、手艺和经验，比如说会修 

车。超常型默示知识是指具有经济和社会开创性 

价值的特殊天赋、灵感、兴趣、爱好和激情，比如说 

发 明家。 

创新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超常型知识，既需 

要超常型的默示知识，也需要超常型明示知识，但 

是更需要超常型的默示知识，因为超常型默示知 

识的增值性更强。在原始型创新中，超常型明示 

知识无疑是重要的，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的理论。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当超常型明示知 

识成型的前一阶段，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凭 

借个性特征、兴趣爱好、梦想激情、灵感创意蕴含 

的超常型默示知识进行的艰苦探索，所以超常型 

默示知识存在于超常型明示知识，在原始型创新 

中起作用 。或者说超常型默示知识是原始型创新 

的发动机 ，而超常型明示知识则是原始型创新的 

成果和外在表现。从时间序列的动态角度看，超 

常型默示知识处在超常型明示知识之前，超常型 

默示知识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可以生成为超常 

型明示知识 ，然后又有新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产生 ； 

超常型明示知识和超常型默示知识各自相对独立 

存在 ，既有一个互相补充的关系 ，也有一个互相转 

化的关系。但是超常型默示知识总是领先于超常 

型明示知识 。 

表 5 各类知识 的定义 与举例 

我们从超常型默示知识往往存在于超常型明 

示知识之前的时间特征可以断定，年轻人中存在 

着大量的超常型默示知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 

多年轻人不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表达 自己的知识， 

但是却能够凭借激情和天赋进行创业。年轻人可 

能在明示知识的拥有上 比不上中老年人 ，甚至在 

常规知识上也不如中老年人，但是在默示知识的 

拥有上，尤其是超常型默示知识的拥有上比中老 

年人更有优势，在中老年人的明示知识辅佐下，年 

轻人的超常型默示知识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价值。这就是人类知识分布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我们对于这种知识分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 

了解才刚刚开始。 

五、从常规型知识管理到超常型知识的治理 

设定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主要拥有者是年轻 

人，对于年轻人创业的激励实际上是对于超常型 

默示知识运用的激励，中国正经历从改良型创新 

经济阶段 向原始型创新经济阶段 的转型 ，尤其需 

要建立超常型默示知识的管理制度系统。 

(一)转变以常规型知识为主导的知识认知 

模式，确立以超常型默示知识为主导的知识认知 

模式，建立有利于年轻人创新创业的科学的知识 

理念系统 。 

什么样的知识算是知识?对中国的精英和大 

①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民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49—53页。 

45 



方竹兰 于畅 论中国原始型创新的流程及治理机制 

众来说实际上并不太清楚。从 中国人 目前的行为 

方式判断 ，中国人习 以为常的知识概念 内容主要 

是常规型知识 ，原本是最重要 的知识 内容 的超常 

型知识尤 其是超常 型默示知识往 往被忽视 。比 

如 ，就知识内涵而言 ，总是注重能够用语言和文字 

表达的知识 ，为什 么?没有 文字 和语言表达 的知 

识被认为没有评判标准，靠不住；就知识外延而 

言 ，对既定的规制的尊重往往超过对新生事物的 

认可，为什么? 因为既定 的规制往往 已经被大家 

遵守，成为常规型知识 ，而新生事物则是未被大众 

认可的新知识；就知识主体而言，相信老年人超过 

相信年轻人 ，为什么?因为 老年人 的知识一般是 

可以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 的明示 知识 ，而年轻 

人的知识还不能 系统地用语言和文字表达 ；就知 

识的载体而言，集体的知识往往凌驾于个体的知 

识之上，为什么?因为集体的知识是集体内每个 

成员的共享知识 ，而共享知识往往是常规型明示 

知识，个体知识往往是个人独有，个人独有的知识 

不是超常型默示知识 ，就是常规型默示知识 ，集体 

很难分享 ；就知识的生产方式而言 ，引经据典往往 

比超前探索更顺利，为什么?因为可以引经据典 

的知识一般 已经是前人创造 的超常型知识 ，被今 

人广泛学习后成为常规 型的知识 ，超前探索 的知 

识往往是今人还没有创造 的潜在 的超常型知识。 

中国千百年来历史文化传统潜移默化下的知识认 

知模式，已经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超常型 

知识的存在。所以，中国原始创新力建设的第一 

步是建立以超常型默示知识为主导的新的知识认 

知模式。 

(二 )以新 的知识认知模式指导教育改革 ，把 

培育青少年 的超常型 默示 知识作 为教育 的首要 

任务 。 

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不能只靠通过海外人才 

引进解决 ，从根本上说需要 中国自己的教育 系统 

培养 ，所 以教育体制改革 迫在眉睫。根据超常型 

默示知识培育和应用 的规律 ，在常规 型知识 的教 

育基础上 ，将培育学生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作为教 

学的 目标和重点 。探索超常型知识培育和应用的 

规律，围绕增强青少年创新 的知识和能力 的培养 

目标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基础 

上 ，持续培养学 生 的观察思考能 力、分析批判 能 

力、想象开拓能力 、创意试错能力 、实验操作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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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困解难能力 、协同合作能力 、组织规划能力 。大 

大压缩对常规型知识的教学和考核，探索对天赋、 

特长 、兴趣 、爱好 、灵感、激情 、梦想 、创意培育的教 

学和考核方法 ，从常规型知识 的教学与考核为主 

转 向超常型知识 的教学考核为主。围绕新的教学 

内容 ，教学 目的、教学方法 、教学评估展开全面改 

革 ，使中国教育适应原始创新型 国家能力建设 的 

需要。 

(三)进行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制度建设， 

深化行政等级为特征 的人事制度的改革 。 

自上而下的以行政等级为特征的人事管理制 

度反映出旧的知识管理模式的弊端——根据常规 

型知识 的特点将人 事管理集权化 、统一化、等级 

化。集权化容易使权力拥有者 自己的个体知识存 

量作为知识管理 的标准 ，导致权力拥有者的权力 

自私和知识 自负 ；统一化容易使常规型知识在行 

政等级的管理系统中成为主流，而超常型知识则 

被边缘化；等级化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强调 

管理的规范和稳定 ，对超常的知识有一种天生 的 

厌恶和抑制。 

从被管理者的行为方式看，为了在等级体制 

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体制内个人不得已把 

自己的知识存量和增量调整为符合常规型知识 的 

预设框架 ，那些不在领导视线之内的超常型知识 ， 

尤其是超常型默示知识就可能被压抑和消减，自 

生自灭。即便是 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发现并容忍超常型默示知识，也由于其层 

层叠叠的等级决策结构，而使超常型默示知识的 

认可过程变得滞后和僵化 。由于年轻人 的超常型 

默示知识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的隐形知 

识 ，所以，让所有年轻人在一个开放 自由的环境放 

开手脚想事做事 ，维系公开 、公平 、公正的竞争局 

面 ，通过能力本位的竞争，让拥有超常型默示知识 

的年轻人不需要关系、背景就能脱颖 而出是制度 

设计的第一环节 ；对年轻人失败采取宽容的态度 ， 

把年轻人的失败后再创业看成是年轻人超常型默 

示知识 的认识和评价过程 ，建立失败后 的继续创 

业 的扶持机制。管理者不能替代年轻人 自己去挖 

掘 自己的知识，只能是诱导他们自我发现，放开草 

根创新 ；管理者需要有 系统地激励年轻人创新失 

败后 的再创业 ；超常型默示知识 的产生和应用是 

动态竞争的，但又是脆弱稚嫩的，需要管理者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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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 

1．原始创新的启动作用 

原始创新源于原始创意，原始创意启动原始 

创新。原始创意源之于直觉想象能力。原始创新 

型人力资本具有直觉未来的灵商，直觉本质的悟 

商。其最大特点是发挥自己独特的超前超常想象 

力，提出新的创意，力排众议，在现在显性的“无” 

中看到潜 在 的未 来 的 “有 ”，推 进 未 来 的无 中 

生有 。 

2．原始创新的试错作用 

原始创意是发散的、模糊的、粗糙的、稚嫩的。 

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凭借自己的兴趣爱好，激情 

执着于反复实验试错的过程，把原始创意逐步变 

成为相对清晰明确的、可规划操作的创新 目标。 

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具有高瞻远瞩的志商，持之 

以恒的意商，是专门愿意从事试错工作的人力资 

本，而试错是让原始创意逐步清晰、逐步成熟的唯 

一 途径 。 

3．原始创新的冒险作用 

试错是有成本投入，有失败的风险的，也许失 

败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成千上百次。即便经历了 

失败，也不意味着原始创新一定会成功，一般人力 

资本不能承受此类失败，而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 

基本上是高风险承担者，具有触底反弹的逆商，虽 

然遇到失败会痛苦、会犹豫，但是最终能够承受原 

始创新过程中的各种挫折 ，矢志不渝 。 

4．原始创新的解释作用 

直觉式创新虽然是原始创新的第一和关键的 

阶段，还是需要其他的阶段进行接续，直觉式创 

新一解释式创新一逻辑推理式创新一扩散式创 

新 ，是原始仓 新 四个必经的阶段。在这 四个必经 

阶段中，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大多处于直觉式创 

新阶段，与后续创新型人力资本之间的衔接通过 

解释式创新阶段进行。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后 

续创新的人力资本 ，以及一般劳动者之 间的关系 

的初始建立和健康发展依赖于解释式创新。 

5．原始创新的主导作用 

因为原始创新的初始阶段是直觉式创新，要 

经过解释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扩散式创新各 

阶段。能够从事直觉式创新阶段的人力资本群体 

特点是想象能力、预见能力、开拓能力、无中生有 

的能力相比于其他创新的人力资本更强，能够引 

领其他类型人力资本的后续创新。从发起原始创 

新到最后产生原始创新的成果，整个原始创新过 

程，这部分人的思想理念、行为习惯、运作模式天 

然构成原始创新的主导线。如果没有原始创新型 

人力资本的主导，创新只能停留在引进模仿层面， 

很难提升，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其他类型的人 

力资本起主导作用。 

知识人事制度的重要特点是超常型明示知识 

与超常型默示知识之间的循环关系的建立。激励 

年轻人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不是政府运用行政力 

量事无巨细地去操作，也不是政府设计一个工程 

去分配资源。而是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具有的超 

常型明示知识对年轻人 的指导和识别功能，让专 

家学者充当培育年轻人的主角。各个学科、行业、 

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在充分掌握常规型明示知识的 

基础上具有本专业的超常型明示知识，专家学者 

的超常型明示知识对于处在萌芽期的超常型默示 

知识有鉴别、发现、培育、引导、扶持、保障的巨大 

功能。让专家学者成为年轻人超常型默示知识的 

发现者、培养者、资源配置者是知识人事制度的运 

行特点。 

(四)构建新的知识管理的组织结构 

拥有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 

的合作通过各种私缘关系起步：爱好之间的趣缘、 

灵感之间的心缘、目标之间的志缘、性格之间的气 

缘、精神信念的神缘、亲人之间的血缘、朋友之间 

的情缘、同乡之间的地缘、同学同事之间的业缘、 

个人利益的物缘等。自治型合作是直觉式创新的 

人力资本的结合方式。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主体是 

年轻人，知识主体结合的依据是超常型默示知识 

拥有者之间的互相欣赏和吸引。他们之间的结合 

一 定是在互相欣赏和吸引基础上的横向合作。横 

向合作的自组织可以与纵向管理的正式组织并 

存，激活组织的活力。如自组织的小企业、自组织 

的小银行、自组织 的风险投资、自组织 的科研 团 

队、自组织的教学 团队、自组织的中介服 务、自组 

织的评估机构、自组织的社区管理、自组织的学校 

管理 、自组织的实验室管理、自组织 的诚信管理 、 

自组织的协会、商会、公共交流平台等。社会组织 

结构呈现横向合作架构而不是纵向等级架构。即 

便在等级结构中，也需要开辟 自治空间，比如科研 

共同体，教授治校等；需要创新鼓励社会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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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法律法规 ，允许年轻 人在 自组织 的基础上 

应用自己的知识进行创新，不受传统层级组织结 

构的束缚，实行弹性组织结构制；由于超常型默示 

知识具有专用性 、依存性特点 ，创新的组织结构必 

须为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的人力资本结合提供 

载体 。从原始型创新 的时间流程看创新组织 ，在 

科技研发的环节 ，是便 于原始 型科研开发 的学术 

团队、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队都是 自 

发的、变动的。在技术创新环节，是便于创新的小 

型企业。在创新成果转化的环节 ，是 围绕创新所 

需的市场中介。在创新服务 的环节 ，是为创新服 

务的社会 团队，所谓产学研用之 间关系就是这样 

逐步发展起来 的。在私缘关系基础上建立的社会 

微观 自组织有可能在职业关系、行业关系、阶层关 

系、权利关系 、地区关系层面上形成社会 中观 自组 

织 ，在年轻人 自由组合基础上 的 自下而上的中观 

自组织。 

微观创新 自组织和中观创新 自组织构成创新 

的社会组织系统 ，将从事创新的社会组 织与国家 

组织进行对接 。国家组织是在社会 自治组织基础 

上建立 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与超常型明示知识在 

社会 自治组织的环境中生长应用 。确定国家组织 

权力根源于社会的授权 ，限制国家组织对创新 的 

干预和高成本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国家组织对社 

会创新的敬畏心态 ；不干预社会创新 ，跟进社会创 

新 ，对社会创新 自治组织 的跟进 一创新知识 的跟 

进 ，微观、中观引领宏观 ，宏观组织需要 意识到被 

微观引领 阶段的存在 ，接受微观和 中观创新组织 

的调控 ；创新知识和创新组织是超常规的 ，超常规 

会对常规带来一定 的不稳定性和破坏性 ，但是这 

种破坏是建设性破坏 ，国家组织依靠社会组织 的 

活力保持活力 ，在社会创新组织的需要 中确立 国 

家组织的创 新职能。保持 国家组织创新职能 ，需 

要政治组织 的开放竞争，让超常型明示 知识拥有 

者在竞争中脱颖而出。① 

(五)创新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复合产权制度 

超常型默示知识具有高创造性、高价值性特 

点，但是不能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的特点使产 

权保护比较困难。为原始型创新服务的知识产权 

制度在激励保护各种知识 的同时 ，尤其需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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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超常型知识 ：对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产权保 护 

制度内容核心是对年轻人天赋、灵感、兴趣、爱好、 

激情、探索、想象、创意的产权保护。我们现在对 

于年轻人 天赋、灵感 、兴趣 、爱 好、激情 、探 索、想 

象、创意的保护是从管理方法层面进行的，而这恰 

恰是 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 的缺 陷，应该把方法层 

面的管理上升到权利层面的保护 。对于年轻人超 

常型默示知识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年轻人 

人格特征 的保护 ：年轻人的天赋权 、灵感权 、兴趣 

权 、爱好权 、激情权 、探索权 、想象权 、创意权 的权 

利的正当性 、合法性 、主导性 、可操作性 的保护 ，我 

们认为，正当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 

际，这种保护比招商引资更为重要 。 

对于超常型明示知识 ，主要是对科学家、企业 

家等的专利权 、著作权等 的产权保护。不仅要从 

国家层面一般性地用专利 、著作权等成果型产权 

制度来保护 ，而且 是对 于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价 

值的认可，应系统地贯穿到整个原始型创新 过程 

的制度建设中。在创新型默示知识管理 中需要确 

立复合型产权制度 ：一是从 国家层面，对于超常型 

默示知识通过实践转变为超 常型明示知识后 ，用 

专利 、著作权 、品牌等显性产权制度来保护 ，但是 

这只是宏观层 面的产权保护。二是从企业层面 ， 

当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将企业创建成功后 ，企 

业 内部需要有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保护 ，在企业股 

权 比例上 ，以及期权价格上、年薪上 、决策权利上 

体现超常型默示 知识 的价值 ，保 障超常型默示知 

识对企业的控制 。这是企业制度上 的线性产权保 

护 。三是隐性产权保护 ，所谓 隐形产权保护制度 

是显性制度背后的文化层面上的产权保护—— 国 

家给予实践中的超常型默示知识的探索的认可与 

保护。创业 自由、平等竞争 、协商讨论 、个性表达 、 

包容失败 、表达宽松、异见宽容 、人事宽厚的文化 

环境都可以归结为隐形产权制度 。不是要用明确 

的契约文字保护 ，而是用氛围、用文化 、用社会精 

神心态保 护 ，是全社会 对创新创业 的认可 ，对个 

性 、激情 、兴趣爱好 、灵感创意、开拓探索的尊重和 

支持。从超常型默示隐形制度建设层面上的知识 

保护，是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制度建设中的软制 

度建设 。按照宪法赋予 的权利 ，给予原始创新 型 

① 徐冠华：《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中国基础科学))2003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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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想象 的 自由、创意的 自由、批评 的 自由、 

创业的自由、组合的自由、交易的自由。允许超常 

型知识拥有者个性表达、平等竞争、协商讨论、试 

错实验、创造表达宽松、批评宽容、试错宽厚、人事 

包容的文化环境。形成全社会对创新创业的尊敬 

感和荣誉感。国家层面的保护不仅是在专利、著 

作、品牌形成后的制度规范，更是在专利、著作、品 

牌形成之前的超常型知识的隐形的文化层面的激 

励与保护 ，比如对年轻人 的兴趣 、爱好 、灵感 、激 

情、梦想、创意权利的隐形的软保护，这种保护可 

能比显性保护和硬保护更重要。 

将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的权利着眼于在超 

常型默示知识的超常应用的自由度上。其权利结 

构是：爱好权、创意权、探险权、合作权、信用权、失 

败权、反思权、期利权、享誉权。 

对超常型明示知识拥有者的权利侧重在知识 

传播的自由度上：超常型明示知识拥有者是专家 

学者，主体是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对年轻人超 

常型默示知识实践的总结，还是他们自身理论研 

究的总结，都已经是用文字和语言系统表达的知 

识。这种知识能够将创新者与普通大众相连接， 

特别是实现超常型默示知识对社会常规型知识的 

引领，将社会结成一张创新网。专家学者的权利 

结构是 ：思想权 、表达权、质疑权 、批判权 、自治权、 

对话权、协商权、决策权、传播权、引导权。 

对常规型知识拥有者的权利侧重在常规型知 

识应用的平等机会上，愿赌服输：创业权、竞争权、 

交易权、组织权、保障权、财产权。 

(六)推进超常型默示知识的自治型评价 

自治型评价是直觉式创新过程中的优胜劣汰 

机制，指市场与社会存在的公平竞争机制，使社会 

有原始型创新潜能的人力资本具有可持续创新的 

内在压力和外在动力。通过此起彼伏的直觉式创 

新自发行为产生可持续的原始型创新波峰。自治 

型评价可以是市场竞争的评价，也可以是社会同 

行的专业评价，也可以是社会第三方的公共评价， 
一 定不是靠行政等级组织的行政评价。对胜者而 

言是自治型超越，对败者而言是 自治型退出。原 

始型创新领军人物和原始型创新领军企业的替代 

超越不是依靠行政计划 ，而是依靠市场和社会公 

平竞争进行的。胜者的自治型超越根源于超常型 

默示知识的动态性 和阶段性特征 ，当一段时间内 

的超常型默示知识经过发展成为了超常型明示知 

识甚至成为常规型明示知识后，其阶段性功能开 

始下降，更具有潜在经济与社会价值的直觉式创 

新者赶超前辈创新者 ，从边缘升为主流引领创新 

潮流，此起彼伏的动态性超越恰恰是 自治型评 价 

的常态 ，不变的是变。否则社会的科技进步放缓 ， 

产业结构提升受阻，经济发展会缺少动力和活力。 

自治型退出也是市场和社会公平竞争的结果，而 

不是行政评价的结果。在直觉式创新中，一旦超 

常型默示知识缺乏 ，只要拥有 常规型知识 的人力 

资本在公平竞争 中落伍 ，就有可能要退 出原始型 

创新的前沿 ，关 键是经济与社会评价 的公 平性。 

退出不等于完全的失败，可能是进入下一次直觉 

式创新的准备和积累阶段，自治型创新治理承认 

并推动超常型默示知识之间在空间状态和时间序 

列上的动态竞争，鼓励幼苗时期的超常型默示知 

识成长，引领新的时代潮流。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明显存在着提升 

原始创新能力的制度潜力 和改革红利 。只要我们 

及早重视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制度建设，培育 

越来越多的原始 创新 型人力资本 ，用越来越完善 

的制度激励原始创新 型人力资本从事原始 创新 ， 

我们就可以极大地缩短中国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 

水平的差距 ，实现 中国产业结 构的升级和经济发 

展模式 的转型。 

(责任编辑：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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