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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的构建
———以四川省为例

何秋洁１，周志兰１，何南君２

（１．西华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３９；２．西华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３９）

摘　要：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不仅可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还可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四川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建设基础，探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的构建，并提出推进创新体系构建的对策建议：

探索多样化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加强军民融合创新合作交流，完善军民融合创新服务保障体系，完善法规制度

和配套政策。

关键词：军民融合；创新体系；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四川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１３１Ｘ（２０１８）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５

犜犺犲犐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犛狔狊狋犲犿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犇犲犲狆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

犕犻犾犻狋犪狉狔犮犻狏犻犾犻犪狀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犜犪犽犻狀犵犛犻犮犺狌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犪狊犪狀犈狓犪犿狆犾犲

ＨＥＱｉｕｊｉｅ，ＺＨＯＵＺｈｉｌａｎ，ＨＥＮａｎｊｕｎ

（Ｘｉ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ｎｏｔ

ｏｎ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ｅ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ｅ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ａ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ｐｅｒｆｅｃｔｔｈｅｌａｗｓ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ｃｈｕａ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谈到建立军民

融合创新体系，可见，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对国

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四川不断加快军民

融合的深度发展，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

成效显著。四川已拥有航空、核动力等十大军民融

合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同时其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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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着力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四川军民融合推进

工作已走在全国前列，但在健全体制机制上应采取

更有力的措施。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军民融合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Ｌｉｂｅａｒｓ以美国研究性大学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

这些高校在国防建设中的作用，分析了研究性大学

的军工方面研究人员与军工产业之间的互动关

系［１］。Ｈａｍ等通过案例分析了私营企业和国防实

验室在研军工产品的情况，发现二者都认为军民融

合的模式优于各自分割的模式［２］。Ｂｕｓｚａ虽然没

有明确给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体系”的概念，但其

紧紧围绕“如何实现协同创新的军民融合”进行了

一系列研究，如国防发展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和作用、国防对民用部门“溢出”的作用机制等［３］。

Ｊｕｄｉｃｈ等深入研究了国防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

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国家科技发展与军民融合的

联系［４］。

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军民融合创新

体系。贾玫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西三角”国

防科技的优势，并就如何利用已有优势推进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构建军民融合自主创新体系提出自己

的主张［５］。沈兆欣等重点介绍了北京市丰台区军

民科技融合创新体系建设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以

期为军民融合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６］。黄花分析

了创新体系构建的必备要素，从参与者、资源和子

体三方面设计了军民融合创新体系［７］。姬鹏宏等

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创新体

系的基本构成入手，通过对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构

成要素和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提出需求发布、计划

协调、技术转移、合作创新、采购改革、军品免税等

对策建议［８］。王庆等指出，军民融合是促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以创新驱动为视角大力构

建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

提［９］。浙江省咨询委决策咨询研究中心就浙江省

构建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提出包括完善军民融合创

新服务保障体系、强化军民融合创新平台建设、加

强军民融合创新合作交流在内的相关建议［１０］。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体

系的研究还较少，而国内的研究还不成体系。因此，

对四川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

研究，可以为四川军民融合发展工作提供参考，对促

进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四川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

建设的基础

　　四川历来是我国国防建设的大后方，这里集聚

了大量军工资源，拥有航空航天、电子军工、核工

业、兵器等国家级研究机构和门类齐全的军工

行业。

（一）签署军民融合战略发展合作协议

自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四川在

全国率先成立省级军民融合推进工作领导机构和

办事机构，率先与１２家央属军工集团和中科院全

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２０１７年４月，四川省与科

技部、中央军委科技委签署联合推进科技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四川省委省政府主办的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专题推进会中，长虹集团就多个

军民融合项目与四川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二）鼓励并引导企业参与军民融合

为调动企业参与军民融合的积极性，四川出台

了《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

了鼓励军民融合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军

民融合重大项目建设、促进军民融合企业提升“参

军”能力、支持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十条

促进军民融合的政策措施。在促进企业提升质量

管理观念、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企业制造能力

的同时，四川降低军民融合的门槛，简化准入程序，

积极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军民融合战略发展。

目前，四川从事国防科研、生产、维修和服务的单位

已超过６００家，民营企业占比超过２／３，军民融合

上市企业超过３０家。

（三）设立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

四川将成都、绵阳、德阳三地作为全面创新核

心改革试验区，这三个地区集中了四川１／３以上的

人口和近七成的科技力量，以及一半以上的工业实

体经济，创造了四川４５．１％的经济总量。按照相

关部署规划，四川将围绕成都、德阳和绵阳这一核

心区域展开改革试验，并将绵阳重点建设为国家级

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基地。２０１６年，四川军民融合

产业规模达２８７０亿元，其中绵阳的军民融合企业

产值达到了１３７０亿元，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绵阳市的

军民融合企业产值已达７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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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民科技资源共享

２０１７年１月，四川军民融合大型科研仪器共

享平台在绵阳建成，价值数十亿元的大型国防科研

仪器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设备资源向社会开放。

多年来，一些企业由于融资或渠道问题不知道到哪

里做科研测试，而同时一些大型军工科研院所的仪

器大量闲置。因此，这一平台的建立解决了资源优

化配置的问题，既节约了资源，又提升了科研效率。

目前，四川军民科技共享平台已向公众提供技术服

务６０００余次，发布了５００套共享设备信息和定向

开放信息。

（五）设立专项投资发展基金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军民融合战略部署，推动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四川省委省政府设立了

１００亿元的省级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

主要围绕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核技术、新材料等领

域，推动四川军民融合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此

外，四川还设立了全国首家军民融合科技银行，开

发了专属信贷、保险等近５０个金融产品。

（六）搭建互联网服务平台

２０１７年６月，四川军民融合在线平台正式上

线，该平台作为技术双向转移产业化平台，提供“军

转民”科技成果转化和“民参军”一站式服务。该平

台试运行期间入驻企业已达２３０余家，产品供需超

过２４０００个，上线科技成果２０余项，共享仪器设

备３８０余套。该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为企业提供

规划咨询、供需对接、资源共享、金融服务、军工认

证咨询等军民融合一站式服务，将有力推动四川军

民融合产业的发展。

三、四川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

的构成

　　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就是在军与民之间架起一

座双向互动的桥梁，整合军民双方的人力、物力、财

力等各种要素，形成一个以富国强军为战略目标的

创新体系。军民融合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不仅关系

到国家安全，也关系着经济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

举，也是强国之策。四川作为军工大省，其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的构建对于我国的战略布局

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四川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的构成（图１）。

图１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

（一）顶层设计创新，擘画宏伟蓝图

第一，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习总书记关于推动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重要论述的精髓，用创新思维谋

求新的发展。四川省在进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

新体系建设中应该立足现实，从顶层筹划、顶层推

动、顶层实施入手，抓紧实施顶层设计，坚持需求导

向和国家主导，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

深度融合发展的格局。第二，要具有全局意识，强

化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增强军民融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第三，军队不应将眼光局限于军队和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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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内部，要主动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全局规

划，主动将地方的资源、环境、发展等因素考虑在

内，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交流联系。

第四，军民双方在进行规划时要有共赢的观念，要

充分认识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能充分配置资源，提

高双方的效益，要主动寻找双方的交叉点和利益共

同点，增强军民合作的积极性。

（二）科学技术创新，夯实物质基础

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科技

兴则国兴，科技强则国强。四川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创新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也是一场关于科学技术的

创新。目前，我国科技创新系统大体可分为军方科

技创新系统、国防科工创新系统和民事部门科技创

新系统三部分，而军方科技创新系统和国防科工创

新系统只有在装备采购和项目合作时才存在联系，

民事部门科技创新系统则与其他二者基本上没有

联系。因此，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要求这三者相互

之间加强交流合作，要积极引导军事先进科学技术

向民用领域推广，同时加大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

转化力度，充分发挥国防科技转化的效益。

（三）人才培养创新，强化智力支撑

要保证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人才是

关键。要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四川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和军民企业的转型提供保障。随着国防经济

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融合越来越频

繁，国家和社会急需一批具有创新性的高科技人

才。因此，要充分发挥军地双方的教育优势，重构

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首先，在人才培养的总体布局

方面，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军民融合人才培养法

律法规，明确用人单位、高校和学生三者之间的责

任与义务。其次，由用人单位根据自己的发展要

求，制定人才发展规划，提出用人需求。再次，军事

院校根据军民融合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与地方高

校展开深入合作，在人才培养上积极发挥军地双方

的教育优势。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应聚焦军队亟

需的学科，不求“大而全”，只求“高精尖”，实现人才

供给与需求的对接；军事院校可利用自己的优势统

筹国防生和军校生比例，与地方高校开展联合教育

训练。最后，在教师资源和平台资源上，只要不涉

及机密，军地双方可以共享；还可创新选人、用人制

度，面向全社会招聘军队亟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增

强部队对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四）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体制机制是军民融合的桥梁和保障，科学有效

的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对于引导四川走出军民融合

困境和实现军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完

善领导机构以提供组织保障。要成立专门的军民

融合领导小组，统筹制定四川省军民融合重大方针

政策。第二，完善综合协调机制。目前，四川军民

融合创新体系还未完全形成，还存在一些问题，要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交流联系，同时要促进经济建设

与国防建设之间的协调。第三，充分发挥政府在资

源配置中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市场监管。

第四，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四川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创新体系构建做到有法可依。

四、推进四川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

体系构建的对策

（一）探索多样化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

军民融合不仅仅指简单的军民之间的合作，还

包括体制融合、机制融合、资源融合等几个方面。

第一，体制融合。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涉及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还涉及军工企业、

非军工企业、高校、政府、科研院所等多个主体。因

此，体制融合是指建立一个可以协调多个主体之间

关系的组织，由其来协调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这就需要构建统一领导的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的

职能。第二，机制融合。军民融合工作机制包括战

略规划机制、军地协调机制、需求对接机制和监督

管理机制等制度的融合。第三，资源融合。资源是

开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基础，要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兼

顾军用和民用需求，使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充分流

动，合理使用。

（二）加强军民融合创新合作交流

四川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建设需要各

主体之间紧密合作和互动，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其功

能与作用。因此，应重点加强军地之间、企业与科

研院所之间的交流互动。首先，要建立军民融合信

息交流平台，加强信息管理，解决军民双方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提高军民融合创新的效率。其次，可

以采用项目合作、参观交流学习等形式加强军企、

民企、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最后，为了把握当下

经济发展的趋势，及时对军民融合的发展规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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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可由政府或者企业出面定期举办军民融合人

才交流会和经济论坛。

（三）完善军民融合创新服务保障体系

第一，加快公共体系建设，优化军民融合供需

对接服务。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要求建立无障碍

的沟通交流平台，可由政府和军方牵头整合资源，

建立军民需求对接网络平台。平台采用实名制注

册，为避免虚假信息，登记和发布的信息都需要

认证。

第二，简化审批手续，提升军民融合服务效率。

为了调动民企“参军”的积极性，有关部门在审批

时，可将相关手续进行整合简化，或在官网上公布

所需的材料清单和审批流程。

第三，发挥民营企业优势，建立多元化的融资

渠道。可针对某一高科技薄弱领域适当设立军民

融合投资专项基金，吸引该领域的民营企业参与投

资军民融合创新项目；拓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

道，开展并推广专利抵押贷款服务；针对创新过程

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可引入风险投资机构，分担高

新技术产业军民融合创新项目的风险。

第四，引进高技术人才，强化军民融合创新的

智力支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技术人才的引进

工作，并通过解决住房、子女入学、家属工作等问

题，使其能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四川军民融合发展建

设之中。根据四川军民融合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

通过在本地高校设置相关紧缺专业、增加国防生的

招生数量等办法来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

（四）完善法规制度和配套政策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新体系的建立需要科学

合理的体制机制和完善的政策制度做保障。我国

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明确军民融合的工作

内容、职责范围、相关程序等，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促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的规范化；同时可引入

创新激励机制、优惠政策、利益补偿、违法惩处机制

等，使军民企业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最大限度

调动其参与军民融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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