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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一种良好的成长模式是高技术企业得以健康成长的基石。在对国外高技术企业的成长过程和模式分

析的基础上，针对国外高技术企业的典型成长模式（自成长模式、政府主导型成长模式和混合型成长模式）中的参与主
体、资金来源、技术创新和企业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得出适应我国高技术企业现状和特点的成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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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高技术企业已被世界公认为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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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问题、科技成果的转化

的，即自主创新、引进技术以及两者相结合

机制问题和高技术产业化的条件、模式及战

的模式；在发展阶段，主要有组织变革激励

略 ３ 方面的内容，中观层面着重研究了高技

型、技术创新推动型、资本运作扩张型和混

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器和主要动力。近年来，

术产业开发区的孵化作用和风险投资的催

合型发展模式，这个阶段的高技术企业依靠

我国高技术企业发展很快，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４

化作用及如何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微观

组织的变革、技术的创新和资本的运作等方

年年均增长速度达 ２５％，工业增加值中的比

层面研究了技术创新和技术渗透如何促进

式，使高技术企业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在成

重也由 １９９８ 年 ９．２％提高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３％

企业自身的发展。企业成长理论虽然包括了

熟阶段，主要有分叉变异、再生性增长及同

左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如欧盟

复杂多样分析角度的概念体系 ［２］，但也形成

态消亡模式，其中分叉变异模式指高技术企

各国高技术企业人均增加值是我国的 ４ 倍

了对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共识，即企业成长就

业的成长方向的改变，再生性增长模式指衍

以上［１］。因此，
如何加强和促进高技术企业的

是企业产品和组织规模从小到大，企业核心

生科技小企业，同态消亡模式则是指一些高

蓬勃健康发展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

竞争力由弱到强，不断强化提升的过程。其

技术企业进入业务萎缩状态而破产和消亡。

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成长过程包括“量”的扩大与“质”的变革，量

由于高技术企业具有时间后继性，决定

企业成长理论源于劳动分工论，斯密

的成长促进着质的成长，质的成长需要企业

了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演化是与整个企业群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蒂格勒（Ｄｅｇｏｕｌｅ，１９７５）和

量的积累，量的扩张是企业成长的结果，质

本文
甚至产业的演化交错在一起的［５］。因此，

马歇尔（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８９０）等分别用规模经济

的变化是企业成长的核心内容［３］。

对高技术企业成长的研究是站在微观和中

解释企业的成长。此后，科斯（Ｒ．Ｈ．Ｃｏａｓｅ，

企业成长或系统演进的一般过程包括

观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国外高技术企业的成

１９３７）、彭罗斯（Ｅｄｉｔｈ Ｐｅｎｒｏｓｅ，１９５９）、巴顿（Ｄ．

产生、发展、成熟、老化与再生。但由于高技

长模式的对比分析，结合我国高技术企业发

Ｂ．Ｂａｒｄｏｎ） 以及我国学者杨小凯等人分别从

术企业的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高智力等

展现状和特点，找出适合我国高技术企业的

交易费用、企业资源能力、核心竞争力和市

特性，使得高技术企业的成长过程和模式具

成长模式。

场交易效率来研究企业成长的问题。国内高

有自己的特殊性［４］。在产生阶段，
高技术企业

技术企业的成长分别从宏、中和微观 ３ 个层

的成长模式主要有内生型、导入型和混合

面展开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可归结为高技

型，这 ３ 种成长模式是从高技术这个角度说

１ 国外高技术企业成长模式对比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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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

术企业成长的直接支撑和直接标志，因此高
技术企业的成长与技术的演化具有极强的
正相关性，技术创新的方向决定着高技术企
业成长的方向［５］。３ 种成长模式中技术创新的
形式如图 １ 所示。
自成长模式将技术创新视为企业生命，
而且技术来源形式多样。除了自创技术，通
常委托大学、研究机构或其它企业进行合作
研究，还通过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等自由开
放的形式引进国外技术或购买国外技术专

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模式是多种生存手

利。为了生存需要，自成长模式十分注重科

段和发展要素的组合。由于国家间的历史背

技成果的转化和科技产品的市场化。

景、政治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

政府主导型模式中企业技术活动以“引

源的差异，每个国家的高技术企业都有不同

进—消化—改进—赶超”为主要形式。采用

的成长特点。综合看来，国外典型的高技术
如表 １ 所示。
企业成长模式主要有 ３ 种，
在这 ３ 种模式中企业成长的构成要素
存在着很大差别。
（１）参与主体。高技术企业成长过程中，

的运作，包括创业资本与风险投资，创业资

低廉的费用购得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短时

本由政府机构以其支持政策组织提供，风险

间内形成生产能力，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

资本从金融市场上获得。
政府主导型模式中资金来源于政府的

进电视技术 ３６ 次之多。

不同的参与主体表明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

高度干预和支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外

策和指导思想的差别。这 ３ 种成长模式的参

贸、外汇、外资政策等方面对企业进行全面

与主体如表 ２ 所示。

宏观管理，如日本政府为给高技术企业提供

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待企业技术基础形成

低成本的巨额发展资金，统一实施金融政

后，以技术劳务输出的方式拓宽研发领域、

策，日本企业发展资金约有 ６０％以上依靠国

占据国外市场。

有商业银行银行的储蓄提供，只有 １０％￣
１２％来自股票和债券的发行［６］。

混合模式中以技术引进和模仿为主。依

（４）企业文化。优秀的企业往往很注重
企业文化对企业员工行为和心理的导向、凝

混合模式中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支持和

聚、
激励、
约束和协调的功能。在企业长期的

自成长模式中企业、大学和政府组成了

国内资本市场。在产生期，资金依靠政府制

生产经营管理实践中，不同成长模式的高技

一个有机的系统。政府承担宏观引导调控作

定的支持政策获得；在发展期，资金主要由

术企业所形成并为企业全体员工所认同的

用，制订法律和支持政策，向大学提供科研

国内运作规范、秩序良好的资本市场上获

价值体系也呈现不同特点，
如表 ４ 所示。

基金进行专项研发，还向企业提供基金扶持

得，依靠国外投资比较少。企业发展资金对

创业。大学不仅是知识和人才的发源地，还

外界依赖程度较低。即使在企业成立初期，

创业精神。创业精神推崇以创业为乐，同时

要承担重要科研开发任务。企业的核心任务

由政府提供的资金也是有限的，大部分资金

又容许失败。在硅谷，
人们崇尚自己创业，
大

是技术创新和资本运作，即解决企业的技术

都由国内资本市场获得。

量的专家从研究所或公司跳槽出来，借助风

和资金问题。
政府主导型模式中，产业政策和技术创
新均由国家统一制定实施，国家政策与企业
尖端技术和产品开发项目相结合进行技术
再创新。
混合模式中企业和政府共同作为企业
成长的主体，政府对企业的资金支持有限，
利用外资很少。
（２）资金来源。高技术企业的研究开发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是高技术企业知识
和人才密集型特点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市场
风险所决定的。不同的成长模式其资金来源
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如表 ３ 所示。
自成长模式中资金主要来源于对资本

１０２

吸收，进行二次技术创新取得“后发效益”
。
如日本仅向美国无线电公司一家，就反复引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３）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与升级是高技

自成长模式下企业文化的价值核心是

险投资，将创业精神作为推动企业不断前进

企业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

的不竭动力，创立自己的公司，发行原始股，

年的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取得了较大的发

术、资金、人才和企业孵化的重要性已经勿

将一些新的设计思想转化成产品投入市场，

展，涌现出了一批高素质的大型科技企业，

庸置疑。由于我国信息集成化、生产自动化

逐步发展为高科技大公司，使硅谷成为企业

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联想集团、四通集团

和信息网络化水平较差，利用仿真与虚拟现

家的诞生地。据统计，平均约九成的创业者

等。但是从整体规模和质量看，我国高技术

实技术，需要高性能计算机及高速网络的支

或创新者是不成功的 ，因此人们对创业中

企业的发展资金和企业孵化存在的问题最

持。这种采用群组协同的虚拟制造方式更适

的失败通常很宽容。

为突出。发展资金的问题表现为：
第一，
资金

合我国今后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另外，高技

政府主导型模式推崇团队精神。团队精

短缺、融资结构不合理。根据国家科委的统

术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生存，必须以良好的经

神来源于激烈的外部竞争，企业内部建立共

计，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自筹资金

济体制为保障。因此，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

同的目标应对外部竞争，员工间的合作精神

占 ５６％，国家科技计划拨款占 ２６．８％，风险

模式应从技术创新、资本运作、创业孵化、人

最终形成以
“忠诚”
为核心价值的高度敬业的

投资仅占 ２３％。这种融资结构制约着高技术

才开发和体制建设 ５ 个方面展开（如图 ２ 所

团队精神。团队精神认为劳工和公司的关系

企业的发展；第二，企业规模小，难以通过资

示）
。

是合作性质，
主张融洽劳资关系［８］。团队精神

本市场直接融资。我国大部分高技术企业规

与市场竞争相结合，将企业内部的摩擦内耗

模小，成立

降低到最小，
充分发挥了企业的团队作用［９］。

时间短，尚

混合型成长模式注重培育人才和开拓

不具备在

市场。例如，印度对人才的培养既注重对复

这些资本

合型人才、语言能力、沟通能力的培养，又大

市场上市

力发展规范化的职业教育，使高技术人才既

的条件；第

熟悉专业知识，
又懂管理知识。另外，他们还

三，风险投

采用技术外包的形式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市

资机构大

场开拓。据业界预测，２００６ 年全球软件外包

多成立时

市场将达到 １ ０００ 亿美元，全球软件外包生

间较短，管

产中心的印度软件出口占到了全球市场的

理经验不

［８］

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企业成长的首要任

２０％［１０］。著名软件公司 ＴａＴａ 和 Ｉｎｆｏｓｙｓ 就是

足，运作过程还不规范，对高技术企业的培

务。在企业产生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

依赖这种外包形式实现企业规模和效益快

育辅助作用较弱。企业孵化的问题主要是指

备，缩短研发周期，同时要重视消化吸收；在

速成长［１１］。
通过对上述 ４ 方面的对比分析，自成长

高技术企业的成活率和高技术产业化的问

发展期，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

题。一方面，
我国高技术企业的成活率很低，

新，这是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必经之路；进

模式、政府主导型模式和混合模式的优点及

特别是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的成活率只有 ５％

入成熟期，应该在一些实用技术、工艺技术

其局限性，如表 ５ 所示。

～２０％，远低于发达国家约 ８０％的水平；另一

等方面进行新的开发，从而超过竞争对手，

方面，我国高技术产业化水平低，高技术企

取得技术优势。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应该学

业的规模化和产业效益均不显著。

习日本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思想，既积极引进

２

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模式的选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面向高速成长

尖端技术，又大力进行二次技术创新，大量

１９９５ 年后才进入迅速发展期，按照国家科技

性企业的创业板股票市场的陆续设立，各国

开发节能、高效、实用的新技术、新产品，使

计划所确立的口径统计，目前我国高新技术

正在探索高技术企业成长的新模式——
—５ 要

企业得到快速成长。

企业约 １０ 万家，主要由民营科技企业、高新

素模式，即以科技成果为核心、以创业孵化

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能为高技术企业

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高等院校的高新技术

为依托、以虚拟制造为形式、以风险投资为

提供充足资金支持。由于高技术企业的高投

企业和科研院所转制企业构成。经过 １０ 多

动力、以资本市场为源泉的成长模式 ［１２］。技

我国高技术企业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

入和高风险，在企业产生期，所需的创业资
金由国家扶持和企业承担为主；在发展期，
企业的资金来源于风险资本和企业资本，美
国硅谷风险投资的平均年回报率早已超过
５０％，所以既要提升企业自我造血能力，又
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将社会资本有机整
合、有效利用，用活用好企业发展资金；进入
成熟期，风险资本逐步退出市场，通过二板
股票市场能为更多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
资金支持［１３］。
企业孵化器是新创企业聚集的含有中
小企业生存与成长所需共享服务的系统空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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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它可以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企业的成活

业政策，目的是建立和培育创新企业的成长

率。企业孵化器帮助创业者把发明和成果尽

机制。政府不仅要降低创新企业的进入壁

［４］Ｇｅｒａｌｄ Ｖｉｎｔｅｎ．Ｔｈｒｉｖｉｎｇ ｏｎ Ｃｈａｏｓ：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 ｔｏ

快形成商品进入市场，使新兴的小企业成熟

垒，还要鼓励各种创新的想法产生并大胆尝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１９９２，

长大并形成规模，为社会培养成功的企业和

试，在高技术企业的萌芽阶段实施保护、鼓

出版社，
１９９６．５６－ ５８．

３０（８）：２２－ ２８
［５］
［ 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Ｍ］．周光发

企业家。目前全世界的企业孵化器近 ５ ０００

励和扶持政策。发展期需要协调发展政策，

家，美国孵化器研究专家研究表明，未经过

目的是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完善风险

孵 化 器 孵 化 的 企 业 ，５ 年 的 存 活 率 只 有

资本市场。企业应组织科研人员开发新产

２０％，而经过孵化器孵化的企业 ５ 年的存活

品、新工艺和新市场，培育自己的经济实体，

率是 ８０％。在产生期，孵化器的主要目的是

以多种形式发展产学研一体化组织；鼓励和

对科技项目的孵化，促使富有发展前景的科

促进风险基金形成和壮大，保证金融部门良

技、发明或专利转化为科技产品；在发展期，

好的运行制度和严格的监管水平，防范财政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

孵化器的主要目的是对企业的孵化，完成企

风险和金融风险，设计好风险基金的退出机

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Ｊ］
． Ｊ．Ｅｃ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业体系整体功能的完善，帮助企业抵御来自

制。成熟期需要引导政策，保持制度的灵活

市场、技术和不可预测的风险，使小企业逐

性、连续性和配套性。

步成长壮大，直到企业有自我保护、自我发

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现状，

展壮大的能力；在成熟期，孵化的主要目的

基于对国外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模式的对比

是实现高技术企业的集群化、规模化和产业

分析，具备上述 ５ 个要素，企业成长就可以

化，
即实现企业在宏观层面上的成长。

形成科研开发→企业孵化→风险投资→企

人才开发和培育为高技术企业提供宝

业上市→科研开发的发展链，构成高技术企

贵的智慧资源。企业产生期需要大量优秀高

业成长的良性循环。在高技术企业成长过程

技术人才，这时主要采取吸引外地人才包括

中，注重对技术创新、资本市场、企业孵化、

国外高科技人才，将他们作为高技术企业的

人才开发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各环节因素之

第一智力资源，有效利用并创造价值；在发

间的相互协调、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为我

展期，重点是对企业员工广泛意义上的能力

国的高技术企业成长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

培养和素质的提升，包括专业技能和综合技

道路。

能的培育；到成熟期，企业最需要复合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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