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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两个角度构建了评价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专家组

集体决策的 ＡＨＰ 方法、
模糊数学中的综合评判方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价，确定了各级指标的权重和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的最后得分，
进而从指标权重、
图形和排名 ３ 个角度分析了评价结果，并在结论中提出了完
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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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直接环境是指构成企业生产要素的
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环境、资本环境、技术环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

境、劳动力环境；间接环境是指不直接作用

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

于企业成长，但对其成长具有制约和引导作

发展我国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建设一个有利

用的外部要素环境，包括社会服务环境、政

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环境是非常重

策法律环境、
经济环境和产业环境。

要的。目前，在我国有利于中小型高科技企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

业成长的良好环境已经开始形成，如资本市

成长环境的构成要素进行划分，从 ８ 个子环

场的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等等，但同

境遴选评价指标，组成我国中小型高科技企

时也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通过

业成长环境理论评价指标体系 ［１］，并运用隶

构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的评价模

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鉴别力分析和反馈

型，对其成长环境进行评价，并从多角度对

检验等方法对理论指标进行实证筛选，构建

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才能找出存在的问题，

了一个将直接环境与间接环境相耦合而成

进而提出完善成长环境的具体对策。

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评价指标体

１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评价
模型构建
１．１

系，如表 １ 所示。
１．２

评价方法的选择
（１）各指标相对权重的确定。本文采取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基于专家组集体决策的 ＡＨＰ 法确定指标权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成长环境是指围

重，以最大程度地消除个人主观误差。通过

绕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创业和发展而变化，
并足以影响或制约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发展

一致性检验后的权重分配如表 ２ 所示。
（２）两环境耦合系数的确定。中小型高

的一切外部条件的总称。本文把中小型高科

科技企业的成长环境是各种环境要素相互

技企业成长环境分为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

交融、共同作用的有机整体。对成长环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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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优、
良、中和差 ４ 个
等级对应的得分分别为

应的法律法规以促进和保护中小型高科技
企业顺利成长。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和 ２５。

具体来看，二级指标中对直接环境和间

（２）定量指标得分的确

接环境评价得分的影响程度可以用绝对权

定。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重来衡量，其中绝对权重等于一级指标和二

评价对象（即黑龙江、浙江、

级指标相对权重的乘积。直接环境中，二级

山东和全国水平）进行评价，

指标中绝对权重最大的前 ４ 项指标分别是：

以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连续 ５ 年的

融资渠道完善程度、
３ 种专利申请受理数量、

将其平均值的
数据［２］为参考，

资本退出渠道宽敞程度和人才流动程度。这

最大值作基准值，其它平均

表明：直接环境的完善与发展迫切需要良好

值与基准值相比确定得分。

的技术支撑力和创新氛围，需要完善与规范

其中，全国水平是指将全国

资本市场，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与资本退出渠

总绝对量指标除以年鉴中的

道，同时还需要引进创新型、创业型人才，推

３０ 个省市所得的代表性平

动人才合理流动。

均水平。
综合定性指标与定量指

的支持程度、服务支持力度、政策法律执行

业成长环境的最终评价结果

程度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这表明：间

２ 对我国中小 型 高 科
技企业成长环境评价结
果的分析
评价，因此对其科学评价不能完全采取简单
的加权递阶方法，而应采取某种方法使各子
环境交融耦合以全面地反映成长环境的本
质。本文采用直接环境与间接环境正交的方
法，力求把握各子环境间相互交融的特点，
即分别赋予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各一个耦
合系数，并将直接环境与间接环境得分乘以
各自耦合系数后，取其平方和的开方值作为
评价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的最终得
分。用公式表示为：Ｃ＝［（Ａ·!）２＋（Ｂ·"）２］１／２，其中
Ａ、
Ｂ、Ｃ 分别表示直接环境、间接环境和最终

２．１

的前 ４ 项指标分别是：政策法律对技术创新

标的得分，中小型高科技企
如表 ３ 所示。

素进行分类是为了更有效分析问题和便于

间接环境中，二级指标中绝对权重最大

接环境的完善与发展首先需要从政策法律
高度对企业创新活动进行强有力的支持，同
时加大社会中介机构的服务力度，减轻创业
创新阻力，严格贯彻落实相关文件和法规，
采取相关产业扶持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评价结果的权重分析

化，增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产业基础，增

在影响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直接

强其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能力。

环境因素中，资本环境、技术环境的权重均
为 ０．３５１９，对直接环境的影响程度最重要，

２．２

评价结果的图形分析
为更直观和明确地展现评价结果，根据

这表明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成长中，特别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系统评价得分

需要良好的融资环境和技术环境 ［３］，以降低

结果，
绘制出评价结果分析图（见附图）
。

资本风险，培育创新氛围，促进资本和技术
两种资源合理、良性的流动；在影响中小型
高科技企业成长的间接环境因素中，政策法
律环境权重最大，为 ０．４２８８，说明在中小型
高科技企业成长中需要政策和法律的强有
力支持，量身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及时出台相

评价得分，
!、
" 分别表示直接环境与间接环
境的耦合系数。本文取 !＝
"＝０．８。
０．６，
１．３

评价结果的确定
（１）定性指标得分的确

评价结果分析

定。本文采用模糊数学中的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直接环境和间接

，运用
综合评判方法（Ｆｕｚｚｙ）

环境的全国水平在得分上比较均衡，其得分

“最大隶属度”
原则评价指标

直线接近 ４５°
线。从 ３ 个省份情况看黑龙江

体系中定性指标的优劣。按

省的总得分直线最短，处于全国水平直线下

照模糊评价法（Ｆｕｚｚｙ）的具体

方，且明显偏向间接环境轴；浙江省总得分

要求，
本文按照等差打分法：

直线最长，山东其次，且山东、浙江均处于全

ｆｉ＝

９６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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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水平直线的上方，山东得分直线比浙江更
偏向直接环境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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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直接环境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
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从附图中可以看出，

势，并结合各地特点鼓励中小型高科
技企业走特色发展之路［５］。
２．３

评价结果的排名分析

得分高的省份其得分直线更偏向直接环境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中小型高

轴，说明直接环境建设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

科技企业区域成长环境不平衡，梯度

成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可以看

明显：浙江省各环境指标得分排名都

出，直接环境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成长过

处于前两名，总分雄居第一；山东省各

程中发挥着直接的促进作用，是中小型高科

环境得分排名多数处于第二名位置，

技企业成长的内因，应受到高度重视和不断

基础设施环境占绝对优势，发展基础

完善。

良好，仅有政策法律和产业环境相对

从实践来看，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

落后；全国水平各环境得分在本文排

环境培育方面，排在全国前列的浙江和山东

名中多处于第三地位，介于山东与黑

主要是依靠其良好的直接环境建设，而排在

龙江之间；而黑龙江省各环境排名除

后列的以黑龙江为代表的落后地区中小型

政策法律、产业和劳动环境比其它环境略高

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发育迟缓的主要原因

外，其余环境均处于落后地位，中小型高科

也在于直接环境建设缓慢，使其总的得分比

技企业成长环境相对较差。

较靠后。
因此，当前落后地区要赶超发达地区，

３

结论

必须从长远着眼，
从现实着手，
在完善中小型

从分析可知，完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

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直接环境方面，即资本环

长环境的工作重点应放在资本环境、技术环

境建设、
技术环境建设等方面做重点突破。

境和政策法律环境方面。具体来说，要培育

进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顺利成长。因此，以浙
江为代表的先进地区在保持直接环境优势
的同时，应把政策和法律环境等间接环境的
不断完善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
以黑龙江为代表的落后地区应借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有利东风，不断强化观念，广
开渠道，把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中直接环
境的完善与发展作为黑龙江省中小型高科
技企业超常发展的根本出路。

（２）各地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多种融资渠道，促进投

的构成各有侧重。从全国总水平来看，直接

资主体多元化，完善和发展产权制度，同时

环境和间接环境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

还要完善风险资本退出渠道，降低中小型高

过程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与全国总水

科技企业的资本风险，促进资本和技术两种

平相比，直接环境在以山东和浙江为代表的

资源的合理流动和良性流动。另一方面，应

沿海发达省份中发挥相对重要的作用，而以

当在政策法律上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予以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４７－ ５２，９０－ ９２，

黑龙江为代表的若干省份其间接环境所发

强有力的扶持和保护，同时加大对技术创

２３８－ ２５２．

挥的作用大于直接环境 。

新、管理创新的支持力度，培养有利于创新

［５］

这表明：各地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

发展的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

境的评价结果不仅在数量上存在相对差异，

另外，我国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成长环境

而且在构成上也各有侧重，具有地方特色。

在区域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存在梯度现

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与各地经济条件、地理区

象，而且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在各地区之间

位、产业基础、开放程度等密切相关。

发挥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应从宏观政策

因此，必须从宏观上予以指导调控，在

上加以引导和调控，结合各地自身特点建设

政策上予以有效引导扶持，培育各自比较优

适合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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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ｎ 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ｒａｐｈ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ｒｔ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ｄ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 ｄｓ：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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