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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创新驱动是指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

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创新

驱动可以在减少物质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在经济“新常

态”和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一方面，工业整体呈现产能过剩的局面，另一方面，依赖传统资本积累和投

入增加的传统发展方式难以支撑新的长期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被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

实的必然性。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升级不是简单地将原有产业基础设施照搬给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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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也不是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转移，而是通过知识、技术、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

要素的创新，驱动“一带一路”产业的整体优化和升级。一方面，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打破传统生产要

素对产业结构的粘性效应和低端锁定及其由此产生的长期路径依赖，促使传统优势产业从低水平、粗

放型向高水平、集约型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通过产业转移实现国内产业“腾笼换鸟”式的再升级，促

使新兴产业或优势产业的发展。从而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逐步形成以中国为雁首的新的雁行模式，实

现亚洲乃至全球经济链的整体提升。

二、“一带一路”产业发展的特征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的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东亚地区、东盟地区、西亚地区、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独联体和中东欧地区

的65个国家，覆盖全球60%以上的人口，占世界GDP总额的三成左右。这些国家的地理区位、资源禀

赋、政治外交情况差异较大，其中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

（1）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特征

蒙古国经济以畜牧业和采矿业为主，出口主要为矿产品、纺织品和畜产品等；进口主要有矿产品、

机器设备、食品等。

（2）东盟地区产业发展的特征

东南亚地区劳动生产要素价格较低，自然资源丰富，橡胶和锡矿资源富足。随着东盟工业化进程

的加速发展，东盟各国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逐步显现，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导、以经济特

区或工业园区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主要有电子产业集群、石化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纺织

服装产业集群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3）西亚地区产业发展的特征

西亚地区仅阿联酋、沙特、以色列等国经济较为发达。该地区所在国家以石油产业为主，是世界

主要石油产出国，部分产油国资金储备充裕，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西亚进口依赖性较强的产品

主要是轻工、机械装备等工业制成品。该地区长期的错综复杂的宗教和民族矛盾，导致政局不够稳

定、运营环境不够完善等风险。

（4）南亚地区产业发展的特征

南亚地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工业化初期, 基础较为薄弱，农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

相对较高。印度作为地区大国拥有整个南亚地区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南亚地区的交通和电力等基础

设施相对落后，劳动生产要素价格较低，铁路和公路承载了南亚国家大量的运输任务，然而仍无法满

足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

（5）中亚地区产业发展的特征

中亚地区5个国家因其特殊的区位空间成为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该地区的资源禀

赋大都以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为主，由此形成了以石油天然气开采及加工业、采矿业、

电力产业、有色金属及制品业、机器制造业等为主的产业格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

设落后。

（6）独联体产业发展的特征

独联体地区国土面积广大，人口密度不高，资源相对丰富，经济结构中资源特征较为突出，能源工

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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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2015年产业结构情况

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

论和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一般

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

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

当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更高级

的阶段时，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

第二产业的比重。图 1较为直

观地显示了 2010-2015 年产业

结构的构成情况。不难看出，2010年以来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稳定在10%左右，第三产业占比从2010
年的44.07%不断上升至2015年的50.19%，逐步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绝大多数地区进入到

了钱纳里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2）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国内产业梯度转移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

和城镇化进程

本文使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1]来测度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产业升级变动方向和程度，这一指标表示

表1 2010-2015年产值总量增长情况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产值总量
（亿元）
413030.3
489300.6
540367.4
595244.4
643974.0
685505.8

增速
(%)
—

18.47
10.44
10.16
8.19
6.45

产值总量
（亿元）
39362.6
46163.1
50902.3
55329.1
58343.5
60870.5

增速
(%)
—

17.28
10.27
8.70
5.45
4.33

产值总量
（亿元）
191629.8
227038.8
244643.3
261956.1
277571.8
280560.3

增速
(%)
—

18.48
7.75
7.08
5.96
1.08

产值总量
（亿元）
182038.0
216098.6
244821.9
277959.3
308058.6
344075.0

增速
(%)
—

18.71
13.29
13.54
10.83
11.69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注：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产值总量的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

[1]产业结构超前系数的计算公式为Ei=ai+(ai-1)/Ri，其中Ei表示第 i个部门的结构超前系数，ai表示第 i部门报告

期所占份额与基期所占份额之比，Ri表示同期经济系统的平均增长率。若Ei大于 1，则表示第 i部门超前发展，所占份

额将呈上升趋势；反之，则意味着第 i部门发展相对滞后，所占份额将呈现下降趋势。这就可以直观地测度产业转型

升级的方向。

（7）中东欧地区产业发展的特征

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历经近三十年的经济社会转型，法制健全，政局稳定，市场发育较为成熟，均处

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期，具有更为强劲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该地区具备一定

的重工业基础，制造业均较集中的行业是食品、饮料加工和化学、化工制品业。该地区土地价格较为

便宜，劳动生产要素价格较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2. 我国国内产业发展现状

（1）近年来生产产值总量增长逐步放缓，绝大多数地区已进入钱纳里理论中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可以看出（如表1所示），2010-2015年我国生产产值总量呈现逐年

放缓的增长态势，第二产业表现得尤为明显，从2011年的18.48%逐年降至2015年的1.08%。这是由

于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再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对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产业的影响最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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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0-2015年三个区域产值增长情况

某一产业结构增长相对于整个经济系统增长趋势的超前程度。

通过对 2005-2010 年和 2010-
2015年的全国及三大区域产业结构

情况进行横向比较（如表2所示），不

难看出，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产业发展

和转型升级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

地区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水平高

于中、西部地区，即产业发展阶段较

中、西部地区更为高级；中部地区的产业发展阶段比西部地区更为高级。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的步伐。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处于结构调

整、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为降低成本，许多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加快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

地区梯度转移，促进和带动了中、西部地区新一轮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然而这些产业基本是资源密集

型与劳动密集型，如果中、西部地区不注重创新研发以及产业的优化升级，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产

业的转移将给本区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尽管在短时间内产值增长较快，但当后发优势日渐式

微，后发优势将转化为后发劣势。

（3）区域产业发展创新资源分布不甚均衡，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最为紧密的西部地区产业创新

驱动力不足

《愿景与行动》重点圈定了18个省份并明确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及对外合作的重点与

方向，其中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云南、西藏和重庆等省份均在西部地区。然而，我国区域产业

发展及资源在东、西部地区的分布不甚均衡，特别是大多数驱动产业升级的创新资源集中在东部地

区。与其他区域相比，与“一带一

路”倡议对接最为紧密的西部地区

的创新基础最为薄弱，创新驱动力

不足，长此以往难以为“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图2展示了2010-2015年我国

三大区域的产值增长情况，无论从

总量还是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

的产业发展都远低于东部地区，产

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

R&D经费支出是体现区域或

主体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高技术

产业是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收益的

产业。表3为2011-2015年三大区

域R&D经费内部总支出和高技术

产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的情况。

东部地区的此两项指标均显著高

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呈差距逐年

表3 2011-2015年区域R&D经费支出情况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东部
64005340
75473473
86550471
94779150
102913568

中部
12455128
15107783
17711145
19777472
21469134

西部
10409654
12402834
14204364
15599675
17316145

东部
12098457
14541435
16633925
18526751
20998136

中部
1223252
1451764
1990256
2307434
2888117

西部
1087424
1344900
1719199
1908563
2380332

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高技术产业R&D经费内部支出

注：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表2 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全国及区域产业结构超前系数

区域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第一产业
-0.77
-1.04
-0.98
-1.16

第二产业
0.85
0.69
2.09
2.41

第三产业
1.67
1.83
0.50
0.44

第一产业
-0.02
-0.75
-1.53
-0.50

第二产业
-0.60
-0.67
-0.27
-0.03

第三产业
2.89
3.20
3.89
2.94

T1=2005-2010 T2=2010-2015

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每一时间段内的数据均
按第一年的价格进行同比指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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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大的趋势。

三、以创新驱动推进“一带一路”产业升级的必要性分析

1. 传统发展方式对“一带一路”产业持续发展形成了倒逼机制

根据上文的分析，丝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由于东亚、东盟部分国家、西

亚、中亚和独联体地区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以能源工业和资源产业为主，支柱产

业单一化、刚性化，缺乏弹性和应变能力。不少国家对外直接出口石油、矿石等原材料，对原材料的获

取主要采用高强度地开采和加工自然资源的方式，能源工业产业化程度不高；传统资源产业的关联度

较差，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第三产业发育不足，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力度不大，处在产业链和价

值链较低的位置。而长期以来创新主体动力不足、创新型人才缺乏使得资源产业对要素、技术的锁定

效应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创新动力不足，从而导致其产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及支持

系统难以实现。

如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仍然沿用传统发展方式，不仅将会进一步加剧资源损耗、生态环境破

坏的局面。同时，单一的能源合作无法为当地经济带来长远收益，从此可能带来政治安全问题。传统

发展方式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持续发展形成了倒逼机制，应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组

织创新的角度出发进行供给侧改革创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

2. 国内产业过剩产能对产业的转型升级产生了硬约束

在“新常态”和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国内工业整体呈现出产能过剩的局面，其中钢铁产业、水泥产

业、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难以从需求侧进行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加剧将会

导致企业亏损面继续扩大,危及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对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产生了硬约束。“一带一

路”产业的升级发展将改善资源配置的空间和模式，从外部寻找新的增长点，通过构建一个具备产业

级差、要素流动和市场利益等多方面协同作用的产业转移机制,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形成,并借助产业

关联效应,从而化解国内过剩产能。

3. 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迫切要求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塑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以区域经济异质性为前提的世界经济空间格局分化态势逐渐加剧，

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愈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在产品价值链与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平等，

造成了国际贸易、金融、资产等多个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发达经济体试图摆脱进口依赖，促进本土产

业与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则试图打破当前国际市场中的经济不平等格局，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实

力。发达国家与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相互需求，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区域内协同发展的迫切

诉求，要求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进行重塑。通过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协同提升我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抓手和主要着力点，构建新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分

工体系，推动产业分工格局的改善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四、以创新驱动推进“一带一路”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

产业升级包括产业间升级和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是产业结构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

变的过程，即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产业内升级是指产业内部生

产要素的重新分配，通过加工技术集约化实现产业的纵深化发展。本文认为，以创新驱动推进“一带

一路”产业升级的机理在于：一方面，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传统产业的生产要素重新分配，即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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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产要素对产业结构的粘性效应和低端锁定及其由此产生的长期路径依赖，促使传统优势产业

从低水平、粗放型向高水平、集约型的转变，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通过通过产业转移

实现国内产业“腾笼换鸟”式的再升级，促使新兴产业或优势产业的发展。

1. 理论依据：新结构经济学、协同创新理论和雁行模式

新结构经济学、协同创新理论和雁行理论为以创新驱动推进“一带一路”产业升级提供了学理支

撑和理论依据。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要

素禀赋的相对丰裕程度，后发国家不应一蹴而就直接模仿发达国家资本密集的产业结构，而应遵循比

较优势，循序渐进实现产业升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性

较大，产业层次较多，顺应比较优势规律，有利于资本、劳动等要素的自动流动。随着技术创新环境的

日渐复杂，单个创新主体难以独自完成创新的整个过程，客观上要求创新主体充分利用稀缺的创新资

源，通过协同运作增强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效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相互依存的创新主体，根据

共同的动机和利益，可通过对自身创新要素进行有机耦合，实现科技创新的协同作用。雁行模式起源

于“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是指某一产业，在不同国家伴随着产业转移先后兴盛衰退，以及在其中一国

中不同产业先后兴盛衰退的过程。中国可遵循“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促进与中亚、中

东贸易的扩大和经济的共同繁荣，同时实行协议性国际分工，使得竞争性贸易保持平稳性和持续性。

2. 价值取向：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是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

体为目的的新兴区域合作机制。习总书记提出“亲诚惠容”的原则，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

邻、安邻、富邻。这不仅是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也是经济外交原则。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将高耗能、高

污染的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中国以创新驱动推进“一带一路”产业的整体优化升级，应以生

态文明为基础，遵循优势互补法则，要求沿线国家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促进生产

要素在产业间、经济体间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共同发展。

3. 根本目标：构造新型雁阵模式

根据《愿景与行动》的总体规划，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

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

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

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近期目标是促使企业投资行为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要素驱动发展战略向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转变，使得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比较优势

从劳动—资源密集型逐渐转变为技术—资本密集型。长期根本目标是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构造

新型雁阵模式，逐步形成以中国为雁首，中亚、西亚为雁身，南亚、东盟为南翼，东亚、独联体为北翼，中

东欧为雁尾的新型雁行模式，打造覆盖广、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产业体系和全球分工体系，实现亚洲乃

至全球经济链的整体提升。

4. 动力机制：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的核心。从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的

经验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一是科技创新通过前端驱

动、中端驱动和后端驱动提升产业升级，前端驱动即知识的发现与创造，中端驱动是指知识孵化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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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试，后端驱动指的是成果转化和技术扩散，机理在于促进了投入要素的高效配置，推动生产可能

性边界向外移动。二是科技创新摆脱以模仿创新为主的模式，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基础上，通过提

高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水平和产业的科技含量，进而提高生产效率、节约资源投入。三是科技创新可

调整投入要素的配置比例或者寻找要素的替代品，从而改善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发展高能耗、高污染、

高排放的传统工业，打破资源型区域传统转型的路径依赖，避免陷入新一轮的传统发展陷阱。

5. 关键突破：注重两个兼顾

第一要注重是“转移”与“升级”兼顾。应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转移过剩产能产业及优势产业，延

长产业的寿命周期；同时兼顾国内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可以利用技术外溢效应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

术和管理方式。

第二要注重“中低端”与“高端”兼顾。产业升级不只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还有低附加值产业的

优化。丝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产业对自然资源依赖性较强，基础设施发展不甚完善，在短时间内难以

摆脱原有产业模式来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因此，应利用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

的支持政策，强化节能减排机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现代畜牧业，促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纵深化和集约化发展。

6. 支撑条件：制度创新

制度本身不是投入要素，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对生产要素产生作用促进生产活动，从而促进产业的

升级发展。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机制、解决外部性内部化等

基本功能,有效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产品净收益,从而激励创新活动的开展。“一带一路”沿

线涉及众多国家，某些地区存在局势动荡不安、民族宗教矛盾突出的状况，可能会波及到国内政治因

素和安全因素，为产业升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不同于以往，在制度设计上需

要大力创新，从而为创新驱动提供稳定、持续和高效的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制度安排降低不确定性,
推动技术进步；二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完善创新激励机制；三是为产业发展提供宏观引导，优化双边创

新环境。

五、以创新驱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产业升级的实现路径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以创新驱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产业升级，既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又面临着诸多复杂挑战。在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中需要以长效性、全局性的发展思路，选择“协同

两带两圈五线”、“促进三方联动”、“完善四项创新机制”等发展路径，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个层面

全方位发挥作用。

1. 协同“两带两圈五线”

根据《愿景与行动》和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产业特征，可将“一带一路”产业协同概括为“两带两

圈五线”。其中“两带”是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圈”是指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

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等“两圈”；“五线”是指产业合作呈现“五线”并进的态势：北线A为“北美洲（美

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日本海——海参崴（扎鲁比诺港，斯拉夫扬卡等）——珲

春——延吉——吉林——长春（即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

欧，东欧，西欧，南欧）”；北线B为“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中线为“北京——郑州——西

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南线为“泉州——福州——广州

——海口——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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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中心线为“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这就要求

针对不同线路的产业发展状况构建协同创新体，推进政—资—产—学—研—用的紧密对接。

2. 推动“研-产-区”三方联动机制

根据“一带一路”倡议中“五通”的规划愿景，遵守以点连线、以线带面，成片发展的战略推进步骤，

着力推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企业、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的“研-产-区”三方联动机制。

①高等院校是基础研究和共性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并为创新链和产业链提供最为重要的人才支

撑；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应发挥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和骨干作用。②促进产业升

级的本质在于提高投入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企业是产业行业的组织载体，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

式转变的基本单元。企业能够有效承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将科技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③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的作用在于整合各方面资源，促进科研机构和企业的

产学研合作，为科技成果提供重要的组织载体和孵化平台，从而以点带面地促进产业的升级。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点在于培育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只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企业、产业

园区和自贸区共同发挥联动作用，保持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才能将创新驱动战略落在实处。

3. 完善四项创新机制

第一，完善创新动力机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

因素，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创新动力培育的重点在于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前提条件是创新

理念和国际化思维的培养。

（1）树立创新理念和国际化思维，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我国各类行业协会和企业应进一步树立

创新理念，提升主动创新的积极性，全面改变传统的以量取胜、低价竞销的战略，改变过去少数企业模

仿创新、甚至“山寨”的行为，将创新活动纳入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树立综合竞争力观念。同时，

进一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主动发起国际技术标准的认证和评议工作，提升全球化运作

能力。

（2）加大科研投入。技术创新资金的投入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因素之一，同时也是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展科研活动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大力提升科研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主动承

担对推动产业技术升级有重大作用的共性技术研究进行投入。由政府牵头成立由龙头企业、研究机

构、高等院校、产业园区等组成的共性技术联盟,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研发成果由参与成员共享。同时,
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快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使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上市。此外，继续发展完善国

内统一市场和银行融资体系,改变目前的市场分割、各自为战的现象，提高抗风险能力。

（3）培育创新人才，提升创新人力资本。人才是创新活动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科技

奖励制度、科研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等各项制度，允许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充分体现科技人

员创造性劳动的价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部分地区条件较为艰苦，应从营造创新

环境和吸引优秀企业入手，同时切实提高人才的待遇,创造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的优良环境。

第二，完善创新市场机制。平等的市场机会对创新主体具有重要的激励和保障作用，“一带一路”

的创新市场包括国内创新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创新市场。首先应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对

于国内市场，应不断转换政府角色，引入竞争机制,支持和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对于国际市场，有必要

与沿线国家签订合约，共同创造能够容纳多元文化的市场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垄断。其次要

进一步完善各类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增加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作用。此外，要大力培育技术、人才、信息和中介市场的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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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完善创新支撑机制。应进一步完善创新支撑机制，重点在于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投资政

策上的支撑。

（1）财税支撑。对于《愿景与行动》中圈定的 18 个重点省份和多个节点城市，重点布局的15 个城

市港口，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产业园区、经济合作区、自由贸易区，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税收

优惠力度。中央及地方财政对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的贷款和贴息支持。鼓励企业“走

出去”，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对参与国际产业合作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定的税

收扶持。

（2）金融支撑。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拓宽人民币结算的范围。放宽金融机构

准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推动传统金融机构改变业务模式和服务方式，增强金融创新能力，以多

种方式促进多元化、多层次、服务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持续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家开发

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作用和政策导向作用。助推国内商业银行的转型发

展，积极进行产品服务创新，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3）投资支撑。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重点项目的投资力度，加大对基础

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支持和鼓励民间资本通过PPP、PE等多种

模式进入国际投资领域，并给予一定的信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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