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1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5卷 第 1期王铁成：审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多维视角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7.01.011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江 畅院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17 年 1 月 第 15卷 第 1期

Vol.15 No.1 Jan. 2016

摘 要院专利资助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源支持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袁能够极大地影响企业的专利活动遥 本文以珠三

角为例袁实证分析专利资助政策对企业家专利意识的影响袁结果表明院专利创造资助政策对企业家专利创造意识有正向影

响曰专利申请资助政策对企业家专利申请意识有正向影响曰专利转化资助政策对企业家专利转化意识有正向影响遥 因此袁
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现有专利资助政策袁提高专利资助政策的质量曰加强专利资助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力度曰建立有效的政

策监督尧评估与反馈机制遥
关键词院企业家曰专利资助政策曰专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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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袁科技和知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越来越大袁在世界范围内袁知识产权袁特别是专利权

的竞争日益激烈袁为此各国纷纷制定有关的专利政

策以促进本国专利工作的发展遥 我国自 1985 年实

施叶专利法曳以来袁专利事业发展迅速袁不仅基本建

成了较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袁而且各级尧各类政府

也制定了多种专利资助政策袁对各专利主体的专利

活动予以资助和激励遥
国内外有关专利资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四个方面遥 渊1冤专利资助政策出台的原因遥 Thurow提

出专利资助政策在激励创新的同时能够减少垄断

带来的福利损失袁因此政府需要出台专利资助政策曰[1]

徐金辉认为专利的公共性特征尧对创新行为的鼓励

需要以及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要求是专利资助政策

出台的原因遥 [2]渊2冤专利资助政策的作用遥 Zueker尧[3]

Friedman尧[4]张红漫和毛祖开[5]以及文家春和朱雪忠[6]

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专利资助政策的正面效

应袁包括能够提高专利权人的专利意识尧提高专利的

产出尧增强专利的实施尧有利于专利产出结构的优化

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遥 袁真富尧[7]马忠法尧[8]管煌武[9]

等则进一步论述了专利资助政策的负面效应袁 包括

导致大量垃圾专利和专利泡沫现象尧 加剧专利结构

失衡尧降低专利质量等遥 渊3冤专利资助政策的结构效

应和绩效分析遥 曾铁山和袁晓东分析了不同类型专

利政策的作用效果的差异遥 [10]张钦红尧骆建文采用非

参数检验的方法分析了当前上海市的专利资助政

策遥 [11]李伟和夏向阳以宁波为研究对象分析专利促

进政策对专利增长的影响遥 [12]渊4冤专利资助政策的改

进建议遥 江镇华尧[13]李伟[14]指出应加大对确有困难的

主体以及西部地区的资助曰缩小资助范围袁只资助发

明专利曰限额资助尧授权后资助以及分阶段资助等资

助方式遥
专利资助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源支持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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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重要手段袁 能够极大地影响企业的专利活动遥
企业家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组织者尧管理者和资源分

配者袁企业的专利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家专利

意识的影响遥 那么袁专利资助政策是如何影响企业

家专利意识的钥 目前尚未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

究遥 因此袁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袁分析专利资

助政策影响企业家专利意识的作用机理袁以期为政

府优化和完善专利资助政策提供参考遥
二尧理论和假设

专利资助政策是政府制定的运用公共资源对

专利制度及主体的专利行为进行干预袁并期望以此

来引导主体的专利申请尧创造与运用行为袁提高科

技创新水平的公共政策遥 [15]我国于 1985 年正式确立

了专利制度袁并于 1999年开始实施专利资助政策遥 [16]

现有的专利资助政策主要包括三种类型院一是专利

创造资助政策曰二是专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曰三
是专利转化资助政策遥

企业家专利意识是企业家对专利的作用尧需求

和利用所具有的自觉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制定专利战略和实施专利管理活动的能力遥 从专利

管理的角度看袁 企业的专利活动涉及到专利创造尧
专利申请和专利转化三个环节袁[17] 因此本文将企业

家专利意识划分为三个维度袁 即专利创造意识尧专
利申请意识和专利转化意识遥

渊一冤专利创造资助政策对企业家专利意识的

影响

专利创造资助政策是指政府制定的通过经费

补贴尧设立专项资金尧专项基金尧专项奖励尧贴息贷

款尧租金减免以及风险投资等方式引导和鼓励企业

加大科技投入袁 创造更多的专利技术成果的政策遥
Ebersberger 通过研究芬兰科技企业受资助前后的

变化袁认为政府资助对企业专利活动具有明显的激

励作用遥 [18]Czarnitzki 和 Hussinger 研究了德国 3799
家制造企业袁认为政府资助促进了企业的专利活动

的增加遥 [19]对企业来说袁技术开发与创新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袁虽然技术开发成功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

的收益袁但是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又往往使企业面

临巨大的风险袁 因此企业家往往面临两难的选择遥
专利创造资助政策通过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的资助

方式一方面能够部分弥补企业的研发经费袁降低企

业的研发成本袁 另一方面能够引导社会资金的投

入袁形成研发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袁从而降低企业独

自承担科技创新投入的风险遥 因此袁该资助政策力

度越大袁越有利于提高企业家加大投入进行专利创

造的积极性遥 基于以上分析袁我们提出以下假设院
H1院专利创造资助政策力度越大袁企业家专利

创造意识越强遥
渊二冤专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对企业家专利

意识的影响

专利申请资助政策是政府制定的以公共财政

的直接支出为基础袁以现金返还尧奖励或税收优惠

为手段袁从而促进专利申请的政策遥 由于技术创新

成果申请专利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袁具体包括专利

申请费尧实质审查费尧专利代理费尧PCT 国际申请资

助费尧专利授权费和年费渊前 2 年或 3 年冤遥 虽然从

专利费用的数额上来看袁单项专利的申请费用并不

是太高袁但是随着专利申请量的增加袁该费用对一

些资金比较缺乏的企业袁特别是中小企业或创业型

企业袁却构成了较大的成本负担遥 企业是以盈利为

目的经济组织袁 申请专利并非企业的最终目的袁通
过申请专利获取随后的收益才是企业的最终目的袁
而能否获取收益以及获取多大的收益还取决于该

专利的市场价值以及后续的专利实施情况遥 当企业

家发现前期的专利申请投入因无法确定专利的市

场价值以及实施专利的收益对其进行补偿时袁将会

降低其对技术创新成果申请专利的意愿遥 而专利申

请资助能够降低专利申请的费用投入袁使企业不花

钱或者花少量的费用就能获得专利权遥 因此袁专利申

请资助政策力度越大袁越有利于企业家将技术创新

成果积极进行专利申请遥 由此袁我们提出如下假设院
H2院专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力度越大袁企业

家专利申请意识越强遥
渊三冤专利实施资助政策对企业家专利意识的

影响

专利实施资助政策是政府制定的以改善专利

利用环境为基础袁以鼓励专利利用尧搭建专利利用

平台尧提供专利利用机会等为手段袁以促进专利在

市场上的充分利用的政策袁具体来说袁包括各地以

及国家层面实施的专利转移奖励或税收优惠政策尧
专利转移促进中心尧专利质押融资利息补贴政策等遥

Romijn 和 Albaladejo 指出袁 一项专利的经济价

值取决于企业开发专利并从专利转让或许可中获

得收入的能力遥 [20]因此袁专利转化是企业回收研发成

本并取得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之一遥 专利转化包括

陈 军，张韵君：专利资助政策对企业家专利意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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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种方式院第一袁将专利技术自主转化并销售袁
从而获取经济利益曰第二袁进行专利授权或转让袁获
取专利授权或转让收益曰第三袁进行专利交叉许可袁
避免侵权纠纷而支付的侵权诉讼费用袁减少交易成

本遥 不论采用哪一种方式袁都需要企业付出一定的

转化成本袁特别是专利技术自主转化并实现产业化

需要企业付出的成本更高遥 因此袁资金不足的企业袁
特别是具有技术优势而无资金优势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将面临极高的成本压力遥 专利实施资助政策一

方面能够为企业进行专利转化提供一定的资金支

持袁降低专利转化成本曰另一方面通过专利技术转

化交易平台为专利技术转让或许可提供极大的交

易便利袁从而实现专利的经济价值遥 因此袁专利实施

资助政策力度越大袁企业家越愿意对有价值的专利

积极予以转化或交易袁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遥 基

于以上分析袁我们提出如下假设院
H3院专利实施资助政策力度越大袁企业家专利

实施意识越强遥
三尧实证分析

渊一冤数据收集

由于企业家专利意识属于主观性质范畴袁本文

采用设计主观性问题并利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

式进行数据收集遥 我们的调研对象主要是珠三角地

区的企业和企业家袁样本来源为三个院第一袁笔者利

用多年在珠三角地区高校从事工商管理教学并进

行校企合作的机会袁积累了大量的企业资料和企业

家资源袁这些企业和企业家经过筛选成为我们调查

样本的重要来源曰第二袁本校生源许多来自珠三角

地区的比较富裕的家庭袁许多学生家庭或亲戚办有

企业袁这些企业和企业家亦成为我们调查样本的一

个来源曰第三袁本校许多毕业生毕业后自主创业袁很
多已经创业成功袁 笔者通过学校的校友会进行联

系袁并选取珠三角地区的样本进行调查遥
问卷设计后袁我们首先选取部分企业家进行了

试调查袁并根据试调查的结果对问卷进行进一步修

改与完善袁包括对问卷条目的增减尧语言表达的修

改等遥 问卷设计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袁具体测量尺度

采用目前应用较多的 5 点量表袁其中野1冶表示野非常

不同意冶袁野5冶表示野非常同意冶遥 此次问卷调查时间

为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袁 共发放调查问卷

485 份袁回收问卷 396 份袁有效回收 305 份袁有效回

收率为 62.8%遥 样本统计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遥

表 1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N=305)

变量 分类 样本数 百分比渊%冤
企业家性别

企业家受教育程度

企业所处行业

男

女

小学

中学

大专或本科

硕士及以上

传统行业

技术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

273
32
10
75

202
18

105
138
62

89.5
10.5
3.3

24.5
66.2
6.0

34.4
45.2
20.4

渊二冤变量测量

本文需测量的变量有专利创造资助政策尧专利

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尧专利实施资助政策和企业家

专利意识袁其中前三个变量目前国内外的文献尚未

进行系统研究袁本文根据研究需要自行设计袁并通

过咨询有关专家和试调查的结果进行修改尧 完善曰企
业家专利意识主要借鉴 Ziedonis尧[21]Lichtenthaler尧[22]

Artz 等[23]学者的研究成果袁并结合本研究特点进行

开发渊见表 2冤遥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 Pearson 相关系

数见表 3遥
渊三冤研究结果

1. 信度和效度

首先采用 SPSS 20.0 对专利创造资助政策尧专
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尧专利实施资助政策以及企

业家专利意识等四个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渊见
表 4)院通过检验一致性系数(Cronbach 琢 值冤袁各变

量的 琢 系数均大于 0.7袁符合信度标准曰对各变量进

行因子分析袁各变量的因子载荷都大于 0.5袁这说明

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遥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袁我们

对各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分析袁结果显示最大

方差膨胀系数渊VIF冤仅为 2.026袁远低于临界值 10曰
条件指标渊CI冤最大值为 23.050袁小于临界值 30袁说
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遥

2. 回归分析

本文中的控制变量为企业家受教育城度尧行业

类型和性别袁自变量为专利创造资助政策尧专利申

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尧专利实施资助政策袁因变量为

企业家专利意识遥 由于需要考虑控制变量和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袁因此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对概

念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渊见表 5冤遥 模型 1 考察

控制变量对企业家专利意识的影响曰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专利创造资助政策曰模型 3 在模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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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题项 来源或依据

专利创造资助政策 PC PC1院政府对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尧专项基金尧专项奖励等方式鼓励专利创造的政策力度比较大

PC2院政府对通过经费补贴尧贴息贷款尧租金减免等方式鼓励专利创造的政策力度比较大

PC3院政府对通过风险投资的方式鼓励专利创造的政策力度比较大

李伟袁2011 自行设计

专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

政策 PA
PA1院政府对以现金返还的方式鼓励专利申请渊授权冤的政策力度比较大

PA2院政府对以奖励的方式鼓励专利申请渊授权冤的政策力度比较大

PA3院政府对以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专利申请渊授权冤的政策力度比较大

李伟袁2011 自行设计

专利实施资助政策 PI PI1院政府对以专利转移奖励方式鼓励专利实施的政策力度比较大

PI2院政府对以税收优惠政策方式鼓励专利实施的政策力度比较大

PI3院政府通过设立专利转移促进中心鼓励专利实施的政策力度比较大

PI4院政府对以专利质押融资利息补贴方式鼓励专利实施的政策力度比较大

李伟袁2011 自行设计

企业家专利意识 PP PP1院您非常注重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专利研发和引进

PP2院您非常注重将技术创新成果积极申请专利

PP3院您非常注重积极对专利成果予以转化尧转让或许可

Lichtenthaler袁2010
Ziedonis袁2004
Lin et al援袁2010

表 4 信度和效度

变量名称 编码 因子载荷

渊效度冤
Cronbach's alpha

渊信度冤
专利创造资助政策 PC PC1

PC2
PC3

0.608
0.533
0.735

0.725

专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 PA PA1
PA2
PA3

0.609
0.723
0.756

0.746

专利实施资助政策 PI PI1
PI2
PI3
PI4

0.802
0.659
0.754
0.689

0.789

企业家专利意识 PP PP1
PP2
PP3

0.705
0.742
0.708

0.804

的基础上加入专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曰模型 4 在

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专利实施资助政策遥
从模型 1 可以看出袁控制变量企业家受教育程

表 5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企业家专利意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企业家受教育程度

行业类型

性别

专利创造资助政策

专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

专利实施资助政策

R2

调整 R2

吟R2

0.385**
0.426**
0.054

0.218
0.202

0.343**
0.381**
0.046
0.295**

0.384**
0.362**
0.174**

0.305**
0.364**
0.052
0.276**
0.330**

0.489**
0.462**
0.105**

0.293**
0.356**
0.058
0.254**
0.307**
0.342**
0.542**
0.523**
0.053**

注院鄢鄢尧鄢分别表示在 1%尧5%水平上显著遥
度渊茁11=0援385袁p约0援01冤尧行业类型渊茁12=0援426袁p约0援01冤
对企业家专利意识有显著的影响袁而性别渊茁13=0援054袁p约
0援01冤对企业家专利意识的影响不显著遥模型 2 的 R2

比模型 1 增加了 0.174袁 因此模型 2 比模型 1 的拟

合度要好遥 从模型 2 可以看出袁专利创造资助政策

渊茁24=0援295袁p约0援01冤 对企业家专利意识有显著的正

表 2 关键变量的测量信息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企业家受教育程度

行业类型

性别

专利创造资助政策

专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

专利实施资助政策

企业家专利意识

3.620
1.520
1.250
3.620
4.358
4.482
3.568

0.546
0.306
0.237
1.021
1.102
0.618
0.786

1
-0.031
0.076

-0.006
-0.032
0.106*
0.235**

1
0.026

-0.016
0.004
0.012
0.209**

1
-0.010
0.028
0.012
0.038

1
0.237**
0.145*
0.644**

1
0.280**
0.530**

1
0.426** 1

表 3 描述性统计和 Pearson相关系数渊N=305冤

注院鄢鄢尧鄢分别表示在 1%尧5%水平上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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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响袁假设 1 得到验证遥 模型 3 的 R2 比模型 2 增

加了 0.105袁因此模型 3 比模型 2 的拟合度要好遥 从

模型 3 可以看出袁专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渊茁28=
0援330袁p约0援01冤 对企业家专利意识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袁假设 2 得到验证遥 从模型 4 可以看出袁专利实施

资助政策渊茁27=0援342袁p约0援01冤对企业家专利意识有显

著的影响袁假设 3得到验证遥
四尧结论

本文分析了专利资助政策对企业家专利意识

的影响袁并以珠三角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遥 结果表

明院专利创造资助政策力度越大袁企业家专利创造

意识越强曰专利申请渊授权冤资助政策力度越大袁企
业家专利申请意识越强曰专利转化资助政策力度越

大袁企业家专利转化意识越强遥 鉴于此袁政府可采取

相关措施以提高企业家专利意识袁促进企业专利活

动的有效开展遥 渊1冤进一步优化现有专利资助政策袁
提高专利资助政策的质量遥 而优化现有专利资助政

策的关键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通过多种渠道广

泛听取行业专家尧企业界尧高校尧科研机构尧科研人

员等各种主体的意见,并借鉴其他先进地区如上海尧
浙江等相关的专利资助政策袁增强政策方案的科学

性遥 渊2冤加强专利资助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力度遥由于

专利资助政策的多样化和多变性袁不少技术创新主

体袁 特别是企业对某些专利资助政策不完全了解袁
阻碍了专利资助政策作用的充分发挥袁因此政府有

关部门有责任尧有义务加强专利资助政策的宣传和

解释袁通过多渠道尧多种形式的宣传袁让绝大多数人

技术创新主体充分理解有关政策袁进一步激发或提

高其专利意识遥 渊3冤建立有效的政策监督尧评估与反

馈机制遥政府要尽快成立专门的政策监督机构,对政

策制定的程序尧政策的内容及政策的实施情况等进

行定期检查尧 评估和监督并及时反馈和督促落实袁
评估的结果作为政策改进的依据遥 此外袁为了防止

专利资助中利用政策漏洞弄虚作假虚袁骗取专利资

助费用等情况的发生袁要建立相关的奖励与惩罚机

制袁对举报专利资助中的虚假行为予以奖励袁同时

对弄虚作假的主体进行惩罚袁从而减少资助资金的

浪费袁提高专利资助政策的有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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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atent Grant Policy on Entrepreneur's Patent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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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ent grant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use public finance to suppor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can greatly affect the enterprise's patent activ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patent grant policy on En鄄
trepreneur's patent consciousness, and takes PRD as an example to make empirical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tent
creation grant policy has a positive impact to entrepreneur's patent consciousness; patent application grant policy has a posi鄄
tive impact to entrepreneur's patent consciousness; patent transformation grant policy has a positive impact to entrepreneur's
patent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existing patent grant polic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tent subsidy policy; strengthen the propaganda and explanation of patent subsidy policy and establish effective policy su鄄
pervision,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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