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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举国体制冶一词最早出现于竞技体育中遥

动员的重要功能袁以充分体现国家意志曰第二袁在

早期学者主要从国家战略尧行政管理尧公共治理

资源配置手段上体现为政府行政手段主导袁基于

的视角对举国体制进行界定袁认为举国体制是一

政府能力以政府行政干预手段实现资源优化配

种特殊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袁它基于

置曰第三袁举国体制下各类战略目标的实现尧具体

政府的力量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的各类资源袁在

政策落地以及各类项目的实施袁依赖于其他各类

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某一战略目标

咱1 暂

遥 相应

地袁举国体制至少具备三个特征院第一袁政府主

社会主体的协同参与袁市场的力量在举国体制中
并未消失遥

导袁即政府在涉及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具有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中国社

略性与全局性尧公共社会性与安全性的重要领域

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袁市场在资源配

发挥战略与政策制定尧政策执行尧资源配置尧社会

置中的角色转变为决定性作用袁政府与市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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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边界发生重大变

制在何种情境以及何种场景能够有效运行尧其适

化遥2015 年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叶关于掖中共中央

用的边界条件以及主导场景是什么等问题的清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晰回答遥 基于此袁本文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历史脉

划的建议业的说明曳中提出在重大科技项目上要

络予以回溯袁明晰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意涵及其

野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冶遥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

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尧落地模式与边界向度予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以全方位剖析袁从而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实现提供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强调袁要

理论与政策参考遥

野坚持全国一盘棋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袁集中力量

办大事冶遥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探月工程

一尧新型举国体制的溯源及其时代意涵

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院野这次

新型举国体制的出现尧演化与其历史模式和

嫦娥四号任务袁坚持自主创新尧协同创新尧开放创

历史逻辑紧密相关遥新型举国体制的历史逻辑最

新袁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袁

早可以追溯到农业社会的举国体制袁尤其是国家

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袁是探索建立新型举

诞生以来举国体制便频繁地在民生工程尧军事防

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遥冶2020 年 3 月初袁习近平

御尧赈灾救济尧社会保障等领域中得以运用遥它调

总书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再一次

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袁形成了整体性的社会合力袁实

提到野新型举国体制冶遥 可以看出袁新型举国体制

现了有限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最大限度的配置遥 新

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中国成立后袁举国体制主要运用于体育竞技尧工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撑袁成为推动国家重

业建设尧国防建设尧科学研究尧科技攻关等之中袁

大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力量遥

此时举国体制所调动的市场力量逐步强化遥 党

近年来袁学术界围绕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背

的十八大以来袁新型举国体制在延续传统举国

景尧科学内涵尧主要特征及其实现途径开展了大

体制的核心要义的基础上袁其内涵要义在政治逻

量的研究遥总体而言袁既有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相

辑尧资源配置方法论尧国家治理等层面实现了系统

关研究存在三大缺陷院第一袁既有对新型举国体

创新遥

制的定义视角纷繁复杂袁对新型举国体制的不同
理论逻辑缺乏规范性研究袁导致新型举国体制的
合理性尧正当性尧合意性缺乏一个清晰的理论逻

2

与传统举国体制的内涵差异袁在此基础上袁对新

渊一冤新型举国体制的历史溯源
1.农业时代的古代举国体制

中央集权下的古代举国体制对于经济发展尧

辑与审视框架曰第二袁既有研究对新型举国体制

社会管理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遥这里从内外

的既有落地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内在运作机理缺

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遥

乏深刻剖析袁导致对新型举国体制何以实现存在

从对内角度看袁农耕器具尧水利工程尧交通货

一定的理论误区袁对政府如何运用新型举国体

运尧医药卫生等成为古代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

制的力量解决重大战略问题和经济社会问题缺

重点领域遥 为了维护百姓生计和社会稳定袁国家

乏统一的理论指导框架曰第三袁既有的研究对新

一方面需要平衡各种政治尧社会尧经济关系袁维护

型举国体制实现的边界适用条件以及主要应用

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袁通过控制盐尧铁尧丝尧棉等

场景缺乏系统性研究袁前者关系到新型举国体制

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以及专卖权和铸币权袁

运用的边界条件袁后者关系到新型举国体制应

来避免私人资本尧豪强的垄断袁进而防止区域性

用过程中的操作性问题袁即缺乏关于新型举国体

差距尧社会分工差距和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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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裂尧冲突甚至战争遥另一方面袁需要统筹实施

似袁新中国成立之初便整合全国的科研机构袁在

大型水利工程和交通运输工程袁并通过严密的政

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袁建立了以科学院为核心

府体系来动员广大人力尧物力袁实施赈灾尧救济等

的科学技术体系袁并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构建起

活动遥 需要强调的是袁即使是在古代举国体制下袁

以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尧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尧

同样强调发挥社会的自组织功能袁通过基层乡绅

中国科学院为主干的科技管理体制和科技创新

的配合落实国家的有关政策袁充分调动尧组织
作为农业文明主体的广大农民袁激发全社会的活

体系袁相继发布了叶关于征求掖一九五六要要
要一
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渊修正草

力遥纵观中国历史袁每一代王朝更替后袁经过一段

案冤业意见的报告曳叶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

时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袁社会的活力与动

工作的十四条意见渊草案冤曳叶1963要1972 年科

能就会逐渐恢复袁以家庭为单位尧农业与个体手

学技术规划纲要曳袁确定了野重点发展袁迎头赶上冶

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渐发达袁国

的总体方针袁对规划期内的国家重要科学技术

家与社会尧政府与市场相互融合促进遥

任务尧任务的重点部分尧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尧科

从对外角度来看袁举国体制是抵御外部军事

学研究工作的体制尧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尧科学

威胁的根本保障袁而万里长城就是古代举国体

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尧国际合作等方面作出了

制的伟大结晶遥 早在西周时期袁我国就已有较为

规定袁提出了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尧中心问题尧重点

完备的烽火台体系袁并由此开启长城修筑的历史遥

任务尧紧急措施袁并就科研机构的基本任务以及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袁各国对于防御的需求

科学研究工作开展的相关工作制度尧工作原则尧

将长城修筑推向了第一个高潮袁但此时修筑的长

工作秩序尧工作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遥

度都比较短袁并不连续遥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袁对

二是举国动员集中配置资源遥 就战略层面而

长城进行修缮并连接起来袁始有万里长城之称袁

言袁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袁科技人才匮乏尧经费

直至明清时代袁依然重视长城的修筑遥 可以说袁尽

拮据尧机构残缺袁现代科技基础几乎为零遥优先发

举国之力修筑长城几乎贯穿了中国农业文明时

展重工业袁快速集中提升工业发展水平袁需要根据

代的始终遥除了防御工事外袁从军队的征集尧训练尧

国家既定战略袁集中统一规划袁协调工农业资源袁

调动尧指挥到军饷尧粮草尧武器的供应袁都需要通

高度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于对国家安全具

过举国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组织动员

有长远战略性意义的科技与产业遥 我国用了不

和调配 遥
咱2暂

2.新中国成立后的传统举国体制

到 30 年时间就建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袁实

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袁这离不开举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袁工业较为落后袁与此同时袁

体制的巨大贡献遥 就组织层面而言袁新中国的

还要面对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遥为了对抗西方

举国体制与封建时期的举国体制有着本质不同袁

列强的封锁打压袁中国开启了工业文明转型袁并

其最大优势就是领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国共产

快速推进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袁当时面

党袁而被组织尧被动员起来的广大对象是新中国

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组织尧动员方式的转变袁
形成工业文明下野集中力量办大事冶的举国体制 遥
咱3暂

的主人要要
要工人和农民遥 通过源源不断的低成本
原料尧粮食尧人力供给袁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新中国

具体来看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传统举国体制主

工业快速崛起的基础性需求遥 就科研层面而言袁

要包括以下特征院

国家对科研工作的经费与硬件条件保障尧科研

一是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战略牵引遥 与苏联
咱4暂

基于野计划科学冶的科技资源社会化动员式 类

机构的设置尧科研方向与项目及其优先级布局袁
以及科研人员的培养尧供给与分配等方面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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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遥 从这个角度来看袁工业举国体制实现了面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遥 在新发展格局下袁我国建设

向现代的创新袁从深层次上体现了文明连续性遥

制造强国尧数字强国尧科技强国尧质量强国等一系

渊二冤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意涵与内涵特征

列国家战略的实现袁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型举国体制源于古代农业社会与新中国

道路袁在涉及国家战略的重要领域袁坚持国家的

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举国体制袁在社会

战略引领以及集中攻关突破的重要地位遥尤其是

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又有了全新的时代意涵遥新型

在面向关键核心技术的野卡脖子冶问题时袁更加需

举国体制之所以区别于传统举国体制袁其背后是

要基于新的举国体制推动各类创新主体集中攻

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袁并集中体现为三大层面遥

关突破袁以确保我国产业链尧供应链尧价值链的

第一大层面为经济制度层面遥我国已经建成社会

安全性与稳定性袁巩固我国创新链在支撑产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袁由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
导各个领域资源配置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新型举国体制是顺应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战

发挥决定性作用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功能定

略的重要战略支撑袁也是建设制造强国和数字强

位进一步明晰遥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领域袁需

国的制度优势遥

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

就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与特征研究而言袁目

置袁但在部分领域尤其是面向国家安全性和战略

前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新型举国体制的

性的市场失灵以及市场能力不足的场域之中袁也

重要内涵与关键特征予以解构遥 第一袁就政治逻

需要基于国家的力量发挥举国体制优势袁充分调

辑的视角而言袁新型举国体制要求坚持党在国家

动经济社会的各类主体积极性与各类资源袁以实

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引领地位袁坚持中国共产党在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遥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传统举国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全面领导袁并基于民主集

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下国家经济制度的新

中制的核心政治逻辑袁形成政治共识袁推进党的

变化与新要求遥 第二大层面集中体现为国际关

各项重大战略决策与各项事业能够有效推进与

系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遥从国际关

层层落实遥基于政治逻辑实现党和国家意志在中

系来看袁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

央与地方之间的传导尧协同与配合袁进而保障各

化遥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中的角色日益重要袁成

级政府尧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多元社会主体能够积

为国际合作规则制定的重要建设者与贡献者遥

极响应并积极贡献力量袁实现党中央的集体重大

传统举国体制所面对的帝国主义封锁的国际环

战略决策能够迅速转换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战略

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遥 尤其是 2018 年以来中美
贸易摩擦使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加剧袁大国之间的

战略博弈以及经济科技战成为新时代国际关系

的突出特征咱5暂遥 新型举国体制是应对新的国际政

路线指南以及政策执行的对标框架袁最终保证党
和国家的各项战略决策能够真正落地并有效实
现 咱7暂 遥因此袁从政治逻辑的视角来看袁举国体制
的关键特征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尧坚持民主集中

治经济格局以及国际关系新形势的重要制度支

制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并在落实党和国家的各

撑袁是回应新时代复杂与不确定性国际关系治理

类重大战略决策中坚持群众路线袁引导尧调动与

的重要制度基石遥第三大层面是应对百年未有之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各项国家事业以

大变局以及基于野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

及战略实现过程中来袁最终的目标依然是改善

撑遥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面对国
际经济新格局以及国际关系新形势袁我国提出要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尧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

4

链与供应链中的基础性地位咱6暂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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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福祉袁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咱8暂遥第二袁就
资源配置的方法论视角而言袁新型举国体制最

根本的内涵是系统观尧全局观尧统筹观袁主要体

现为科学统筹尧集中力量以及协同攻关袁以实现

统式遥本文试图从不同的理论脉络中寻求新型举

经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遥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坚

国体制正当性的共融空间袁以更好地为解释新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面向各关键战略性

型举国体制的价值性与正当性提供整合式的理

领域的一种资源配置的野优化机制冶袁其特殊性

论框架遥

在于中央整合各类经济性与社会性主体的力量袁
实现物质资源与精神意志最大程度的统一袁以协
同攻关的落地组织方式最终实现资源整合以及

渊一冤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

1.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

从制度的视角来看袁不论是经济学层面的制

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遥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新型

度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层面的制度主义观袁都为解

举国体制的重要特征便是在坚持市场配置资源

释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合理性与价值性提供了

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袁但是

基本的逻辑框架遥

咱9暂

政府的职能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遥 新型举国体

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中袁制度成为约束尧引

制在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下袁能够以

导尧调适以及治理任何单位尧任意主体尧任意组

公共力量与市场尧社会力量的合意性整合袁实现

织的行为框架袁一切理性人的行为都被限定于特

资源配置最优以及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咱10暂

遥第

定的制度情境之中袁且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

三袁就国家治理的视角而言袁新型举国体制是实

与非正式制度袁不同制度类型对经济主体产生的

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治理框架遥新型举

预期引导和规范的效应不同遥从制度的视角来

国体制强调突破传统举国体制下的动员式治理袁

看袁新型举国体制不仅包括了正式制度体系中国

主张以常规式治理尧动员式治理动态互嵌的方式

家政治结构尧经济制度体系袁而且包括了整个社

推动国家治理各个领域的整体性制度安排遥新型

会文化与价值导向等非正式制度层面的系列集

举国体制的运作空间从重大重点领域的运动式
与动员式治理转向常规式治理袁它涉及国家治理
结构尧治理主体尧治理工具尧治理手段的全方位重
塑袁其目标是形成权责清晰尧制度规范尧主体多

元尧机制有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咱11-12暂遥 多元化的

合咱13暂遥 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力量正是通过系列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场域与社会场域
的各类行为主体的价值导向与行为选择产生影

响咱14暂遥 同时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袁交易
成本渊交易费用冤是影响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制定

治理机制互嵌是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特征袁协

交易契约尧选择不同交易方式的核心原因袁且交

作式治理成为贯穿常规治理领域和重点治理

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以及不确定性需要通过一

领域的重要治理模式遥

定的制度契约予以监督和治理袁形成不同的治理

二尧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尧模式演变与
边界向度

结构与契约制度安排袁以实现交易成本的最小
化遥新型举国体制通过特定的国家主导的治理结
构以及国家契约的方式袁形成既定的经济组织

清晰回答新型举国体制存在的合理性尧合

依托渊如中央企业尧国有企业等冤实现市场交易

效性与价值性袁必须回归新型举国体制背后的底

过程中的成本最小化袁内在的原因在于以国家契

层理论基础袁剖析在特定的理论脉络中新型举国

约的方式最大程度地降低市场主体在提供某一

体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遥 实质上袁学术界对

产品因不同的交易属性而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袁

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基础研究尚处于相对碎片

最终实现交易成本的内部化遥 因此袁考虑到在特

化阶段袁即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理解总

殊公共场域中产品的公共社会属性尧巨大的资产

体上依然是切片式而非整合式尧局部式而非系

专用性尧巨大的市场交易成本以及不确定性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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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航天航空领域的系列技术创新尧系列探测器

此袁基于效率导向的市场自动出清难以完全达到

等新产品的攻关突破袁就需要通过新型举国体制

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袁市场中的生产要素或

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袁并基于特定的生产组织形式

者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在市场价格

实现产品交易属性尧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有

中难以反映袁主要存在市场不完全竞争尧信息失

效匹配 遥
咱15暂

从社会学层面的组织制度视角来看袁制度逻

古典经济学相类似的是袁演化经济学提出了系统

辑理论强调组织的战略与行为受到其所处组织

失灵的理论框架袁认为在市场之外还存在非市场

场域中不同制度逻辑的影响袁包括市场逻辑尧社

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制度之间的演化对经济活

会逻辑尧家族逻辑尧国家逻辑尧技术逻辑等多种制

动的影响袁系统性失灵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失

度逻辑类型袁不同制度逻辑所蕴含的合法性具有
异质性咱16暂遥相应地袁对组织使命尧组织战略导向与

灵尧转变失灵尧锁定失灵尧制度失灵 咱18暂遥其中袁基
础设施失灵主要表现为与创新相关的基础设施

组织行为的引导和调整也具有差异性遥 比如袁市

以及与知识相关的基础设施不充分曰转变失灵则

场逻辑支配下的商业组织袁其组织使命往往是市

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外部自然冲击

场利润最大化袁组织战略导向以及组织商业模式

导致企业的适应能力陷入困境袁难以完成既定的

等皆以经济利润或者内部资源配置效率最高为

技术路线以及组织价值创造曰锁定失灵是指在位

核心逻辑袁整个组织内的领导者与组织员工被沦

企业为维持市场地位对潜在进入者或者威胁者

为野赚钱冶的工具和经济的附庸袁组织所面对的利

的新技术的阻碍与破坏袁导致技术经济范式变革

益相关方场域也仅仅局限于股东尧供应商等经济

出现延迟效应甚至失败曰制度失灵则表现为制度

性利益相关方袁其他社会性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

变革过程中制度缺乏协同性或者不匹配性袁导

求则被排除在外遥 从制度逻辑的视角来看袁新型

致制度对经济主体行为 的约束与治理失效遥

举国体制正是一种国家逻辑对市场微观组织的

因此袁不管是新古典主义强调的市场失灵还是演

制度嵌入袁基于国家战略导向尧国家使命尧国家能

化经济学提出的系统失灵理论袁其本质上都会影

力与国家目标袁对市场中各类不同制度逻辑主导

响到整个市场与社会系统的充分有效运转袁需要

的微观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实现国家逻辑的有效

基于举国体制下的政府能力实施相应的强干预袁

嵌入袁进而实现国家逻辑与其他不同制度逻辑的

包括在面向国家战略性安全的公共领域尧民生领

混合化袁最终依托整个经济场域与社会场域内的

域尧军事领域等的系列产品供给与技术突破袁也

各类组织聚焦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尧使命要求袁实

包括提升整个市场运行效率的底层基础设施袁通

现组织运行使命的混合化袁完成国家逻辑下的系

过国家重大工程尧重大项目以及中央国有企业这

列价值创造目标遥

一载体袁将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尧创新生态

2.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袁新古典主义描
淤

述了一个在若干假设 前提下的充分市场渊完全
竞争市场冤袁它秉承市场万能主义袁即市场能够自
动解决任何产品的生产问题袁完成资源的优化
配置袁实现市场自动出清遥 然而袁现实的经济运行
总是在信息不完全与不充分尧企业机会主义尧市场外
部性以及存在市场失灵等多重状态下运行的遥因

6

真尧市场外部性渊负外部性冤等表现类型 咱17暂遥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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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知识工程尧特殊产业扶持与战略性新兴产
业培育工程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持续优化供给
等作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抓手咱19暂袁改进整个
国家的创新体系遥

3.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

发展经济学中的经济赶超理论为新型举国
淤若干假设包括厂商利润最大化假设尧产品同质性假
设尧信息完全与充分尧交易成本为零等遥

体制提供了理论正当性遥在发展经济学的经济赶
超视野下袁世界主要经济体主要包括以美国尧英
国尧德国尧法国尧日本等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

设施建设尧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提供制度

规范与资金尧人才尧信息等要素保障咱22暂遥基于此袁新
结构主义实质上承认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合理性

型经济体渊高收入经济体冤袁以及以中国尧印度尧俄

与正当性袁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深化运用提供了理

罗斯尧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发展中经济体或

论的正当性遥新型举国体制正是在全新的政府与

转型经济体遥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超越

市场关系定位下袁在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必须越过野中等收入陷阱冶遥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强

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袁发挥有为政府在资源配

调结构主义袁结构主义的经济赶超理论强调在发

置中的重要作用袁针对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基础

展中国家存在普遍的市场失灵袁依靠市场的力量

设施支撑不足尧产业甄选与识别的信息不足尧产

难以完成经济赶超的任务袁甚至可能陷入贫困陷

业竞争中的核心关键技术投入不足渊基础研究

阱与两极分化袁且发达经济体系与发展中经济体

与应用研究等冤袁实现政府能力下的资源供给与

的经济差距主要是产业结构的差距

遥因此袁结

咱20暂

构主义强调要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大范围投

资袁积累资本实现规模经济遥 国家则是大范围投
资的重要主体袁包括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公

资源协同袁最终实现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重大
使命目标遥
渊二冤新型举国体制的主导落地模式及其运
作机理

路与铁路工程尧工业化追赶进程中的重要工业部

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在我国落地生根并不断

门实现国家主导的投资体系建设袁基于国家能力

演进袁推动我国短时间内实现部分领域的全面追

充分配置资源实现产业追赶袁创造需求与供给袁

赶或局部超越袁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逻辑袁又有

实现市场繁荣遥 新型举国体制基于国家能力创

新时代下与时俱进尧创新发展的现实因素遥 新型

造市场需求袁并实现产品供给市场化袁完成产业

举国体制是新时代伟大实践中的伟大创举袁其核

追赶任务遥 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袁我国能够在较

心特征和优势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统

短的时间迅速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以及工业化体

一遥就科技创新体系而言袁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

系建设袁就是依靠举国体制的力量袁动员整个社

借鉴美尧日尧德等国的经验袁先后设立了国家自然

会资源实现工业大生产袁迅速为工业生产积累各

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专利局等机构负责科研

类资本遥 但是从各国实践来看袁过度注重全面赶

管理袁逐渐进入国家统筹下合理分工的多部门尧

超战略而忽视市场的力量袁也可能导致赶超失

多层次尧军口与民口加速分离的科技管理新阶

败遥新结构主义在自由主义与全面赶超理论中看

段遥随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的成立袁科技体

到了理论的突破口袁强调基于野要素禀赋结构一

制改革深入推进袁并由科学技术部行使全国科技

比较优势一企业自生能力一比较优势战略一产

工作统筹协调的管理职能袁我国的国家创新体

业升级冶的逻辑链实现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遥 经

系快速完善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

济赶超的实现必须推动后发国家的要素禀赋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建立和完善新型举国体

结构升级袁进而牵引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的系统

制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袁要野构建社会主义

升级袁最终完成经济赶超 遥 但是上述逻辑链的
咱21暂

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

传导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个支撑性条件院

制冶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袁要野强化

一是有效市场袁即市场能够充分反映要素市场的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袁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袁

价格袁进而确定企业的比较优势并进行产业投资曰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袁

二是有为政府袁需要通过政府的力量为产业基础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袁提高创新链整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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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冶遥 具体而言袁新型举国体制主要包括三种实

摒弃市场主体的力量遥在面向应急重大公共社会

现模式遥

需求的科研攻关过程中袁政府要重视发挥市场调

1.面向应急攻关的举国动员模式

节和企业主体作用袁统筹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面向应急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的实现模式袁

和经济社会发展袁在应急领域推进科研攻关尧应

体现为政府主导整个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统筹与

急管理体系建设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袁充分发

优化配置遥政府野动员式冶的逻辑起点在于具有重

挥企业分散决策实现多元尝试尧增加微观企业动

大的公共社会性应急需求牵引袁依靠单一的市场

态能力与市场活力的优势袁迅速建立以企业为主

力量难以应对高公共社会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体尧政产学研相结合的产品研发和产业化体系遥

渊见图 1冤遥 政府作为整个公共性资源的重要配置

更进一步袁通过组织疫情防控和科研生产等各条

主体袁能够充分调动全国各方资源袁以政策制度

战线的精干力量协同作战袁聚焦检测试剂尧疫苗尧

集中联动供给袁并在支撑微观市场主体层面全面

抗体尧药物尧诊疗方案等方面集中攻关袁并配套财

打通整个产业链与创新链共同面对应急性的公

税尧金融尧商事尧政府采购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袁快

共社会问题遥 这一落地模式的典型案例体现为院

速培育一批能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应急领域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大应急性公共社会

科技型企业和产业集群袁实现高端医疗技术尧产

需求袁科学技术部迅速组建国家专家团队部署重

品和装备自主可控遥 同时袁我国还抓住契机袁加

大应急项目袁启动应急科技攻关项目袁着重在病

速发展数字经济尧中医药尧大健康等产业袁持续

毒溯源尧传播途径尧动物模型建立尧感染与致病机

壮大新动能袁创造经济新增长点遥

理尧快速免疫学检测方法尧基因组变异与进化尧
重症病人优化治疗方案尧应急保护抗体研发尧快
速疫苗研发尧中医药防治 10 个方面进行部署袁并

2.基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模式

新型举国体制的第二类落地模式是基于国

要求各相关部门尧各科研单位立即行动袁突出防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模式遥国

控急需袁加紧科技攻关研发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一方

家战略科技力量主要的微观载体支撑是国家实

面通过整合全国优质资源全力推进科研攻关袁

验室袁尤其是国家重点实验室遥 国家实验室在合

科技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尧国家发展改革委尧

肥等地正式挂牌成立袁标志着我国打造以国家实

教育部尧财政部尧中科院尧军委后勤保障部等相关

验室体系为核心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正加快落

部门袁全力做好应急攻关任务的组织协调袁推动

重大应急

全国资源一体化配置袁充分利用现有研发基础袁

需求牵引

集中力量袁快速突破袁强化防控诊疗技术研发和
成果应用袁 为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提供科技

高校

科研院所

支撑遥 另一方面袁基于政府主导推进产业链与创
新链全面整合与协同袁全力保障应急攻关领域

整合全国

政府野动员

全面打通

科技投入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科研力量布局袁整

各方资源

式冶主导

创新链条

合国家重点科研体系袁组织跨学科尧跨领域的科
研团队袁深化科研尧临床尧防控一线的相互协作袁

国家实验

大力开展协同创新袁形成了推进自主创新的强

室体系

大合力遥
同时袁政府野动员式冶主导模式并不意味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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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政策制度
集中供给

图 1 政府主导下的野举国动员冶模式

实渊见图 2冤袁基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产学

展的目标袁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谋篇布局袁增

道 遥基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产学研用深度

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研发对科技创新

研用深度融合模式的成熟与推广也将步入快车
咱23暂

强跨部门尧跨主体尧跨学科的科研协同攻关能力袁

融合模式具体可从如下方面予以实现院第一袁在

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袁坚持自由探索和目标导

顶层制度设计与科技战略规划层面袁国家实验室

向相结合袁不断提升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实践

的主要功能在于袁在公共财政资源支持下袁面向特

中凝练基础研究问题的能力袁促进基础研究尧应

定学科理论与应用问题攻关突破袁但是在公共资

用基础研究尧技术创新一体化部署和全链条实

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宜大

施遥 最终强化提升科技攻坚和应急攻关的体系

包大揽袁而应聚焦事关国家底线安全和战略主动

化能力袁构建系统尧完备尧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袁

的学科领域袁此时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为国家战

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和活力袁形成自主创新的

略科技力量提供精准的着力点 遥基于国家战略
咱24暂

需求导向与应急需求袁优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布局袁促进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袁稳步打造跨学

强大合力袁构建功能互补尧深度融合尧良性互动尧
完备高效的协同创新格局咱23-24暂遥

从创新管理的角度来看袁国家实验室的利益

科和跨领域尧产学研用协同的高效科技攻关体

相关方主要为高校尧科研院所和国企遥就高校而

系袁加快形成野战略需求导向明确尧原创引领特征

言袁要通过加强高等教育改革袁把面向国家利益尧

明显尧科技基础厚实尧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尧攻坚体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作为高校科技工作的主攻方

系完备尧跨学科多领域协同尧平战转换顺畅冶的科

向袁在鼓励教师从事自由探索的同时袁进一步加

技发展新格局遥 第二袁明确国家实验室的利益相

强高校野有组织冶的科研活动袁形成稳定的可以实

关方主体功能定位袁通过明确科研院所尧高校尧企

现团队协作的战略性科研队伍袁使高校科研更聚

业在创新体系中不同的功能定位袁制定在新型国

焦国家战略尧更鼓励跨学科合作尧更支持产学融

家创新体系下各创新主体的长期规划袁实现滚

合遥就科研院所而言袁应进一步明确中国科学院尧

动式尧可持续发展遥秉承面向国家需求和经济发

中国工程院等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地位和

中央政府
科技安全工程学
稳定支持 战略引导
高质量
人才供给

省级和其他 稳定支持
地方政府

国家实验室体系

高校

前沿领域基础研究
稳定与竞争性
支持的有机协同
经费资助及
管理组织

从 0 到 1 的原始创新突破

多元合作机制

深度交叉融合

原创型尧天才型人才培养
竞争性
经费
多元投入

购买
研究时间

科研院所

转化反哺

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

图 2 基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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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袁加快恢复行业科研院所的野国家冶属性袁着
眼于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袁瞄准世

3冤遥这一模式主要体现为以国家实验室集中力量
进行基础研究尧攻关重大课题袁企业分散决策实

界先进水平袁将世界学科前沿问题和国家经济社

现多元尝试尧增加微观活力袁共同汇聚形成突破

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基础研

关键核心技术的强大体系支撑和创新合力遥

究尧共性技术研发和工程技术研究的重心袁组建

具体而言袁以央企为主导的整合式创新模式

有国家使命尧有集体荣誉感尧有团队战斗力的稳

的实现过程表现为以下层面院第一袁在科技创新

定科研团队袁使其更多地从事战略性尧公共性的

战略布局层面袁中央企业应重点布局基础和前沿

科技项目袁不断强化我国工程科技和应用技术创

科技领域袁在政府重大需求尧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新的优势遥 就企业而言袁应大力提升中央企业和

支撑下袁综合运用有组织的科研和自由探索的基

国有企业作为野国家队冶的技术创新能力袁与国家

础研究袁大力推进面向市场领域中的交叉融合与

实验室共建产学研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袁以高强

原始创新袁抓重大尧抓尖端尧抓基本袁在政策引领

度的研发投入尧高质量的创新产出尧高效率的创

和战略驱动下推动各类创新主体自主尧协同尧开

新流程袁抢占发展主动权袁全面推进企业技术创
新的自主可控遥 积极培育能够面向世界科技前

放创新的系统性整合咱26暂遥在具有长周期尧高风险尧

高不确定性等特征的领域袁民营企业难以承担相

沿尧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尧具有较强原始创新

应的持续性的高强度研发袁而中央企业能够基于

能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袁发挥其在前沿科技探索

国家使命实现使命驱动的创新袁在国家战略性产

方面袁以及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尧突破产

业与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型产业和复杂重大工

业关键共性技术尧野卡脖子冶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

程创新研究中袁实现野集中力量办大事冶的显著

的重要作用遥

3.以央企为主导的整合式创新模式

在野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下袁微观市场主体层

制度优势咱27暂遥 第二袁以央企为主导的整合式创新
模式依然需要民营企业的广泛参与袁形成野央
企+民企冶的融通创新共同体遥这一过程需要央

面需加快推动央企成为新型举国体制落地模式

抓重大

中的技术创新主导者袁使中央企业真正意义上成
为国家战略性科技创新力量遥中央企业具备完备

抓基本

的自主创新能力袁对于持续提升我国科技国际竞
争力尧全球高端经济要素与资源的汇聚能力以及
综合国力至关重要咱25暂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迈上百

万亿元新的台阶袁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对

数字化

很可能会持续升级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深入实施
业转型升级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成世界科

深化
高校

向野科技星辰大海冶的转型袁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
担当尧有更多追求尧有更多作为袁不断将自身打造
成为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技术创新主导者渊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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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有组织的科研

依托 原始创新 资源
共享
组建
企业

合作

溢出
推动

智能化

科研院所

网络化

技强国袁已经变得刻不容缓遥新形势下袁我国优秀
企业正加快实现从关注野白菜水果流量冶到面

抓关键

国家实验室
自由探索基础研究

我国科技型企业尧创新型企业的打压和技术封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加快推动双循环背景下的产

政府

创新链
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
有效结合
基础研究

技术创新

图 3 以央企为主导的整合式创新模式

企支持民企深度参与国企牵头的科研攻关项目袁

用边界遥利用新型举国体制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组建创新联合体袁强化企业专业化协作和配套能

中的一系列经济性尧社会性尧公共性问题袁需要考

力袁加快形成强协同尧弱耦合的创新生态遥 政府

虑潜在的边界条件袁避免出现资源配置失灵或者

需要通过完善科技创新政策袁加强创新服务供

失效尧组织载体支撑选择失效或创新系统性失

给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袁引导民企加大研发投入袁

灵遥 具体来看袁在新型举国体制有效实现的边界

完善技术创新体系袁着力培育野瞪羚冶企业与野独

条件中袁需要有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尧效率与公

角兽冶企业袁建立高成长企业的挖掘尧培养尧扶持

平尧中央与地方尧对外开放与自主内生能力建设

机制袁设立动态培育库袁在科研项目尧资金扶持尧

等方面的关系遥

制度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袁在新业态监管方式上

第一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遥 随着社会主义市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包容试错空间袁推动野小

场经济体制从建立走向不断成熟袁市场在资源

而精尧小而特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袁与国

配置中的功能定位与价值效应发生了根本性的

家队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遥

变化袁政府对自身资源配置的边界与功能定位的

以央企为主导的整合式创新模式的实现依

认知也在不断深化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

然需要高度重视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赋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遥 新型举国体

能与应用遥 以数字化尧智能化驱动的协同创新与

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时期的大包大揽袁也

融通创新有助于实现央企与其他各类知识主体

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大包干袁而是在新的政

渊高校尧科研机构尧国家实验室等冤深度协同以及

与其他各类民营企业深度融通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
需要加快开发基于新一代移动通信尧区块链尧人

府与市场关系下的全新的制度体系与资源配置

体系咱28暂遥新型举国体制之所以区别于传统举国体

制袁一个重要的边界条件便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工智能等技术的分布式资源共享和数据协同的

的关系袁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资源配置范围与

科技服务平台袁打通科研数据交易和融通链路袁

边界袁明确政府在面向哪些领域尧面向哪些主体尧

通过供需匹配技术尧共识机制形成精准的贡献

面向哪些资源时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袁

度识别尧价值识别与转换等能力袁实现对不同创

比如在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过程中袁并

新主体和创新人员的差异化尧个性化激励袁加快

不是所有的核心关键技术都需要基于有为政府

破解制约协同攻关和融通发展的新老问题遥 在

的力量借助新型举国体制予以系统性解决袁而应

此基础上袁积极运用揭榜挂帅等创新机制袁推动

聚焦涉及产业链安全性尧国家战略性尧全球科技

央企与其他各类创新主体和知识主体的深度合

竞争的关键共性技术以及关系整个国家经济运

作袁深化跨区域合作尧多元主体协同和整合式创

转和国家竞争的野卡脖子冶技术等核心关键技术遥

新袁推动形成一大批高水平创新联合体遥 通过优

在那些能够依靠市场力量解决实现自动出清的

化创新创业的资源投入和配置袁营造积极向上的

产业尧企业以及产品技术等领域袁应清晰划定边

举国创新创业氛围袁在科技创新尧产品创新尧科技

界袁否则就可能产生社会资源错配尧误配以及资

人才培养等方面调动野政产学研用冶的多方资源

源配置失灵遥 新型举国体制的有效性与合意性

优势袁使数字化尧智能化尧网络化为中央企业赋

的重要边界条件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是否

能袁最终使中央企业成为新型举国体制下重要的

清晰袁让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在新型举

微观战略性组织载体支撑遥

国体制的运作过程中相互协同与耦合袁在市场供

渊三冤新型举国体制实现的边界向度

给有效的领域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袁

新型举国体制实现的合效性存在一定的作

在市场失灵的部分领域发挥好政府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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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袁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遥 从新结构经济学

新型举国体制的有效落实需要依靠政府的系列

的视角来看袁新型举国体制作用于微观市场主体

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袁在承认产业政策与科技政

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遥在新结构经济

策有效性的前提下袁充分考虑政策制定尧政策执

学视角下袁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是使产业

行尧政策评估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袁避免政府越

结构朝着更具比较优势尧更具效率的方向调整袁

位尧错位与缺位等引致新型举国体制在解决特定

培育更具创新优势与创新潜力的主体袁并着力于

场域的公共性社会问题时失效袁甚至陷入制度性

创造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条件和

失灵遥

环境袁具体包括院支撑产业发展的融资环境袁支

第三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遥首先袁我国传统的

持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袁支持产业发

央地关系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属地化分级管理和

展的硬件基础设施渊公路尧港口尧通信以及公共设

行政逐级发包遥属地化分级管理与行政逐级发

备等冤尧共性技术和创新文化 遥 政府通过政策干
咱29暂

预产业渊特定产业扶持与培育尧特定产业补贴与

策事务逐级传递与逐级分解袁形成层层传导与分

税收优惠等冤以及市场微观主体企业的投资和

解的行政发包格局袁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省公共事

创新行为袁影响整个产业内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市

务的决策成本袁在给予地方行政权力的同时形成

场竞争效率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新型举国体制有
效性的边界条件必然涉及既有的基于产业政策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对制衡关系咱31暂遥 其次袁

央地关系的特殊性表现为地方财政分权与行政

或者科技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实现公平与效率之

分权遥自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袁中央政府与

间的动态平衡袁准确把握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协

地方政府实行两套税收管理制度袁中央政府在核

调共生关系遥 从现有产业政策的类型来看袁主要

定地方财政收支额的基础上袁借助转移支付体

存在两类产业政策院一类是选择性产业政策袁另

系袁有效弥补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缺

一类是功能性产业政策遥前者是基于政府的顶层

陷遥行政分权体现为以属地化管理为基础袁基于

设计与规划能力对特定产业发展予以选择性支

行政发包将行政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袁赋予地

持与重点照顾袁实现产业的资源供给与创造主体

方行政决策的自主权袁同时保证地方的战略决策

孵化袁借助政府能力推动产业链尧价值链与创新

导向符合中央的总体导向袁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

链之间的协同支撑体系建设曰后者是针对产业

推动本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遥从央地关系视角

发展的公共信息环境与制度环境予以系统优化袁

来看袁新型举国体制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加强面向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建设以及产业公

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关系是否合意袁即一方面能够

共创新资源池建设遥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

发挥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尧资源配置能力以及

中会面临公平与效率的抉择问题遥在市场化制度

影响力袁为地方政府快速聚焦某一重大创新工程尧

并不健全的前提下袁选择性产业政策在执行过程

重大公共社会问题和重大突发性公共社会危机

中可能带来一系列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袁存

的响应提供顶层设计方案袁为地方政府快速调动

在基于所有制差别的产权歧视以及基于产业内

各类经济性与社会性资源提供制度框架与行动

企业规模大小差别的规模歧视袁从而导致市场中

指南曰另一方面袁需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

的民营企业尧中小企业并不能享受与国有企业尧大

性袁强化地方政府有关地区发展战略导向尧资源

型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遥 产权歧视和规模歧视

禀赋尧产业基础的整合式创新生态系统建设袁提

行为影响了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效率袁最终可能导

升地方政府的自主决策能力尧动态响应以及资

致政府政策失灵以及资源配置的错配和误配 遥
咱30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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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能力袁进而实现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政府主

体协同尧政策协同尧资源协同尧能力耦合袁最终实
现新型举国体制在特定的重大创新与知识工程尧
涉及国家战略性与安全性的战略性产业尧关键核

型举国体制的有效性与合意性遥
三尧新型举国体制的应用场景

心技术尧面向重大公共社会危机治理等场景中的

场景是基于特定的主体在特定的空间与时

央地协同能力袁提升新型举国体制的价值有效

间进行活动的综合袁其关键要素包括特定的时空

性与合意性遥

环境尧特定的行为主体尧特定的行为方式与行动

第四袁对外开放与自主内生能力建设的关系遥

结果袁蕴含了行为主体之间互动方式尧连接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充分吸引外资尧扩大出口袁将

以及实时状态等多重要素遥新型举国体制的应用

产业链尧供应链尧价值链充分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遥

场景主要刻画了政府尧中央企业尧国家战略科技

在微观层面袁我国大量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力量尧市场中的各类微观主体尧社会组织尧社会

确立了外向型的发展战略袁即主动将自身的创新

个体在特定的议题尧特定的场域以及特定的时空

网络尧资源网络尧市场网络置于全球的分工体系

之下形成的互动方式尧交互关系与连接状态遥 由

之下袁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微观组织支撑咱32暂遥
从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来看袁我国逐步从计

于新型举国体制具备鲜明的公共社会理性以及
市场理性的嵌入性特征袁且依托于政府公共治理

划经济时期的内循环主导发展战略向基于外循

能力推进各类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袁

环的发展战略转变袁大量企业采取的是以市场换

其主要场景的深化运用集中于国家重大民生公

技术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袁导致企业长期忽视自主

共工程科技创新尧野卡脖子冶技术攻关突破尧突发

创新能力建设袁整个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以及企业

性重大公共社会危机治理三类场景之中遥

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技术支撑能力不足袁加之我
国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失衡严重袁短

渊一冤面向国家重大民生公共工程科技创新
的新型举国体制

期难以弥补企业基础研究的短板袁在国际关系

工程被定义为一种造物与用物的管理与技

不确定性加剧尧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格

术实践遥 一般而言袁根据工程的难度尧工程的规

局下袁我国外循环发展战略受阻袁部分涉及国家

模尧工程的建设周期尧工程的影响范围与利益相

安全以及国家经济命门的关键产业尧关键技术

关方边界袁可以把工程分为多种类型袁包括面向

被野卡脖子冶袁成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主

大型国有企业尧民营企业的特定重大技术创新工

要障碍遥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指要完全依靠自身

程袁面向国家民生体系的公共救济工程袁面向贫

力量来解决系统性重大风险与重大经济社会

困减缓或者反贫困创新的重大扶贫工程袁面向国

问题袁也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外部力量对我国各

家重大科技战略导向的科技战略工程袁等等遥 较

类创新主体尧微观企业资源与能力的补充与协同

之于私人场域的市场类工程建设袁此类工程具备

作用遥在基于新型举国体制解决系列重大战略性

规模宏大尧技术复杂性高尧建设周期长尧投资回报

创新工程以及公共社会问题尧化解重大外部系统
性与内部公共社会性危机渊社会重大挑战冤的过

率不确定性高尧公共性较强等特征 咱33暂遥 因此袁从
创新的视角来看袁面向重大民生导向尧公共导向

程中袁依然需要平衡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袁

的工程科技创新无法依靠单一的市场微观企业

坚持内循环主导下的自主创新等内生能力建设袁

组织尧单一的政府公共组织或者单一的社会组织

同时发挥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来解决袁也无法通过单一的区域性行政命令或区

局下外部各类创新主体对我国创新主体的合作

域性的产业集群组织解决遥 实质上袁面向民生公

效应以及协同效应袁提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新

共工程的科技创新领域具备准公共物品以及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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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品混合属性袁因而在科技创新过程中也必然

术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关键核心技术袁其技术差

面向两类场域渊即市场场域与社会场域冤遥且这类

距短期内难以缩短袁需要依靠长周期尧系统性的

工程的科技创新技术难度大尧回报周期长袁基于

研发投入以及整个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高度融合袁

私人研发成本与社会研发收益的巨大差距袁私人

方能有效突破野卡脖子冶技术背后的技术差距问

资本或者资本家往往在其有限的生命周期内难

题遥技术差距主要体现在研发能力尧基础研究与

以承担如此规模宏大的民生类公共工程科技创
新遥 因此袁需要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市场与政

补传统举国体制的劣势袁基于政府资源的统一

府关系的重新定位袁在规划尧建设尧运营尧评估等

调配袁充分发挥中央企业以及大中小企业等融通

环节中充分调动中央各相关行政主体尧地方政府

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尧主动性袁面向特定领域技术

以及各类所有制企业尧社会公众等多层次尧跨场

进行攻关突破袁实现技术差距的短期缩小遥

域的力量袁实现社会公众与政府尧各级政府之间尧

第二袁从国家战略以及国际竞争的视角来

政府与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等的委托代理关系袁

看袁野卡脖子冶技术的突破不是单一的技术性问

最终的成本收益也相对分散于公共部门以及部

题袁而是涵盖了在特定领域国家战略竞争能否占

分具备市场化场域内的组织之中遥

据领先位置的战略问题袁决定了一国在科技竞争

渊二冤面向野卡脖子冶技术攻关突破的新型举
国体制

中能否把握主动权遥 新型举国体制在突破野卡
脖子冶技术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战略力量的有效

虽然当前我国在创新绩效层面的专利数量尧

嵌入袁以政府资源与国家战略科技资源实现野全

科技论文数量等都处于世界前列位置袁创新投入

国一盘棋冶的资源配置袁为有效突破野卡脖子冶技

费的比重也在不断攀升袁在部分关键产业领域渊如

第三袁从产业链安全性视角来看袁产业链嵌

占 GDP 的比重以及基础研究占整个科学研究经

术提供了坚实的战略竞争资源咱36-37暂遥

航天航空尧卫星导航系统尧核能尧高铁等产业领

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要素是支撑产业发

域冤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袁在量子信息尧铁基超导尧

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遥相较于一般性的技术袁野卡脖

干细胞尧合成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

子冶技术是符合产业链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袁同

果袁部分关键技术实现了从 0 到 1 的突破遥 但不

时这种技术具备高度的复杂性和产业垄断性袁一

容忽视的是袁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以

旦被竞争对手列为限制转移与交易的关键核心

及逆全球化暗流涌动袁我国产业链在嵌入全球价

技术袁则成为野卡脖子冶技术袁其关系到整个产业

值链的过程中面临断链风险咱34暂遥创新链对产业链

链是否能够安全稳定发展遥 新型举国体制能够

的支撑能力不足袁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袁导致

有效地参与到解决整个产业链的安全性与公共

关键核心技术的野卡脖子冶问题凸显袁成为影响

性的预警和防控机制之中袁基于市场力量与政府

我国产业链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尧维持我

力量有效提高整个产业链中的技术转移效率袁推

国产业链安全的巨大障碍遥 新型举国体制能够
聚焦涉及国家战略性尧安全性尧公共社会性的重

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咱37-38暂遥 尤其是在基于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落地

大关键性技术领域袁集中优化配置资源袁而野卡脖

模式中袁新型举国体制能够积极推动基于底线思

子冶技术攻关之所以囊括于此类场景之中袁其主

维的科技安全工程学研究袁形成科技安全预警监

要的原因在于野卡脖子冶技术的特殊性袁主要存在

测体系的组织运行模式设计和平台系统架构设

四大层面的原因遥

计的科学方法论袁建立覆盖各省份尧各类创新

第一袁从技术差距的视角来看袁野卡脖子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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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战略服务平台袁针对重点产业的全链条进

行全面尧系统尧深入摸排咱39暂遥平台以野全国一盘棋冶

原因在于袁新型举国体制依然承认传统举国体

的高度开展战略研判尧专题研究尧动态追踪袁打通

制中党中央集体统一领导的有效治理方略袁能

产业战略研究和科技战略研究的边界袁摆脱学

够基于野全国一盘棋冶实现对突发性重大公共社

科和企业微观视角的影响袁将真正决定国家宏观

会危机科技治理过程中的资源调动遥 新型举国

战略主动和发展安全的基础性关键核心技术和

体制在解决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时有着突

野杀手锏冶技术识别提炼出来袁推动关键核心技术

出的功能与价值袁能够以最为显著的制度优势尧

的科学界定和国家安全尧产业安全尧企业安全三

资源配置优势尧社会治理优势实现全国各类经

个层次的分级管理袁在攻关需求生成尧谋划方向

济社会主体尧各类组织单元尧各类经济与社会资

重点尧制定技术策略尧论证拟制规划计划等方面

源的协同联动以及步调一致袁以高度动态的危机

为创新主体提供精准的动态指引袁为新型举国体

响应与联防联控的治理机制实现危机的防控与

制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发力提供科学精准

治理遥

Reform

的决策依据遥
第四袁从综合维度识别与突破野卡脖子冶技术
来看袁该技术需要满足如下标准院与发达国家或
者科技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曰该技术是决
定产业当前与未来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袁且技术
的垄断程度高袁对维系产业安全性具有关键作

参考文献
咱1暂郝勤援论中国体育野举国体制冶的概念尧特点与
功能咱J暂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袁2004渊1冤院7-11援
咱2暂谢茂松袁牟坚援文明史视野中的 70 年咱J暂援开放
时代袁2019渊5冤院13-33援

用曰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关键核心位置遥 野卡脖

咱3暂黄群慧.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

政府与市场的力量遥面向野卡脖子技术冶的攻关突

咱4暂雷丽芳袁潜伟袁吕科伟援科技举国体制的内涵与

子冶技术的突破需要基于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
破不再只是举政府和国家财政之力袁而且还应最

业化进程咱J暂.中国工业经济袁2018渊9冤院5-23.

模式咱J暂援科学学研究袁2020渊11冤院1921-1927援

大限度地调动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

咱5暂陈劲袁阳镇袁尹西明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

性袁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尧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尧

中国科技创新战略咱J暂援当代经济科学袁2021

从经济场域到经济社会复合场域共同参与解决

渊1冤院1-9援

野卡脖子冶技术的创新格局遥要充分调动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渊中央企业与国有企业冤与市场组织
渊民营企业冤的创新能力袁实现野卡脖子冶技术的攻
关突破遥

渊三冤面向突发性重大公共社会危机治理的
新型举国体制
突发性重大公共社会危机事件不同于一般

咱6暂陈劲袁阳镇援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技术政策院
理论逻辑尧突出问题与优化咱J暂援经济学家袁
2021渊2冤院33-42援

咱7暂杨开峰援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院一个概念性框
架咱J暂援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袁2020渊3冤院3-15援
咱8暂王立峰援新型举国体制的政治逻辑阐释与治
理效能提升咱J暂援国家治理袁2020渊42冤院32-35援

性的公共危机事件袁其不确定性程度尧突发性尧问

咱9暂张翔袁刘苏援野动员激活常规冶院新型举国体制

题的复杂性尧解决过程的联动嵌套性都更高遥 突

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咱J暂援理论与评论袁

发性公共社会危机事件的破坏性巨大尧影响范围

2020渊4冤院49-58援

广袁依靠单一的政府力量与市场组织都难以解

咱10暂何虎生.内涵尧优势尧意义院论新型举国体制

决遥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有效应用到解决面向突发

的三个维度咱J暂.人民论坛袁2019渊32冤院56-59.

性重大公共社会危机科技治理的过程中遥 主要

咱11暂段宇波援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逻辑

SPECIAL PAPER 本刊特稿

15

冲突与融合咱J暂援比较政治学研究袁2016渊2冤院
14-69援

咱12暂黄建军援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制度逻辑咱J暂援马克思主义研究袁2020
渊8冤院43-51援
咱13暂邹国庆袁郭天娇.制度分析与战略管理研究院
演进与展望咱J暂.社会科学战线袁2018渊11冤院

咱26暂陈劲袁尹西明袁梅亮援整合式创新院基于东方
智慧的新兴创新范式咱J暂援技术经济袁2017渊12冤院
1-10援

咱27暂李政袁周希禛援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的理论逻
辑与实现路径咱J暂援当代经济研究袁2020渊8冤院
21-30援

91-97.

咱28暂刘军国援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可以有机结合

学理论下坚持野举国体制冶的思考咱J暂援山西

咱29暂侯方宇袁杨瑞龙援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评述

咱14暂朱玉霞袁孙国民袁黄华明袁等援基于制度经济
师大体育学院学报袁2011渊1冤院14-16援
咱15暂石伟援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内在逻辑
咱J暂援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袁2020渊11冤院73-75援
咱16暂杜运周袁尤树洋援制度逻辑与制度多元性研
究前沿探析与未来研究展望咱J暂援外国经济
与管理袁2013渊12冤院2-10援
咱17暂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要要
要兼议经济
学中国学派研究咱J暂.管理世界袁2019渊2冤院723.

咱N暂援中国经济导报袁2014-08-02渊A02冤援
咱J暂援经济学动态袁2019渊10冤院101-116援
咱30暂阳镇袁陈劲袁凌鸿程.相信协同的力量院央-地
产业政策协同性与企业创新咱J暂.经济评论袁
2021渊2冤院3-22.

咱31暂邱实援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学理分析:基于
治理权限野集中冶与野下放冶的视角咱J暂.兰州
学刊袁2020渊7冤院126-136.
咱32暂迟福林.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咱J暂.
当代经济科学袁2021渊1冤院10-17.

咱18暂孙斐援公共科技管理制度院从新古典范式走向

咱33暂陈宏权袁曾赛星袁苏权科援重大工程全景式创

演化范式咱J暂.中国科技论坛袁2013渊9冤院25-31.

新管理要要
要以港珠澳大桥工程为例咱J暂援管理

咱19暂贾诗玥袁李晓峰援超越市场失灵院产业政策理
论前沿与中国启示咱J暂援南方经济袁2018渊5冤院
22-31援

咱20暂梅俊杰援在赶超发展视野下重新解读李斯特
经济学说咱J暂援社会科学袁2021渊3冤院128-144援
咱21暂林毅夫援新结构经济学咱M暂援北京院北京大学
出版社袁2012援

世界袁2020渊12冤院212-227援
咱34暂牛志伟,邹昭晞,卫平东.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变化与中国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选择
咱J暂.改革袁2020渊12冤院28-47.
咱35暂陈劲袁阳镇袁朱子钦援野十四五冶时期野卡脖子冶
技术的破解院识别框架尧战略转向与突破路
径咱J暂援改革袁2020渊12冤院5-15援

咱22暂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援有效市场模式院一个

咱36暂张杰袁金岳援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中国制造

新的分析框架咱J暂援上海经济研究袁2015渊3冤院

业高质量发展咱J暂援河北学刊袁2020渊5冤院138-

3-14援

151援

咱23暂陈劲袁朱子钦援加快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建设咱J暂援创新科技袁2021渊1冤院1-8援
咱24暂武力援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咱N暂援中国纪检监察报袁202012-24渊5冤援

咱25暂肖红军援推进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

16

调整的方法论咱J暂援改革袁2021渊1冤院74-91援

本刊特稿 SPECIAL PAPER

咱37暂樊继达援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关键核心
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咱J暂援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袁
2020渊9冤院48-51援

咱38暂曹晓阳袁张科袁刘安蓉援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形
成联合技术攻关机制的思考与建议咱J暂援科
技中国袁2020渊10冤院34-37援

咱39暂陈劲袁朱子钦袁季与点袁等援底线式科技安全治
理体系构建研究咱J暂.科学学研究袁2020 渊8冤院
1345-1357.

172援

咱41暂罗大蒙援举国体制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治理的制度优势及运转机制咱J暂援理论建设袁

咱40暂黄瑶袁王铭援新型举国体制对防控新冠疫情
的制度优势咱J暂援理论探讨袁2021渊2冤院167-

2020渊3冤院13-19援

The Theoretical Logic, Implementation Mode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the New Type of National System
CHEN Jin YANG Zhen ZHU Zi-qin

Abstract: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a country to deep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i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goals. However, the academic circle
lacks the logical deconstruc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and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how to achieve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are still unclear.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cient
national system in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ystem after the founding of China.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ts new
connotation is mainly diss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logic,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ology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is not clear.
It depends on the accommodation space of multiple theories such a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 modes, namely, the National Mobilization Mode of
face-to-face emergency tackl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mode of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and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mode led by central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depends
o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can deal with the four relationship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opening up and endogenous capacity -building. Finally, the
deepening applica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does not cover all scenarios. It is mainly used in three
scenario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national major public projects for people's livelihood,
breakthrough of "neck"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of sudden major public social crisis.

Key words: new type of 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logic; imlementation mode; application

scenario

渊责任编辑院罗重谱冤

SPECIAL PAPER 本刊特稿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