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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严重,突出表现为能源产品产量占GDP比重

大,而卫生、教育和科技发展缓慢。本文以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榆林市为例,通过分析研发主体、研
发活动、研发投入等情况,并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资源型城市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与其他城市相比,榆林市研发投入强度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原因是研发主体中机构少、人
力薄弱,规上企业贡献度低,同时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培
育科研院所、培养人才等方面提出了加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研发投入的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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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ismatchbetweenresourceexploitationandsocialdevelopmentisseriousinre-
source-basedcities,whichishighlightedbythelargeshareofenergyoutputinGDP,whilethe
developmentofhealth,educationandscienceandtechnologyisslow.Takingtheresource-based
cityintheYellowRiverBasinasanexample,thispaperanalyzestheR&Dsubjects,R&Dactivi-
tiesandR&Dinvestment,andconductsanin-depthcomparativeanalysiswithresource-basedcit-
iesintheYellowRiverBasinandtheYangtzeRiverBasin,withthefollowingconclusionsdrawn.
Comparedwithothercities,theintensityofR&DinvestmentinYulinislowandtheindustrial
structureisunreasonable.Themainreasonsarethesmallnumberofinstitutionsandweakman-
powerintheR&Dsubjects,thelowcontributionofenterprisesabovedesignatedsizeandthelow
conversionrate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Inresponsetotheseproblems,this
articleputsforwardreasonablesuggestionsforstrengtheningtheR&Dinvestmentinresource-
basedcitiesintheYellowRiverBasinfromaspectsofstrengtheninggovernmentfinancialsup-
port,cultivatingscientificresearchinstitutesandcultivating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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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型城市以自然资源开采利用为主,研发投

入是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统筹资

源开发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对于黄河流域的资源

型城市更为重要。黄河流域共有36个资源型城市,
这些资源型城市拥有支撑我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多种

资源,其中煤炭资源产量约占全国的70%。研究该

流域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研发问题,有利于提高区域

经济发展质量。
朱志红[1]、李博[2]、叶雪洁[3]、张逸昕[4]等学者

都认为,研发投入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驱

动力,并通过不同的方法证明了技术创新和政策调

控能协同推动研发投入,提高资源型城市的全要素

生产率水平。政府和市场是促进资源型城市进行结

构调整的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5]。常见的模式是政

府牵头出资,带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实现政府资

金的放大效应。德国鲁尔由资源型工业区成功转型

为德国现今最大的工业区,离不开政府对产业及文

化中心的建设[6]。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在资源型城市

休斯顿大力发展与航天相关的高科技产业,如今休

斯顿已经不仅仅是资源型城市,而是拥有多种文化

蓬勃发展的“太空城”[5]。从研发投入的角度来看,

2015年美国通过政府研发资金引导全社会8倍研

发投入[7];2018年,我国政府带动全社会5倍研发

投入[8]。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成

熟的财政支持体系,财政支持的效率优势使得税收

优惠、研发补贴等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
关于如何增加研发投入,政府如何发挥引导作

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
梳理之后发现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支持提高了研发投入的

积极性。台航和张凯强[9]、邹洋和王茹婷[10]等通过

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支持能够激励企业投入更多资

金从事研发活动,政府财政对研发活动的支持能产

生积极的信号示范,带动其他的社会资金投资。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支持会对企业研发活动产

生挤出效应。谢桥昕和宋良荣[11]通过实证发现,财
政支持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促进作用,尤其对民营

企业的间接作用更为显著。邓子基和杨志宏[12]认

为,政府财政支持研发投入,既有对企业研发活动的

激励作用,也有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挤出效应。
第三种则是认为,财政支持和研发投入呈倒 U

型关系,而中国式财政支持抑制了科技创新[13]。资

源型城市通过矿产资源开采带动财政收入提高,而普

遍存在的问题是逐渐增高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带动研

发投入,一方面与政府研发投入资金有关,另一方面

与研发投入引导机制有关,这是制约资源型城市转型

发展的重要难题。
已有研究成果论证了增加研发投入对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从实证视角论证了

政府财政支持研发投入与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关系:
在社会研发活动初期,政府财政支持可引导社会研

发投入,而当社会研发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财

政支持对社会研发投入会产生挤出效应。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黄河流域典

型的资源型城市榆林为例,进一步探索社会研发投

入水平较低时,政府财政如何支持、刺激社会研发投

入,从而带动全社会研发活动。通过比较黄河流域

内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研发投入,并与长江流域资源

型城市进行对比,对榆林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不协

调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并就如何提高研发投入给

出详细建议,以供资源型城市参考[14]。

1 研究区域概况与社会研发投入

1.1 榆林经济发展概况

榆林位于黄河中游几字湾流域,拥有丰富的能

源矿产资源,经济总量连续12年位居陕西省第二

位,仅次于西安市,GDP从2007年的674.25亿元

增长到2018年的3848.62亿元,其占陕西省GDP
的比重持续攀升(由2007年的12.33%提高到2018
年的15.75%)。榆林原煤产量从2009年的20929
万t增长到2018年的45572万t,地方财政收入连

续10年位居陕西省第二位,仅次于西安市。经过

10年的快速发展,2018年榆林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已

是2009年(91.18亿元)的4.275倍,达到389.84
亿元。由此可见,资源开发确实带动了榆林经济的

快速增长,使得财政收入增长显著[15]。但是,榆林

研发投入的增长速度缓慢。2018年,其研发投入为

8.67亿元,位居陕西省第七位,西安研发投入是榆林

的49.15倍,比邻地市延安研发投入(16.51亿元)是
榆林的1.9倍。榆林研发投入强度(陕西省统计局

研发投入强度指标:研发投入/国民生产总值)虽然

保持了上升水平,由2010年的0.03%提高到了

2018年的0.23%,但近年来一直在陕西省排末位。
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研发投入强度目标是

2.5%,陕西省“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是2.6%,榆
林“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是2.5%,而2018年榆

林研发投入强度仅是0.23%,与目标相差甚远,详
情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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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年陕西省各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Fig.1 IntensityofR&Dinvestmentbyregions
inShaanxiProvincein2018

 

1.2 社会研发投入主体情况

1.2.1 科研机构

榆林目前有2所高等学校,其中1所为省属高

校,与省内其他城市相比(西安51所,咸阳9所),高
校数量上不具备优势。2018年,榆林高等院校研发

经费投入为1605万元,而西安高等院校研发经费

投入为48亿元。榆林目前有8家科研院所,2018
年仅有1家有研发活动,研发经费投入45万元,相
比之下,西安有59家科研院所,2018年研发经费投

入212亿元[16]。由此可见,榆林参与科研活动的科

研机构部门主要是高等学校,因此本文选择高等学

校专任教师数量来解释高等院所机构在研发活动中

的贡献。榆林市高等学校专任教师具体数量变化如

图2所示。图2中,榆林市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人数

增长明显,但是近年来有下降趋势。

图2 榆林市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人数变化

Fig.2 Changesinthenumberoffull-timeteachers
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Yulin

 

1.2.2 科研人力资本

人才是决定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最关键因素,也
是影 响 科 研 项 目 申 报 数 量、科 研 成 败 的 重 要 因

素[17]。从科研活动统计口径来看,科研人力资本指

企业在申报科技活动中涉及的科研人员数量,榆林

规上企业的科研投入在全社会科研投入中占相当比

例,因此,把企业参与科研活动的人员数量作为科研

人力资本投入。

1.2.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18年,榆林规上工业研发投入为8.38亿元,
占全市研发投入的96.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

榆林研发活动的主体。榆林规上工业企业共849
家,企业数量在陕西省位居第二,但其2018年规上

工业研发投入占陕西省规上工业研发投入的比重仅

为3.87%。从工业企业类型上来看,中小微型工业

企业和非公有经济工业企业数量居多,但研发投入

比重低,大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市规上工业企

业研发投入的比重为85.88%,高出陕西省平均值

16.75%;公有经济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市规

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比重为83.85%,高出陕西省

平均值11.91%。由此可以看出,榆林社会研发活动

对大型企业,尤其是公有制大型企业的依赖度较高。
从研发活动发生率的角度来看,榆林从事研发活动的

行业及地区不均衡,研发活动集中在能源化工行业,
且主要集中在能源富裕区县,如表1所示。

表1 陕西省榆林市各区县规上企业数量及分布

Tab.1 Quantityanddistributionofenterprisesinthe

districtsandcountiesofYulinCity

区县及行业 规模以上
企业/家

有研发活
动企业/家

榆阳区 125 13
神木市 246 8
府谷县 218 8
靖边县 59 7
佳县 26 0

吴堡县 15 4
清涧县 36 6
横山区 44 1
米脂县 14 1
定边县 31 3
绥德县 21 5
子洲县 19 0
总计 854 5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71 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3 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4 4

2 长江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研发投入

特点

  为了深入分析榆林社会研发投入不足的原因,
选择长江流域典型资源型城市,通过走访调研科技

局、重点企业,进行比较分析。经调研走访安徽省安

庆市、马鞍山市、淮北市,江西省赣州市和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总结座谈和调研资料,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长江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协调发展

的特点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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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产业引领科技要素配置,研发投入与产业转型

耦合

  资源型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对第二产业的依赖程

度较高,如图3所示,长江流域资源型城市的第二产

业比重相对较高,安庆与淮北的比重超过了50%。
科技要素向其他产业倾斜,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

方式。马鞍山设立了“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通过科技研发奖补政策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
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园区、服务外包企业、外贸

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电商企业及会

展业等都给予奖励。安庆市政府以乡村振兴战略为

重大目标,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现代

化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实施方案,规划部署重大涉农

项目,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同时,集中打造农产

品品牌,建设展示中心、观赏中心、体验中心、机械化

操作演示中心等[18]。

图3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差异

Fig.3 Differencesinindustrialstructureof
resource-basedcities

 

2.2 财政政策耦合科研奖补政策,GDP、财政收入

与研发投入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提高财政收入,同时财政引导合理的

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研发活动。从长江流域资源型

城市的发展来看,财政资金在引导社会研发投入方

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研发投入占财政收

入的比重提升。
如表2所示,长江流域资源型城市注重研发投

入,研发投入强度较高,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马

鞍山研发投入强度高达2.54%,研发投入占财政收

入比重达17.99%。2019年,马鞍山兑现科技创新

政策奖补631项、6248.71万元,申报省科技创新政

策兑现项目235项,奖补资金2166.23万元;落实

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减免税额5.44
亿元,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政策减免税额3.9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89%、5.31%[19]。

2.3 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耦合人才、资金、技术,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平台是科技发展的摇篮,扩大创新平台等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有效开展科技活动,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马鞍山2019年新建省级以上博士后

和院士工作站7个;招引培育市级高层次人才团队

20个、省“115”产业创新团队3个,引进“龙马”、“骏
马”人才2243人;建成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19家;新增全国驰名商标3个,申请专利

总数达18件[19]。

表2 2018年榆林及调研地市的经济指标、研发投入情况

Tab.2 EconomicindicatorsandR&DinvestmentofYulinandsurveyedcitiesin2018

城市 GDP/亿元
财政收入/

亿元

研发经费/

亿元

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

研发投入占

财政收入比重/%

榆林 3848.62 922.00 8.67 0.23 0.94

安庆 1917.60 308.90 20.40 1.06 6.60

马鞍山 1918.10 270.66 48.70 2.54 17.99

淮北 985.20 128.90 13.65 1.39 10.58

赣州 2807.24 459.51 33.70 1.20 7.33

  安庆市建成省级以上研发(服务)平台240个,

14个首位产业共性研发(服务)平台进入实质性运

营。安庆市在布局各县区创新平台的过程中,带动

了全社会的研发投入。例如在高新区和筑梦新区与

不同高校合作,建立新材料高新技术研发平台、中试

基地及交易平台,形成了集技术研究、试验与转化于

一体的科技服务平台。又如在其他区县分别与全国

知名高校构建技术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形成

了材 料 技 术 与 下 游 纺 织、医 药 产 业 联 合 发 展 的

局面[20]。
技术交易合同登记额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指

标,如图4所示,与其他城市相比,榆林专利申请量

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安庆,同时,技术交易合同登

记额也明显低于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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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8年榆林及调研地市的专利申请、
技术交易合同登记额差异

Fig.4 Differencesinregistrationofpatent
applicationsandtechnologytradingcontractsbetween

Yulinandsurveyedcitiesin2018
 

2.4 重视农业科研投入,补齐科研短板

农业科研投入是社会研发投入中的短板,基层

农业单位对科研认知低、投入少,同时,农业组织规

模小,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长江流域资源

型城市比较注重农业科研投入,例如赣州农业科研

机构将组织细化,分为农科所、林科所、畜牧所、柑桔

所、烟草所、水产所等,负责全市农业科研技术推广、
技术服务[21]。2018年,安庆市充分利用政府财政

资金支持研发投入,加快发展新型农业主体,全市农

民合作社总数达到6718家,其中省级示范合作社

99家,家庭农场总数5500个;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5830人,构建乡镇农产品快检系统135套,新建省

级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农机大院)13个。通过财政

资金奖补培育农业科技龙头企业,全年新增“三品一

标”企业(即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

农产品地理标志企业)121家,产品312个[22]。

2.5 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促进经济增长与研发

投入可持续协调发展

  经调研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马鞍山有高新

技术企业400家、赣州有高新技术企业501家、安庆

有高新技术企业193家。长江流域的资源型城市通

过与科研院校构建研发平台,设立政府科技创新奖

补资金,积极引导、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并已取得显

著成果;而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未形成广泛的产学

研合作模式,高新技术企业基数小,科研创新主体数

量少,这是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社会研发水平偏低

的重要原因。

3 提高榆林研发水平的政策建议

对比榆林市与长江流域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

水平与社会研发投入可以看出,榆林市社会研发投

入基础薄弱,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均与长江流域

资源型城市差距较大,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

出政策建议。

3.1 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引导作用

  建立财政科技资金统筹制度,保持财政投入力

度,形成与科技创新发展、科技创新投入结构、科技

创新投入方式相匹配的制度安排,释放稳定有力的

科技创新投资信号,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科技创新

的积极性。一是加快建立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机

制。要充分保障政府研发资金投入的增长速度快于

总研发经费的增长速度,持续加大政府研发资金投

入力度,以考核为指挥棒,加大研发投入在县区考核

中的权重,鼓励县级政府注重科技创新,提高县级财

政资金的投入比重;开展统计工作考核和奖励,制定

相关考核评比办法,主要考核各县区统计、科技部门

和相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的 研 发 投 入 统 计 工 作,对 全

R&D投入统计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

彰、奖励,对完成较差的单位要通报批评,约谈整改。
二是优化研发经费投入结构。基础研究投入对提高

地区自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

入,增加地方财政和企业社会力量对基础研究的投

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科研奖励、财政补贴力度。
三是探索科技与金融创新融合新路径。建立健全多

元化科技投入渠道,充分发挥财政科技资金的引导

和激励作用,推动银行、保险、证券、创投、基金等资

本市场投资科技创新,优化榆林研发资源配置,营造

科技、金融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3.2 坚持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动摇,不断提高

企业科技研发活力

  一是壮大高新技术企业规模。针对榆林高新技

术企业,尤其是规上高新技术企业总量偏少的现状,
应在企业培育和扩张数量上再下功夫,并引导其向

能源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等高新技术领

域发展。二是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落实鼓

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各项优惠政策,特别是企业研发

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按其成本的175%摊销,未形

成无形资产的,按研发费用的75%加计扣除企业所

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原有所得

税政策,严格落实规上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政策,让
企业有获得感。三是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方面

下功夫。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不断拓宽科技研发

的行业范围,着力解决传统产业升级所面临的重大

共性和关键技术难题,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产

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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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强化政策措施。四是鼓励企业加大成果转化力

度。对符合榆林产业发展方向、对产业集聚起战略

性引领作用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要给予专项

资金支持,深入提高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活力,让
新兴产业成为科技研发活动的新阵地,尝试建立一

批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试点企业研究机构。

3.3 积极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响应社会发展需要

和市场需求

  一是建设高水平一流大学。高校是人才的摇

篮,是学术资源的集散地,榆林高校应立足榆林实

际,以能源为背景,根据榆林产业发展的重点需求,
形成一个系统而完备的能化类大学科,并不断充实

师资,培养实用人才,不断提升榆林高校的科研水

平,逐步扩大榆林高校在国内的影响力。二是深化

科研院所改革。要激发本土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力,
政府应从人、财、物上为科研院所提供科研保障,积
极争取开展省级以上重大科研项目。三是积极引导

国内外一流大学、科研院所和一流研发中心在榆林

建立分支机构、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博士

后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等。四是加强产

学研合作。鼓励企业“引进来、走出去”,成为科技合

作与交流的主力军。鼓励企业与榆林本土及国内外

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引进或共建创新

载体,促进成果转化。鼓励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

联合培养人才,完善并促进高校、院所、事业单位的

青年科技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机制。

3.4 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提升人力资源水平

人才是推动地区发展最根本的支撑要素,创新

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应加速打造榆林“人才引

擎”。一是对人才政策进行整体性设计。以解决当

前面临的关键问题为导向,注重人才的靶向作用,将
人才引进需求与榆林“煤化工”战略发展的需求相结

合,加强专业化科技人才储备;加大科技人才吸引力

度与培养力度,对需要的人才做好前瞻性规划;建立

快速有效的人才引进、使用流程,统筹引进工作和使

用工作;协调好重大项目开发与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的关系,注重科技人才政策的发挥实效。二是加强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拓宽研发机构的引进渠道并加

大引进力度,积极支持人才参与国际和省外的科技

合作及竞争;加强科技人才团队建设,特别是加强跨

学科、跨年龄、跨职称层次的科研团队建设,深度激

发科研团队的创新动力;推动榆林各县区建立人才

资源共享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和价值。三是

进一步完善柔性引才机制。通过“项目+人才+平

台”培养模式,充分利用开展基础研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等方式打造创新团队,切
实激发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创造活力和积极性。要把

“人才+项目”和“项目+人才”的引才方式结合起

来,依托重点科研项目、产业项目和工程项目,既能将

急需的外地人才引进来,又能着力培养出本地人才。

3.5 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发展环境,全面提

高榆林科技创新能力

  扩大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改善榆

林科技创新环境。依托政府支持,构筑创业、技术研

发、技术转移、培训等综合配套的公共创新服务平

台,加快建立展示、交易、共享、服务和交流五位一体

的科技大市场,为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搭建科

技信息和交易平台,为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同

时,应开展并推广科技创新服务试点工作,努力培

养、引进一批有较高知名度、讲信誉、较权威的科技

咨询服务机构,实现中介服务的组织网络化、功能社

会化、服务产业化,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提供技

术创新、知识产权、财务审计、法律援助等服务。

4 结 语

黄河流域煤炭资源丰富,其资源型城市经济生

产总值较高,同时对资源开发的依赖性较强。通过

调研榆林市及其各县区社会研发投入情况,并与长

江流域资源型城市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发现相较于

长江流域资源型城市,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的社会

研发氛围较淡,其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耦合需要

政府合理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科研机构技术担当,
才能综合提升社会研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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