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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述评

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理论述评

朱春奎　 李　 燕

【摘要】随着创新政策范式由供给侧向需求侧的逐渐转变，创新促进型政府
采购引发了创新政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论文旨在系统梳理创新促
进型政府采购的主要研究成果，以期从文献整理分析的角度对创新促进型政府
采购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探讨，并展望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研究的发展方向及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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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创新政策领域的学者就开始关注政府采购对创新活动
的重要促进作用（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 Ｚｅｇｖｅｌｄ，１９８１；Ｒｏｔｈｗｅｌｌ，１９８４；Ｇｅｒｏｓｋｉ，１９９０）。
由于当时的创新政策聚焦于通过增加技术供给来推动创新发展，政府采购在促
进创新活动方面的潜能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始终未能得到充分挖掘。近年来，
随着创新政策范式由供给侧向需求侧的逐渐转变（Ｅｄｑｕｉｓｔ ＆ Ｈｏｍｍｅｎ，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Ｂｏｒｒａｓ ＆ Ｅｄｇｕｉｓｔ，２０１３），政府采购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引发了创新政
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主
要研究成果，以期从文献整理分析的角度对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进行深入的理
解和探讨，并展望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研究的发展方向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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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内涵

关于政府采购在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上，新古典
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一直存在着较大分歧。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自由
贸易与自由竞争会促使企业不断创新，提高生产率，降低产品价格，促进经济
增长，即创新源于以价格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演化经济学则认为，竞争力并非
来源于以价格为基础的自由竞争，而是源于创新，因此有必要将促进创新作为
包括政府采购在内的国家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事实上，利用政府采购促进创
新的合理性可以在新兴产业的保护政策中找到依据，类似的政策已经伴随着资
本主义走过了五百多年，最远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Ｒｅｉｎｅｒｔ，２００７）。利用政
府采购促进创新的合理性已经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流派及其分支所接受（Ｅｖａｎｓ
＆ Ａｌｉｚａｄｅｈ，１９８４）。即使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下，市场失灵也为政府运
用政府采购介入创新活动提供了依据。

学者常常使用不同的称谓来描述政府采购在促进创新方面的重要性和潜能，
如创新型政府采购（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ｏｔｅｈｗｅｌｌ ＆
Ｚｅｇｖｅｌｄ，１９８１）、政府技术采购（ｐｕｂｌ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ｄｑｕｉｓｔ ＆
Ｈｏｍｍｅｎ，２０００）、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ｄｌｅｒ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２００７）、政府创新采购（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和
创新友好型政府采购（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ｏｌｆｓｔａｍ，
２０１２）、远期承诺采购（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ＵＫ ＤＢＩＳ，２０１１）、战
略性政府采购（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ｄｌｅｒ，２０１０）或启发式政府购买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Ｓｍｅｌｌｉｅ，１９８５）。现有文献中关于
政府采购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将政府采购作为催生
新产品（商品、服务、系统）的工具。二是将政府采购视为促进创新活动的激
励政策，而不必针对特定的新产品（Ｕｙａｒｒａ ＆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９；Ｒｏｌｆｓｔａｍ，
２０１２）。前者强调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或有时被称为政府技术采购），意指通
过产品创新来实现公共职能，从而促使新产品的产生和成功商业化。后者则从
更加宽广的视角出发，关注政府采购在促进创新过程中更广泛的作用，认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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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采购是否以创新为导向，它都会对创新活动产生影响（Ｄａｌｐé，１９９４；
Ｕｙａｒｒａ ＆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９；Ｒｏｌｆｓｔａｍ，２０１２）。政府采购不仅可在技术生命周期中
的任何阶段助推创新活动（Ｅｄｌｅｒ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２００７），也可通过营造一种有利
于创新的环境来促进学习、帮助创新主体获得新的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

倡导运用政府采购促进创新的学者通常使用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而非技术
采购来指代所有有利于创新的政府采购活动，以超越Ｒ＆Ｄ，从更加宽广的视角
来看待创新活动。由此，政府采购就被划分为常规型政府采购（如日常办公用
品）和创新型政府采购（新技术、产品、服务与流程）。然而，有学者（Ｄａｌｐé，
１９９４；Ｕｙａｒｒａ ＆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９）反对这种刻意的类型划分，认为无论政府采购
是否以创新为导向，它都会对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将创新型政府采购的对象限
定为“尚不存在的商品或服务”是有问题的，因为该定义似乎忽视了除初次购
买之外的其他创新影响，并且仅仅关注激进式（前所未有的）创新，而不考虑
其他类型的创新；将创新作为政府采购的首要目标是不现实的，政府采购应服
务于更广大的目标，而创新应被视为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常规型政府采购和创
新型政府采购的类型划分会使得从事常规型政府采购的决策者认为自己无法影
响创新活动或误导他们在实践中僵化地运用创新型采购或前商业化采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作为需求侧创新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创新促进型
政府采购是政府技术采购的拓展与延伸。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是公共部门（主
要是政府机构）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满足公共需求
或改善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而展开的，能够在技术、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
阶段对创新活动产生促进作用的采购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创新型政府
采购的重要产出之一（Ｕｙａｒｒａ ＆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９），而非其最终目的。其他类型
的政府采购也可以产出相关的一系列不同的创新成果，如更高的生产效率、能
力建设、创建领先市场，为新产品扩大市场，帮助适应新标准，改变市场结构
以及推进创新，只不过这些并不是以创新为主要目的（Ｃａｂｒａ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政府采购不是一个独立过程而是创新政策组合的工具之一（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创新政策工具的主要优势在于，政府可以提出它理想
中的一种产品或服务，并将它交给具有创新能力的私营企业，并用最有效和高
效的技术来满足其需求（Ａｓｃｈｈｏｆｆ ＆ Ｓｏｆｋａ，２００９）。无论政府采购是否以创新为
取向，都会对创新活动产生影响（Ｄａｌｐé，１９９４；Ｕｙａｒｒａ ＆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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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作为地方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和地方创新活
力的重要因素（Ｐｏｔｅｒ，１９９０；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１９８６）；政府采购通过有效识别、明
确表达与成功整合碎片化的个体需要，可有效解决创新活动中的市场失灵（信
息不对称）和系统失灵（生产者与使用者缺乏互动）问题（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１９８６；
Ｇｒｅｇ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２；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１９８８；Ｍｏｏ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Ｓｍｉｔｓ，２００２）；运用创新
型的解决方案可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通过激发创新活
力来实现政治目标和提高治理绩效（Ｄａｌｐé，１９９４；Ｇｒｅｇ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２；Ｅｄｌｅｒ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２００７）。进一步地，政府采购可以为创新型服务或产品创造需求
（Ｓｃｈｍｏｏｋｌｅｒ，１９６６；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７２；Ｍｏｗｅｒｙ ＆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７９），建立起先
导市场（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１９８６；Ｐｏｔｅｒ，１９９０；Ｒｏｌｆｓｔａｍ，２０１２），为新产品和新服务
开拓市场产生示范效应（Ｅｄｌｅｒ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２００７；Ｅｄ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帮助企
业更容易获得第三方投资，降低企业创新活动所面临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
是加速新产品和服务商业化、扩散和应用的关键（ＯＥＣＤ，２０１１），从而对创新
活动产生激励作用。

运用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这种创新政策工具的根本动因在于满足人类需要
或解决社会问题，以应对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Ｅｄｑｕｉｓｔ ＆ Ｚａｂａｌａ －
Ｉｔｕｒｒｉａｇａｇｏｉｔｉａ，２０１２）。创新型政府采购并不否认常规型政府采购所具有的创新
促进作用，只不过在常规型政府采购中，创新并非有意而为之，它仅仅是采购
过程的副产品，而创新型政府采购则是一种带有明确创新意图的创新政策工具
（Ｄａｌｐé，１９９４）。一个典型的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Ｅｄｑｕｉｓｔ ＆ Ｚａｂａｌａ － Ｉｔｕｒｒｉａｇａｇｏｉｔｉａ，２０１２）：由公共部门整合并表达人们尚未满足
的需求，同时，正确识别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明确所面临的挑战；由政府采
购机构将所确定的挑战转化为对产品或服务的明确的功能要求；开始招标过程，
公开投标过程，要求供应商提出能够将功能要求转变为技术要求的说明书，之
后，由潜在供应商递交标书；由采购机构对标书进行评估优选后签订购买合同；
产品或服务的研发、生产和交付。需要指出的是，对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进行
阶段性划分，并不意味着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这些步
骤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复杂整体。公共部门（政府）需要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并
配合使用其他相关政策工具，以支持和促进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成功实施
（Ｅｄｌｅｒ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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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类型

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是为激发特定技术、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而进行的
政府采购活动。根据采购政策的战略性特征，可将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划分为
一般性政府采购与战略性政府采购（Ｅｄｌｅｒ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２００７）。一般性政府采
购中，政府采购者通常将创新作为招标和对标书进行评估的关键标准。并由集
中采购机构负责采购工作，采购机构并不设在负责创新政策的部门，而是分散
于各部内部或财政部门之中。战略性政府采购，是指为了激发市场对特定商品
的需求，而对相关的技术、产品或服务提出明确需求的政府采购。由于战略性
政府采购通常与特定领域的公共需求有关（如公用事业，自然垄断行业等），因
此，它也并非由创新政策部门发起或进行协调。

埃奎斯特和霍门（Ｅｄｑｕｉｓｔ ＆ Ｈｏｍｍｅｎ，２０００）根据所采购产品的创新性程
度的不同，将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划分为开发性政府采购与适应性政府采购。
开发性技术采购中，所采购的是全新的产品或服务，即采购产品属于激进式创
新；适应性技术采购的对象是已经存在的，但对采购国（地区）或购买者来讲
是新的产品或服务，因此，需进行一些研发工作与技术变革对新产品或服务进
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具体的应用环境，即采购产品属渐进式创新。某种
程度上，开发性与适应性公共技术采购政策的区分和前文的战略性与一般性公
共技术采购的类型划分相对应。战略性政府采购一般被更多地运用于新产品或
服务的开发，而一般性政府采购则通常被用来促进新技术的市场扩散和应用推
广（Ｅｄｌｅｒ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２００７）。开发性－适应性的二分法关注于创新成果的创
新性和技术开发；一般性—战略性的二分法则着眼于公共技术采购的组织和管
理层面。

埃德尔和乔治欧（Ｅｄｌｅｒ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２００７）根据最终用户的类型与需求类
型将政府采购分为三类：即直接式、合作式与催化式政府采购，这是迄今最为
学界普遍接受，也为政策制定者广泛使用的一种划分方式。霍门和罗夫斯特姆
（Ｈｏｍｍｅｎ ＆ Ｒｏｌｆｓｔａｍ，２００９）在前人研究（Ｅｄｑｕｉｓｔ ＆ Ｈｏｍｍｅｎ，２０００；Ｅｄ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Ｅｄｌｅｒ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２００７；Ｅｄｑｕｉｓｔ ＆ Ｚａｂａｌａ － Ｉｔｕｒｒｉａｇａｇｏｉｔｉａ，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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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从互动式学习和创新演进的视角出发，结合凯夫和弗林金（Ｃａｖｅ ＆
Ｆｒｉｎｋｉｎｇ，２００３）提出的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设计时的应考虑的四个因素（公共
需求和私人需求的关系，干预的理由，创新的种类以及干预方式的选择），对创
新促进型政府采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理论划分（表１、表２）。

表１　 三类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

采购
类型

技术和
市场演
进阶段

互动模式

公共需求和私
人需求的关系 公共干预的理由 创新活动的类型

直接
式政
府采
购　

早期
（变动期）

寻找目标（公共需求
先于私人需求）

关键任务（解决紧要问
题）

直接的需求拉动（新产
品市场）

中期
（转换期）

勇于率先（公共需求
比私人需求具有更高
的要求）

自己本身（改善标准的
解决方案）

间接的需求拉动（商业
应用）

后期
（特定期）

分化但有互补的可
能性

关键任务（发展新的替
代品）

供给推动（新的商业市
场）

合作
式政
府采
购　

早期
（变动期）

新兴市场的领导力 促进创新的私人需要和
公共需要的聚合

为新／替代技术制定最
初的标准

中期
（转换期）

新的市场细分 通过范例展示＆最佳实
践标准实现需求聚合

为供应商和购买者引入
新的决策标准

后期
（特定期）

支持和扩大细分市场 通过大型“推出市场”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来聚
合需求

影响产品标准以增加产
品的用户包容度

催化
式政
府采
购　

早期
（变动期）

明确和代表私人需求 代表他人在终端用户和
生产者之间建立对话并
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

深入调查和明确表达私
人需求

中期
（转换期）

提升私人市场的接受
程度

代表他人，征集、试用和
评估满足用户需要的新
方案

通过合作和追踪将使用
者和生产者相匹配

后期
（特定期）

聚焦于现有私人需求
的表达

代表他人，确保产品满
足或超过基本要求

设立性能标准，为产品
许可进行测试

资料来源：Ｈｏｍｍｅｎ ＆ Ｒｏｌｆｓｔａｍ（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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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类型的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在市场、技术演进不同阶段的干预方式

采购类型
不同技术和市场演进阶段的干预方式

早期（变动期） 中期（过渡期） 后期（特定期）
直接式政府采购 长期合同 双源或多源采购 技术中立
合作式政府采购直接购买和完善配套

基础设施
产业界和采购者的合
作；绩效报酬

基于功能标准的采购、
标签和认可

催化式政府采购基于使用者背景，提
出基本的性能要求

设计比赛和试验；示
范和推广

标签和官方认可；对
私人消费者的补贴

资料来源：Ｈｏｍｍｅｎ ＆ Ｒｏｌｆｓｔａｍ （２００９）．

在直接式政府采购中，进行采购的公共机构就是所购买产品的主要最终用
户，采购所满足的是采购者自身的内在需求。直接式政府采购中，在技术发展
与市场建立的早期，公共需求优先于私人需求，利用政府采购干预创新活动的
理由在于解决紧要的社会问题或完成公共部门的关键任务，公共部门通常以长
期合同的方式为新产品提供直接的需求拉动力量。在技术发展与市场拓展的中
期，与私人需求相比，对产品或技术的公共需求更为苛刻，公共部门通过双源
或多源采购的方式来获得创新型的解决方案，促进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在技
术完善与市场成熟的后期，公共需求与私人需求出现分化，但仍有可能互相补
充，此时公共部门的任务在于以技术中立的方式发展新的替代品，从供给侧推
动新一轮创新活动。

催化式政府采购中，公共部门发起或参与采购过程，但所购买的创新产品
最终完全由私人最终用户使用，采购所满足的需求对于采购者来讲是外在的。
政府以购买者的身份出现，而随后的私人需求是市场渗透效应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是催化式采购的基本特征。催化式政府采购中，在技术发展与市场建立的初
期，公共部门是私人需求的代表，能够通过深入的调查来明确地表达私人需求，
在终端用户和生产者之间建立对话并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并以使用者的背景
为基础，对产品或服务提出明确的性能要求。在技术发展与市场拓展的中期，
公共部门代表私人用户征集、试用和评估满足用户需要的新方案，通过一系列
的比赛、试验及示范推广活动来增加私人市场对新产品或服务的接受度。在技
术完善与市场成熟的后期，公共部门通过设立性能标准，为产品或服务许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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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试，确保产品或服务能够符合相关标准。
合作式政府采购是以上两者的混合，公共部门是但并非采购商品唯一的最

终使用者，当政府部门与私人购买者共同采购和使用创新型商品时，就出现了
所谓的合作式采购，采购所满足的需求对于采购者来讲具有共享性。合作式政
府采购中，在技术发展与市场建立的初期，公共部门作为新兴市场的领导力量，
应为新技术制定最初的标准，通过直接购买和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来促进创新的
私人需求和公共需求的结合。在技术发展与市场拓展的中期，公共需求和私人
需求将市场细分为不同的部分，供应商和购买者逐渐引入新的决策标准，公共
部门则通过展示和最佳实践来整合需求，促进产业界和采购者的合作。在技术
完善与市场成熟的后期，公共部门通过大量推向市场来聚合需求，并运用标准
化的采购、标签和官方认可等措施来影响产品的标准，提升其用户包容度，进
一步支持和扩大细分市场。

三、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政策模式

政府采购是支持企业创新活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保护和扶持国内工业、
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很多国家多年来奉行积极的技术采购政策，政
府采购已经成为许多高科技部门兴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法国，政府采购已
被用于开发高速铁路技术和原子核能技术。在美国，军事需求与军事Ｒ＆Ｄ计划
很好地整合在一起，致力于如因特网和全球定位系统技术的开发和扩散。近年
来，与创新相关的政府采购潜力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很多ＯＥＣＤ国家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给一般模式的政府采购注入新的创新因素（ＯＥＣＤ，２０１１）。例如，
澳大利亚２００７年推出了题为“创新、竞争力和生产力的新方向”的十点计划，
强调要将政府采购作为一种重要的方式来支持澳大利亚的创新型企业。德国提
出了一项关于创新型政府采购的协议，决定在六个联邦机构（内政、经济、国
防、交通、环境和研究）推行创新型采购。荷兰于２００８年７月启动了政府创新
采购计划，旨在使政府采购更加重视促进创新。英国政府２００７年发布了创新指
导意见《寻找和采购创新解决方案》，并于２００９年实施创新型采购计划，使创
新成为大型设施和投资项目的一个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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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３所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主要有作为技术政策
的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作为Ｒ＆Ｄ政策的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一般性（或通
用性）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政策、无为而治的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政策等四种
模式（Ｌｅｍ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表３　 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政策模式
政策模式 基本动力 执行机制

作为技术政策的创新
促进型政府采购

应对社会挑战（环
境、国防）或／和促
进产业发展

任务导向型的技术（平台）发展，有时以催化式
采购的形式。可以是（ａ）技术驱动的（如环保
中的低碳技术或国防系统）；（ｂ）产业驱动的
（特定产业具有潜在的发展优势）

作为Ｒ＆Ｄ政策的创
新促进型政府采购

科学、技术与创新
中的知识创造

通过Ｒ＆Ｄ采购满足社会需求，提升全社会的
Ｒ＆Ｄ投入。强调前商业化采购，但针对现成方
案的政府合同是重要激励。注重政府采购部门
的能力建设，尤其是表达公共需要的能力。部
分基于主动提出的计划。通常是以中小企业为
中心的。

一般性（或通用性）创
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政
策（即适合所有情况
的政策）

由更优质的公共
服务产生的创新
溢出效应

将创新政策目标嵌入所有的政府采购决策。强
调运用特定的有益于创新的采购方法如性能规
范、竞争性对话等。

无为而治的创新促进
型政府采购政策

通过公平竞争的
环境实现不干预
（创新源于“完全”
竞争）

ａ． 将创新视为常规政府采购意外的副产品
ｂ．旨在寻求创新性解决方案的政府采购是随机
启动的，并在组织层面上单独实施，但并无明
确的政策，也没有与现有的其他创新政策领
域相关联。

资料来源：Ｌｅｍ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一）作为技术政策的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

政府技术采购可能是最具影响力，也最常被各种文献提及的创新促进型公
共政策工具。二战前后，以美国为典型代表，许多政府军事技术采购的创新成
果被成功推广至非军用市场（如半导体、互联网、移动技术、喷气式飞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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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ｔｔａｎ，２００６）。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为完成特定任务（应对社会挑战或促进
产业发展），进行技术采购，产生了明显的创新溢出。作为技术政策的创新促进
型政府采购的政策潜能取决于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是政府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
作用。政府可以通过供给侧的调节来间接引导技术创新活动，也可以直接介入
技术创新过程，比如使用政府采购促进新技术的创造和扩散。二是政府的产业
政策制定和政府采购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公共部门可以将政府采购作为一项促
进产业发展的工具，创造和扩大地方需求（Ｒｏｔｈｅｗｌｌ ＆ Ｚｅｇｅｌｄ，１９８１；Ｌｅｍ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二）作为Ｒ＆Ｄ政策的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

政府常常运用政府采购支持产业Ｒ＆Ｄ研究，以应对知识创造和技术发展中
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Ｅｄｌｅｒ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２００７）。这种模式的政府采购着眼
于生产而不仅是知识创造。在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背景下，政府Ｒ＆Ｄ采购和
技术采购的区别有三：一是所促进的创新类型的差异。技术采购以突破性和渐
进性创新为对象，而Ｒ＆Ｄ政府采购仅着眼于突破性创新。政府在技术／产业生
命周期的早期，实施专项计划（如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ＳＢＩＲ））或专业领
域项目（如国防、安全、健康和能源），以应对社会的重大挑战，同时提高整个
社会的创新投入水平。二是国际规制的差异。与政府技术采购相比，政府Ｒ＆Ｄ
采购并不受制于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ＧＰＡ）的规定。三是知识传播方式的差
异。政府技术采购中，公共部门要么是首个用户，要么通过催化式采购满足私
人部门的需要，从而保证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而政府Ｒ＆Ｄ采购中，新产品原型
的生产者并无现成的公共或私人市场，但获得公共或私人订单的可能性是激励
供应商参与Ｒ＆Ｄ采购的关键因素。

（三）一般性（或通用性）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政策

与聚焦于特定部门、技术或挑战的政府技术采购或Ｒ＆Ｄ采购政府模式不
同，政府也常常采用更具一般性的政策方案来促进创新，即所谓的适应所有情
况的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政策。一般性政策旨在充分挖掘政府支出的创新激励
潜能，运用政府采购创造出一个创新友好型的政府采购文化和支持性环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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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模式下，促进创新，被明确地置于所有公共部门采购战略和决策的中
心，创新不仅是政府采购的最终目标，更是政府支出决策的法定标准。在通用
性政策中，那些负责日常采购交易的普通采购官员，在政策执行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将一般政府采购作为创新政策工具的实践早已有之，但直到进入２１世
纪，该政策理念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

（四）无为而治的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政策

有时，创新并非是创新友好型政府采购有意而为之的结果，而是常规型政
府采购的意外收获。许多政府并未实施大量的技术、Ｒ＆Ｄ或一般性采购政策来
刺激创新，仍倾向于选择无为而治。实践中，很多政府机构仍按照惯常的政府
采购程序（如现有商品的简易价格拍卖）来购买商品和服务，而不考虑其他目
标（如创新）。在该模式下，决策者认为公共资金不应用于干涉经济活动，应将
政府的行动限制在补救市场失灵的范围内，政府的创新职能在于营造和维护公
平的竞争环境。因为，竞争最大化将为创新活动提供最有效的激励，人为的创
新激励措施则被视为市场进入的障碍。

图１　 四种政策模型的演进轨迹
资料来源：Ｌｅｍ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在过去三十年中，以上四种政策模式的演进轨迹如图１所示。２０世纪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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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政府技术采购和Ｒ＆Ｄ采购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政策模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随着竞争程度增加带来的效率提升，各国政府逐渐减少了对创新型政府采购的
干预，而采用了无为而治的政策模式；２１世纪以来，迅速增加的国际竞争压力、
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政策背景，促使一般性（通用性）创新促进型政府
采购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主流选择。

四、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政策效果

总体来看，关于创新型政府采购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为数不多，学者们运
用案例分析、多案例比较分析、描述性统计与计量模型等方法围绕以下两个核
心问题对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一是实践中，政府采购
作为一种创新政策，是否真的能够对创新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二是与其他创新政策相比，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在促进创新活动、增加
创新需求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比较优势？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大部分学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对创新促进型政府
采购作用于创新活动的具体方式及其效果则持不同意见。学者们多采用案例分
析或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对创新活动的实际影响。
早期学者如罗斯韦尔与泽威尔德（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 Ｚｅｇｖｅｌｄ，１９８１）在系统梳理了英、
法等欧洲国家的创新政策与产业发展实践后指出，政府采购确实对产业创新活
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从长期来看，与Ｒ＆Ｄ补贴相比，政府采购（不包含直
接的Ｒ＆Ｄ采购）能提供更加强大的创新动力。杰罗斯基（Ｇｅｒｏｓｋｉ，１９９０）通过
对主要的政府采购驱动型创新如计算机、民用飞机与半导体产业的深入研究后，
也认为，创新型政府采购比公共研发补贴更有助于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也
更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成功。

之后，许多学者（Ｅｄｑｕｉｓｔ ＆ Ｈｏｍｍｅｎ，２０００；Ｒｏｌｆｓｔａｍ，２００９；Ｕｙａｒｒａ ＆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９；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Ｂｒａｍｍｅｒ ＆ 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１１）对世界各国
（主要是欧盟成员国）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项目的经验分析，也支持了以上判
断。莱姆尔等人（Ｌｅｍ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在研究了波罗的海城市的政府采购后指
出，大部分的采购驱动型创新并不发生在新兴技术的早期阶段，而是发生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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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技术的应用和改进阶段，抑或甚至在非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持续性的政府采
购确实推动了渐进性的创新并产生了实质性的市场影响。亚斯兰（Ｙａｓｌａｎ，
２００９）在深入分析了土耳其３０个ＩＴ技术的政府采购项目之后，也得出了类似
的结论：政府采购虽未带来激进式的创新，却对新产品的进一步的商业化应用
（新市场的开拓），组织与流程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

部分学者尝试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以检验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
行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实际效应。就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
投入的影响来看，利希滕贝格（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８）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探索
了非竞争性政府合同对私人企业Ｒ＆Ｄ支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不
仅能够促进企业增加其Ｒ＆Ｄ投入，而且其对企业Ｒ＆Ｄ投入的需求拉动效应远
大于私人合同。

就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而言，阿舍夫与索夫卡
（Ａｓｃｈ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ｏｆｋａ，２００９）运用来自１ １００家德国企业的调查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建立了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政府采购的确有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成
功，尤其是对处于经济压力之下的小企业和从事技术服务、配销服务的企业而
言，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格左尼与雷特尔（Ｇｕｅｒｚｏｎｉ ＆ Ｒａｉｔｅｒ，２０１２）则以
２７个欧盟成员国、挪威和瑞典的５ ２３８家企业（雇员数２０人以上）为研究对
象，运用准实验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创新型政府采购和公共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
行为的影响效果，以及两者作为政策工具组合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创新促
进型政府采购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均产生了积极的拉动作用，在激发企
业创新活力方面，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是一个比公共研发补贴更加有效的政策
工具。

与以上学者着眼于企业层面的微观分析不同，斯拉夫科与威德尔胡德
（Ｓｌａｖｔｃｈｅｖ ＆ Ｗｉｅｄｅｒｈｏｌｄ，２０１１）从产业层面对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政策效果
进行了宏观考察，两位学者建立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熊彼特增长模型，以预测政
府采购的密度和产业构成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并运用美国各产业的经济面
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模型计算结果显示，政府采购在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更
多的机遇的同时，还显著提升了产业创新的回报率。

然而，在作为整体的需求侧创新政策的政策效果尚不明确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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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２０１１），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对创新活动的实际影响亦仍无定论
（Ｕｙａｒｒａ ＆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９）。部分学者对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政策效果表达了
不同看法，杰罗斯基（１９９０）就提醒人们：政府采购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只体现
在一小部分案例（主要是在国防领域）中，并且其存在着被误用的风险，主要
表现为缺乏明确目标、贸易保护主义与对国内产业巨头的过度支持。凯夫与弗
林金（２００３）进一步指出，公共需求与私人需求可能有所差异，相互补充甚至
相互矛盾。但同时服务于公共需求和私人需求的工业企业很可能倾向于集中精
力关注某一类型的客户（Ｄａｌｐé，１９９４）。当存在高昂的学习成本时，为了从公
共合同中积累经验，企业将专注于公共市场，或者认为公共部门客户比私人部
门客户更加可靠。公共部门也将优先选择那些曾与其有过合作经历的企业签约
以保障服务质量或避免转换成本。这些也会降低企业的创新动力，也将限制新
市场和新应用的进一步拓展。

中国对政府采购创新激励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深化的过
程。长期以来，政府采购工作都围绕着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这一核心目标，
并将资金节约率作为评价政府采购工作绩效的主要标准，从而忽视了政府采购
的创新激励功能。２００３年开始实施的《政府采购法》规定了政府采购应在“保
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并以公开招标为主的政府采购方式为企业通过公开竞争扩大其新产品
或新服务的公共需求提供了机遇。２００６年，中国政府确立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并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及《实施〈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中正式提出将政
府采购作为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

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国内学者逐步认识到政府采购对我国建设
创新型国家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开展了大量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的政策研究。
有关中国政府采购创新效应的文献以理论分析和政策阐释为主，实证研究则极
其缺乏，加之数据来源、变量选择、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的差异，导致为数不
多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吴静等，２０１１；王宏、郑上福，２０１１；
王春晖、李平，２０１２；王亮，２０１３；胡凯、蔡红英、吴清，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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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与积累，国际学术界已构建出较为完整的创新促进型
政府采购理论框架，并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检验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政策效果，
该领域的研究已日趋成熟。然而，无论是关于应然层面的理论探讨，还是聚焦
于实然层面的经验总结与实证分析，国外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研究在以下几个
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不足。

一方面，在关于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理论探讨中，现有文献不仅简化了
创新活动的多样性，还忽视了对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适用条件和局限性的探
讨。现有文献中，一般将创新型政府采购定位为“购买尚不存在的商品或服务”
（Ｅｄｑｕｉｓｔ ＆ Ｈｏｍｍｅｎ，２０００），这就排除了现有商品或服务的重新组合、现有服
务提供方式的创新以及大部分的流程创新（Ｕｙａｒｒａ ＆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９）。现有文
献也较少提及成功实施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前提条件，即政府采购应将促进
创新作为其主要目标（Ａｓｃｈｈｏｆｆ ＆ Ｓｏｆｋａ． ，２００９）。但实践中，创新促进型政府
采购的运用常常包含着许多相互冲突的目标，采购者同时面对着超出采购本身
的多重需求。多数情况下，创新仅为次要目标，其他目标如更好地履行政府职
能（任务导向的采购）、适当发挥政府的市场作用以保证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得到
满足（在市场机制无法提供充足的创新激励的情况下） （Ｃａｖｅ ＆ Ｆｒｉｎｋｉｎｇ，
２００３）则被置于首位。那么，在运用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过程中，公共决策
者（政府采购者）如何坚持以促进创新为主要目标，在相互冲突的多重需求间
保持平衡？当促进创新不得不让位于其他目标时，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理论
内涵、操作框架与所需的政策支持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此，已有研究并没
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另一方面，在关于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政策效果的经验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
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Ｇｅｒｏｓｋｉ，１９９０；Ｅｄｑｕｉｓｔ ＆ Ｈｏｍｍｅｎ，２０００；Ｒｏｌｆｓｔａｍ，２００９；
Ｕｙａｒｒａ ＆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９；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Ｂｒａｍｍｅｒ ＆ 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１１），介
绍和总结了为数不多的政府采购促进型创新的成功实践，但以量化数据为基础
的实证分析屈指可数（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８；Ａｓｃｈｏｆｆ ＆ Ｓｏｆｋａ，２００９；Ｓｌａｖｔｃｈｅ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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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ｅｄｅｒｈｏｌｄ，２０１１；Ｇｕｅｒｚｏｎｉ ＆ Ｒａｉｔｅｒ，２０１２）。大部分研究者通过案例分析或多
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详细介绍和深入分析了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实践的具体做
法，但多数文献的案例选择缺乏明确的标准，且多案例研究中也未提供跨案例
的比较标准和建构性解释。许多研究惯于使用一些经典案例（如雷达、互联网
和半导体等）来分析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政策效果，但实际上，许多常被作
为政府采购驱动型创新的成功案例并非是创新型政府采购有意而为之的结果，
而是常规型政府采购的副产品。案例选择标准的模糊与比较标准的缺乏，无疑
会降低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已有研究大多仅关注于政府采购对创新活动的直接
影响（如企业创新行为和产业发展），但却未能揭示该政策工具的间接影响与溢
出效应。政府采购作为各级政府治理的常用政策工具，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支出
差异意味着政府采购政策效果的地理分布也较为复杂，大部分研究则仅从国家
层面（或特定部门，如国防部，环境部等）出发探究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实
际影响，从而忽略了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政策效果的空间差异。

政府采购作为创新政策工具之一，常与其他创新政策组合使用（Ｕｙａｒｒａ ＆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９），企业创新行为和产业创新发展也是多种创新政策共同作用的
结果。因此，有效控制其他创新政策的影响，充分了解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与
其他创新政策的交互作用，就成为识别与检验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真实政策
效果的关键。现有研究中，虽然以量化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能够在计量分析
中考虑到其他政策工具及其与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互动作用，但却很难分离
出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独立政策效果，从而对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的真实效
用给予客观、准确的评价。

政府采购在我国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从国外引进的，财政部从１９９６年开
始在上海、深圳试行政府采购制度，近年来发展较快，政府采购规模从１９９８年
的３１亿元发展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３ ９７８亿元，约占当年ＧＤＰ的２ ７％。随着政府采
购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我国
的政府采购是否促进了技术创新？而对于这一问题，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经验
研究（胡凯、蔡红英、吴清，２０１３）。理论上，政府采购是从市场需求面驱动技
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而中国的政府采购是否促进了技术创新却鲜有经验分
析。从整体上看，与西方国家完善的理论体系与成熟的研究范式相比，中国政
府采购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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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综合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从企业、产业
等多维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政府采购对创新活动的实际影响；二是建立更加全
面的分析框架，将政府采购、公共研发、政府研发资助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创新
政策工具纳入其中，充分了解创新促进型政府采购与其他创新政策的交互作用，
探索与比较不同创新政策组合的政策效果及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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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１（４）：４５２ － ４７６．

Ｃａｂｒａｌ，Ｌ． ， Ｃｏｚｚｌ， Ｇ． ， Ｄｅｎｉｃｏｌｏ， Ｖ． ， Ｓｐａｇｎｏｌｏ， Ｇ． ＆ Ｚａｎｚａ， Ｍ． ． （２００６）． Ｐｒｏｃｕｒ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ｍｉｔｒｉ， Ｎ． Ｐｉｇａ， Ｇ． ＆ Ｓｐａｇｎｏｌｏ， Ｇ． Ｅｄ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ｖｅ，Ｊ． ＆ Ｆｒｉｎｋｉｎ，Ｅ． （２００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ｗｗｗ２．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ａｃ．
ｕｋ ／ ｆａｃ ／ ｓｏｃ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ｆｆ ／ ｆａｃｕｌｔｙｃａｖ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ａｌｐé，Ｒ． （１９９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６（１）：６５ － ８３．

Ｅｄｌｅｒ，Ｊ． ，Ｅｑｕｉｓｔ，Ｃ．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Ｌ． ，Ｈｏｍｍｅｎ，Ｌ． ，Ｈａｆｎｅｒ，Ｓ． ，Ｐａｐａｄａｋｏｕ，Ｍ． ，Ｒｉｇｂｙ，Ｊ． ，
Ｒｏｌｆｓｔａｍ，Ｍ． ，Ｒｕｈｌａｎｄ，Ｓ． ，Ｔｓｉｐｏｕｒｉ，Ｌ． （２００５）．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ｔ Ｓｔａｋ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ｏ ＥＮＴＲ ／ ０３ ／ ２４）．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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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ｄｌｅｒ，Ｊ． ＆ 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Ｌ． （２００７）．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３６（７）：９４９ － ９６３．

Ｅｄｌｅｒ，Ｊ． （２０１０）．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Ｓｍｉｔｓ Ｒ，Ｋｕｈｌｍａｎｎ Ｓ，Ｓｈａｐｉｒａ Ｐ Ｅｄ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Ｅｄｌｅｒ，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ｄｑｕｉｓｔ，Ｃ． ＆ Ｈｏｍｍｅｎ，Ｌ． （１９９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１：６３ － ７９．

Ｅｄｑｕｉｓｔ，Ｃ． ＆ Ｈｏｍｍｅｎ，Ｌ． （２０００）．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Ｅｄｑｕｉｓｔ，Ｃ． ，Ｈｏｍｍｅｎ，Ｌ． ＆ Ｔｓｉｐｏｕｒｉ，Ｌ． Ｅ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６：５ － ７０．

Ｅｄｑｕｉｓｔ，Ｃ． ＆ Ｚａｂａｌａ － Ｉｔｕｒｒｉａｇａｇｏｉｔｉａ，Ｊ． Ｍ． （２０１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４１（１０）：１７５７ － １７６９．

Ｅｖａｎｓ，Ｄ． ＆ Ａｌｉｚａｄｅｈ，Ｐ． （１９８４）． Ｔｒａ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２１（１）：２２ － ４６．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Ｋ． ， Ｕｙａｒｒａ， Ｅ． ＆ Ｌａｒａｎｊａ， Ｍ． （２０１１）． 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ｉｘ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４０：７０２ － ７１３．

Ｇｅｒｏｓｋｉ，Ｐ． Ａ． （１９９０）．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２）：１８２ － １９８．

Ｇｒｅｇｅｒｓｅｎ，Ｂ．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ｓ ａ Ｐａｃｅｒ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ｕｎｄｖａｌｌ，
Ｂ． Ａ． 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Ｐｉ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Ｇｕｅｒｚｏｎｉ，Ｍ． ＆ Ｒａｉｔｅｒｉ，Ｅ． （２０１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Ｈｉｄｄ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ｉｘ ｉｎ ａ Ｑｕａｓｉ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ｇｎｅｔｔｉ ｄｅ Ｍａｒｔｉ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ｕｒｉｎ．
Ｈｏｍｍｅｎ，Ｌ． ＆ Ｒｏｌｆｓｔａｍ，Ｍ． （２００９）．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８（１）：１７ － ５６．
Ｌｅｍｂｅｒ，Ｖ． Ｋａｌｖｅｔ，Ｔ． ＆ Ｋａｔｔｅｌ，Ｒ． ． （２００８）．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ｉｍｅ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ｅｍｂｅｒ，Ｖ． ，Ｋａｔｔｅｌ，Ｒ． ＆ Ｋａｌｖｅｔ，Ｔ． （２０１４）．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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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ｌａ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Ｆ． Ｒ． （１９８８）．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 ａｎｄ 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７８（３）：５５０ － ５５９．

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Ｂ． Ａ． （１９８８）．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 Ｕｓｅｒ －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ｏｓｉ，Ｇ． ，Ｆｒｅｅｍａｎ，Ｃ． ，Ｎｅｌｓｏｎ，Ｒ． ，Ｓｉｌｖｅｒｂｅｒｇ，Ｇ． ，Ｓｏｅｔｅ，
Ｌ． Ｅｄ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Ｐｉ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Ｍｏｏｒｓ，Ｅ． ，Ｅｎｚｉｎｇ，Ｃ． ，ｖａｎ ｄｅｒ Ｇｉｅｓｓｅｎ，Ａ． ，Ｓｍｉｔｓ，Ｒ． （２００３）． Ｕｓｅｒ －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５：２ － ３．

Ｍｏｗｅｒｙ，Ｄ． ＆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Ｎ． （１９７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Ｕｐ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ｍ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８：１０２ － １５３．

ＯＥＣＤ（２０１１）． Ｄｅｍａｎｄ － ｓｉｄ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ｍａｎｄ － ｓｉｄ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０９８８８６ － ｅｎ．

Ｐｏｒｔｅｒ，Ｍ． Ｅ．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Ｒｅｉｎｅｒｔ，Ｅ，Ｓ． （２００７）． Ｈｏｗ Ｒｉ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ｏｔ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Ｗｈｙ Ｐｏ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ａｙ Ｐｏｏｒ． Ｌｏｎ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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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勘误声明

在本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所刊发的《后危机时代的韩国预算改革：通往财政可持

续之路》一文中，存在若干校正疏漏，由此给各位读者带来的误导和不便，本刊与

论文作者深表歉意。 特此更正！

页码 行　 号 错　 误 正　 确

第３６页 第１５行 它效仿瑞士模式（借鉴《瑞士春
季财政法案》）……

它效仿瑞典模式（借鉴《瑞典春
季财政法案》）……

第３６页 脚注 严格的说，瑞士和韩国…… 严格的说，瑞典和韩国……
第３７页 第５行 韩国之所以选择瑞士模式…… 韩国之所以选择瑞典模式……
第３７页 第６行 最重要的是《瑞士春季法案》……最重要的是《瑞典春季法案》……
第４４页 第６行最后 和瑞士提前…… 和瑞典提前……

第４６页表５以及表下注释法国、瑞士、德国……
注：严格的说，瑞士和韩国……

法国、瑞典、德国……
注：严格的说，瑞典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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