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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
面向中国省份的事件史分析

朱多刚 郭俊华


【摘要】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政策创新？为什么不同的地方政府会
采纳相同的政策？论文从内部决定和外部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资源、
换届选举、面临问题的严峻性以及外部影响机制对专利资助政策扩散的影响。
基于中国省级政府的实证分析发现，除了以换届为标志的政治周期对专利资助
政策的扩散影响不显著外，无论是科技创新资源拥有量还是面临问题的严重性
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专利资助政策在省份之间的扩散。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国家
层面的重大战略决策事件（加入ＷＴＯ 和颁布《专利法》）会对专利资助政策的
扩散产生冲击，而邻近效应和全国扩散模式表现并不明显。上述研究发现对理
解我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扩散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丰富和拓展西方经典
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也有重要理论启示。
【关键词】专利资助政策 创新扩散 省级政府 事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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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专利资助政策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运用公共财政资源发挥财政杠杆功能以激
励自主创新、促进专利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水
平，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政府日渐重视专利政策及其作用的发挥，相继出台了
各种专利资助政策。从总体上来看，专利资助政策是从省级地方政府开始，逐
步向市、区县等基层政府推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央政府再予以指导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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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
目前国内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对专利资助政策进行评估（郭俊华、杨晓颖，
析专利资助政策实施后对专利申请量（张钦红、骆建文，２００９ ）、技
２０１０ ），分
术创新（文家春、朱雪忠，２００９ ）的影响机理等。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专利资助
政策实施和执行以后的问题，都可以归入政策分析类研究问题。这些研究固然
对提升政策产出质量有重要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理解专利资助政策的制定过
程。作为政策过程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政策创新与扩散被越来越多的学
者用于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马亮，２０１５ ；赵强，２０１５ ；张闫龙，
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视角审视中国地方政府的专利资助政策选择行为，
２０１５ ）。从
我们要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政策创新？为什么不同的
地方政府会采纳相同的政策？
本文以省级地方政府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过程为研究对象，提出一
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作出理论假设，从内部决定和外部
影响两个方面探讨其对专利资助政策创新与采纳的影响。使用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的事件史分析工具，分别揭示内部决定和外部影响各因素对专利资助政策扩散
的影响。

二、政策创新与扩散研究述评
创新和创新扩散概念源于经济学、管理学以及传播学的研究，政治科学及
政策科学研究者们将其引入到公共政策的研究中，以此探讨为什么有些地方政
府更有可能进行政策创新，为什么公共政策会在政府之间进行扩散等问题。在
研究政策创新与扩散的奠基性文献中，沃克尔（Ｊａｃｋ Ｌ Ｊｒ Ｗａｌｋｅｒ ）将政策创新
定义为“不管某个项目或政策出现多久，也不论其他政府是否已经采纳它，只
要某个政府之前没采纳而现在采纳就被称为政策创新”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 ：８８１ ）。
罗杰斯（Ｅｖｅｒｅｔｔ Ｍ Ｒｏｇｅｒｓ）将创新扩散定义为“一项创新通过某种渠道随着时
间流逝在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之间被沟通的过程”，即创新扩散本质上是一个沟
通过程（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 ：５ ）。从罗杰斯对创新扩散的定义可以看出，扩散本质上
是人与人之间互动交流与沟通的过程，这种对扩散的认识倾向也被引入到理解
政策扩散现象。因此，政策扩散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政府的政策选择受到其他政
府的政策选择的影响（Ｓｈｉｐａｎ ＆ Ｖｏｌｄｅｎ，２０１２ ），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系统内政策
制定相互作用依赖的过程。当一个政府的政策选择受到其他政策选择的影响时，
扩散就发生了。因此政策扩散要探究的是创新性政策在可能采纳者之间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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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分布形态以及驱动政策扩散的因素。
目前国内研究者对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概念辨析及
文献综述类；二是对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三是探究政策扩散的
因果机理及机制。比如，第一类研究中，朱德米和陈芳对政策转移、政策扩散、
政策网络和政策趋同等概念进行了深度辨析（朱德米，２００７ ；陈芳，２０１３ ）；朱
旭峰、朱亚鹏和陈芳对国外政策创新与扩散的研究进行了文献述评（朱旭峰，
亚鹏，２０１０ ；陈芳，２０１４ ）。在第二类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从政策创
２０１４ ；朱
新特性、政府所处的内部特征以及外部影响三个理论视角探究政策扩散的影响
因素，使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多案例比较也有个案内深度剖析这些质性方法，另
外还有研究者使用事件史等定量分析工具。如吴建南和张攀（２０１４ ）基于多案
例政策比较后发现，概念较为简单、操作较为简便、短期效果较为明显、采纳
成本较为低廉、受益群体广泛、社会阻力较少的政府创新更加容易扩散；朱亚
鹏和丁淑娟（２０１６ ）以中国棚户区改造政策的扩散过程为案例，运用政策扩散
理论研究政策属性如何影响政策扩散，以及政策创新采纳后如何被实施；张克
（２０１５ ）对“多归合一”案例进行了深度描述和剖析，提炼出政策企业家的支
配性权威、问题界定、政策的绩效合法性与技术可行性等影响地方主官推动政
策扩散的关键因素；吴建南等（２０１４ ）使用事件史分析工具分析了领导者特征、
府际关系和辖区因素对“效能建设”扩散的影响；严荣（２００８ ）以政府信息公
开规定和招商引资奖励两项政策为例，通过建立逻辑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
经济因素、邻近效应和换届对政策扩散的影响，并认为中国的政策扩散是一个
有限理性的学习过程。第三类研究中，王浦劬和赖先进（２０１３ ）概括性地总结
了我国政策扩散的四种模式和五种机制；刘伟（２０１４ ）以智慧城市的建设为例
分析了政策扩散的跟风模仿和学习借鉴两种机制；朱旭峰和赵慧（２０１５ ）对中
国三项养老保险政策进行案例比较分析后，总结了中央政府的两种自下而上的
政策学习机制—
—
—
对成功经验的吸收和对失败教训的汲取。
从以上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中国的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关注并且已经
有部分文献探讨了中国情境下的政策创新与扩散现象。这些研究一方面有利于
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拓展西方经典的
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但目前真正能够与西方经典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进行对
话的文献还不多见，只有少部分学者通过科学严谨的方法与设计力图提升政策
创新与扩散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公共服务领域的创新
扩散现象（马亮， ２０１５ ；赵强， ２０１５ ；张闫龙， ２０１５ ；朱旭峰、张友浪，
于此，本研究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经典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的基础
２０１５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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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结合我国省级政府专利资助政策特点，构建一个用于分析专利资助政策扩
散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在研究美国地方政治的文献中，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旨在解释为什么有些州
政府更有可能进行政策创新，为什么不同的州政府会采纳相同的政策（Ｗａｌｋｅｒ，
较经典的研究认为地方政府采纳
１９６９ ； Ｇｒａｙ ，１９７３ ； 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 ，１９９０ ）。比
相同的政策是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影响机制共同决定的（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 ）。
外部影响是指政策观念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扩散的一系列机制，而内部决定因
素主要是指地方政府辖区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人口等要素变量。
（一）内部决定因素
内部决定模型是最早被提出用于解释政策创新与扩散的理论模式。根据内
部决定因素的解释逻辑，州政府的内部特征会激励政策创新，也即州政府的经
济、社会、政治、人口、制度、文化等特征变量决定其是否采纳某项政策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 ；Ｇｒａｙ，１９７３ ；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 ）。内部决定模型假定政策制
定者的决策过程是完全独立的，不会受到地区间的影响。考虑到以往文献的研
究发现，我们从内部决定因素的三个方面解释中国地方政府的专利资助政策制
定过程，这三个方面分别是问题的严重程度、政治因素和经济社会资源因素。
技创新资源
１． 科
地方的社会经济资源条件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地方政府采纳一项新政策的概
率。因为一个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创新或采纳某个项目需要资源为依托才能够顺
利推进。沃克尔首开先河研究了美国州政府的政策创新与扩散现象，在对美国
州政府在８８ 个政策项目的采纳先后进行有关变量分析基础上，得出资源越
４８ 个
丰富、经济越发达、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州政府更倾向于政策创新，并
认为时间、地理相近和资源相似性是理解政策扩散的主要动力因素（Ｗａｌｋｅｒ，
经济特征变量中，经济发达地区政府面临公民要求提供更优质公共服
１９６９ ）。在
务的压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济越发达、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更
倾向于创新（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 ；Ｇｒａｙ，１９７３ ）。另外，地方政府遇到财政危机时也
更可能采纳创新项目或某些政策（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 ）。
专利资助政策是地方政府运用公共财政资源，以激励自主创新、促进专利
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出台和实施一项专利资助政策需要大量的资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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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得以实现，因此，地方政府辖区内资源要素的可获得性会对其创新采纳行为
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将辖区内的资源要素分为两大类：一是以往研究中经常提
到的一般性社会经济资源要素，如人口规模、工业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
这些要素是决定一个地方政府是否创新政策的主要内部因素。人口规模反映了
辖区内人口多少状况，工业化程度和人均ＧＤＰ 都是衡量辖区内经济状况的关键
要素。二是与专利资助政策紧密相关的辖区内资源要素，包括研发经费支出、
财政科技拨款和地方财政资源等，这些要素可能是直接决定专利资助政策创新
扩散的关键内部要素。研发经费支出和财政科技拨款都是衡量科技投入水平和
科技投入力度的重要指标，而政府财政资源是直接决定一个地方政府是否有能
力创新专利资助政策的关键要素。如果没有强大的财政资源，地方政府可能并
不会也没有能力实施该项目。
根据以往研究发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 ：一
个地方政府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概率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规模、工业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个地方政府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概率与地方的科技创新资源呈正相
Ｈ２ ：一
关关系。
个地方政府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概率与地方的财政资源呈正相关
Ｈ３ ：一
关系。
治因素
２． 政
在内部决定模型中，政治因素也是影响地方政府制定的重要方面。在联邦
分权式政治结构下，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进行政策创新，进而地方
政府之间进行相互学习、模仿和竞争，政策扩散被形象地称为“民主的实验室”
（Ｋａｒｃｈ，２００７ ：１３ ）。西方学者经常提到的政治因素中，主要有政治意识形态
（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 １９９０ ； Ｃｒｅｅｋ ＆ Ｙｏｄｅｒ， ２０１２ ； Ｗｈｉｔ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 Ｂｕ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政
党（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 １９９０ ； Ｃｒｅｅｋ ＆ Ｙｏｄｅｒ， ２０１２ ； Ｗｈｉｔａｋｅｒ
换届选举（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 ），这些因素会对地方政府政策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和
制定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弗朗西斯·贝瑞（Ｆｒａｎｃｅｓ Ｓｔｏｋｅｓ Ｂｅｒｒｙ ）和威廉
·贝瑞（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 Ｂｅｒｒｙ）发现彩票发行项目的采纳更有可能发生在选举年份，
因为政治家在选举年份开展彩票发行项目可以以最大化方式获取选举收益
（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 ）。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集权国家，在政治结构方面与联邦国家有很大差异，
在此不能考虑以上政治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政策选择的影响。我们根据中国政
治结构的具体情况，考虑地方政府换届选举是否会对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扩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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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也即考察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扩散是否具有政治周期特性。据此，
我们假设：
方政府在换届选举的年份更有可能创新或采纳专利资助政策。
Ｈ４ ：地
题的严重性
３． 问
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采纳某项新政策，是因为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
并且迫切需要尝试新方案或采纳新政策来应对挑战。例如，弗朗西斯·贝瑞和
威廉·贝瑞认为地方政府在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时，会导致地方政府试图选择
实施可替代财政资源的发行彩票项目，以此缓解公众对承担税收的担忧（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 ，１９９０ ）。而
在教育政策领域，闵特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ｉｎｔｒｏｍ ）发现当辖区政
府的学生教育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时，地方政府官员更有可能考虑实施一项教育
政策改革项目（Ｍｉｎｔｒｏｍ，１９９７ ）。在知识产权政策领域，专利资助政策旨在通
过对专利创造与专利实施等费用的资助减轻专利申请方式或专利权人的经济压
力，提高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与产业化水平，促进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与经
济的发展。中国地方政府制定并实施专利资助政策最直接的目的是保持专利申
请量和专利授权量的持续增长，从而提升地方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因此，
我们假设：
Ｈ５ ：地
方政府的专利产出越低、科技创新能力越弱就就越有可能采纳专利
资助政策。
（二）外部影响因素
仅仅依赖于政府内部特征因素去考察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并不足以解释政
策何以扩散，为了全面探究政策创新与扩散现象还需要考虑外部影响因素。因
此就形成了政策创新与扩散的外部影响模型，该理论模式旨在理解政策理念如
何在地方政府间进行扩散，既可以通过垂直扩散，也可能通过水平扩散。换句
话说，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既受到上级政府的强制压力又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
水平影响。以往政策扩散的研究已经给不同政策制定主体采纳相同的政策实践
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这些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当面临一些共同的社会经济问题
时，政策制定者会根据有限的信息选择其他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方案，也即政
策制定者会受到区域内或全国范围内其他政策制定主体的强烈影响（Ｗａｌｋｅｒ，
１９６９ ； Ｇｒａｙ ，１９７３ ）。
基于既有政策扩散的外部扩散理论，本研究将政策扩散的机制具体区分为
三种类型：相邻政府间的水平影响、超越区域相邻边界的水平影响和由上至下
的垂直影响。第一个水平扩散机制强调地理位置的相邻性对政策扩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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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假说。事实上，社会学习理论为政策扩散研究提
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扩散被视为社会学习过程的理论范式根植于农村社
会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的大量文献（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 ）。
地理位置的相邻性对政策扩散产生强烈的影响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第一，
地理位置相邻政府间在文化、人口和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方面很相似。政策制
定者在面临一些问题时经常会向周边学习和借鉴。例如，沃克尔（Ｗａｌｋｅｒ，
那篇奠基性文献中发现，政策扩散发生于区域的集聚，新政策从更有
１９６９ ）在
创新的州传播到创新弱的州，相邻州政府之间的条件相似性和信息的共享来源
促使政策的区域扩散。第二，研究者们发现相邻州政府之间会为了吸引资源而
相互展开竞争。例如，一个州可能采纳一项彩票发行项目以防止辖区公民去邻
近州购买彩票。由于以上两点主要原因，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区域扩散模型一
致认为存在强烈的邻近效应，也即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采纳了某项政策，它的相
邻者也更有可能采纳它。据此，我们假设：
Ｈ６ ：如
果一个省份采纳了专利资助政策，那么其相邻省份也更有可能采纳
该政策。
水平扩散的另外一种类型是超越地理位置区域的全国互动模式，发生于全
国范围内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流。这种理论假说挑战了沃克尔（Ｗａｌｋｅｒ，
区域扩散学说，格雷（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Ｇｒａｙ）最早提出了政策制定者可能以全
１９６９ ）的
国为范围的水平互动，并认为政策扩散的速度将会是全国范围内采纳速率的函
数（Ｇｒａｙ，１９７３ ）。根据这种理论假说，公共政策的扩散被描述为一个在全国范
围内扩散的过程而非地理相邻的扩散过程。实际上在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学派
中也持有这种理论假说，该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强制、规范和模仿三种机制能够
促使组织结构与行为的同构性（Ｍｅｙｅｒ ＆ 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 ；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ａｎｄ ＆ Ｐｏｗｅｌｌ，
如，托尔伯特（Ｐａｍｅｌａ Ｓ Ｔｏｌｂｅｒｔ）和朱克尔（Ｌｙｎｎｅ Ｇ Ｚｕｃｋｅｒ ）在研
１９８３ ）。例
究美国１８８０ 年到１９３５ 年市政府采纳公务员制度时发现，公务员制度在美国城
市的扩散过程早期是由效率机制决定，而后期则由合法性机制支配，这个合法
性机制就是公务员制度在全国范围扩散形成的制度压力（Ｔｏｌｂｅｒｔ ＆ Ｚｕｃｋｅｒ，
强（２０１５ ）也以中国城市网格化管理为例，分析了同行压力对公共
１９８３ ）。赵
服务创新扩散有显著影响。
这种超越地理相邻的全国互动模式的存在也有几个原因。第一，社会经济
等方面的相似性不仅仅存在于相邻政府间，在较远的地理区位中也存在。第二，
信息沟通网络和交通技术的变化使得获取与政策相关的信息更加快捷和方便。
第三，全国范围内的媒体、政策网络能够使得政策超越区域边界传送至边远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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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因此，我们假设：
Ｈ７ ：如
果全国范围内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省份越多，则其他省份也更有可
能采纳该政策。
最后一种外部扩散机制表现为从上到下的垂直式扩散模式。该模式强调的
是一些行动者试图将它们偏好的政策解决方案强加给一个特定政府，这个行动
者在国内层面表现为中央或上级政府，在国际层面表现为国际性组织。在垂直
式扩散模式中，西方学者一方面强调国家的强制指令促使创新性政策被州政府
采纳，另一方面也认为国家可以通过激励尤其是财政激励对州政府政策采纳产
生影响。例如，艾伦（Ｍａｈａｌｌｅｙ Ｄ Ａｌｌｅｎ ）等（Ａｌｌ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等分析了国
家政府不仅可以通过惩罚和财政激励影响州政府政策制定，还可以通过传递国
家政府的政策偏好信号影响州政府的政策制定。卡奇（Ａｎｄｒｅｗ Ｋａｒｃｈ）以三个公
民服务类政策为案例，认为国家通过为州政府提供资源将会促使政策创新，反
之国家给州政府带来阻碍将会抑制政策创新（Ｋａｒｃｈ，２００６ ）。
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参
考和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而且还时常受到中央和上级政府的垂直干预。中国
的政治体制与美国联邦分权式体制有很大不同。我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
央政府的合法性授权，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指令与服从关系。这种
权力关系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指令推动政策的扩散和广泛实施。行政
指令在我国公共政策扩散中主要表现在： （１ ）上级政府及部门通过“红头文
件”直接嵌入下级政策制定者的政策议程设置活动，以此推进政策扩散；
（２ ）上级政府及部门直接介入政策内容本身，推动公共政策内容的直接扩散。
在地方政府创新中，中央政府不仅通过行政指令方式影响地方政府的创新采纳，
经常还使用协调、指导和奖励惩罚等多种方式。这些国家政策并不必然一定通
过直接的行政指令又或是间接的经济激励发挥作用，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创新采
纳某一政策仅仅是对中央权威表达忠诚（Ｈｅｉｌｍａｎｎ，２００８ ）。事实上在本文关注
的专利资助政策领域，中央政府并没有通过行政指令方式进行直接干预，也没
有通过间接的经济激励驱使专利资助政策的扩散。因此，如果中央权威机构做
出某些能够鼓励地方政府创新的重大战略决策或出台一些国家政策，这种重大
战略决策或国家政策的出台会极大程度上改变政策创新扩散曲线。据此，我们
假设：
家政策的改变或某项重大事件的发生会对地方政府创新扩散产生外
Ｈ８ ：国
部冲击，从而极大地改变专利资助政策在省级政府的扩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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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省级政府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
专利资助政策在我国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经济全
球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知识产权日益
成为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ＷＴＯ）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面临的问题依然
严峻，例如资助知识产权数量少、质量低，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尤为
缺乏，缺少基础性和原创性的发明专利等。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议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掌握和控制
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中的知识产权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
我国自１９８５ 年开始实施专利制度，并根据当时的国情制定了相应的专利费
用标准。所谓专利费用，主要是指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在申请和维持专利权
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而专利费用资助政策是指政府根据一定的标准、按照
一定程序和方式对本国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政府专利收费给予的特殊政
府补贴的政策。目前我国的专利费用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１ ）国家知识产
权局确立的专利费用统一标准。（２ ）国家知识产权局实施的针对缴费确实有困
难的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普遍减缓政策。（３ ）地方政府实施的针对本地专
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专利费用等资助政策。
图１ 展示了我国省级政府从１９９９ 年到２００７ 年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基本情
况。１９９９ 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专利申请费、代理费资助办法》和《上海市
专利申请资助实施细则》，首开我国地方政府无偿资助专利申请的先河。至此以
后，专利资助政策就迅速地在全国省级范围内传播开来。一般来说，创新扩散
的累积扩散模式都呈现Ｓ 状曲线，即刚开始时人们对创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较
低，采纳人数增长缓慢，而到了相当比例的临界大众采纳之后，其扩散速度开
始加快，到了过半数以上的人已经采纳后，其扩散速度开始慢下来（Ｒｏｇｅｒｓ，
图１ 所示，１９９９ 年仅有上海出台专利资助政策，２００１ 年采纳专利资
２００３ ）。如
助政策的省份数量有８ 个，到２００２ 年省级政府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比例已经达
到５４ ８３ ％ ，而到２００７ 年所有省级地方政府都已经采纳了专利资助政策。从以
上专利资助政策在省级政府的扩散过程来看，仅８ 年的时间所有中国大陆省份
都已经采纳专利资助政策，扩散速度非常之快。
事实上，在任何实行专利制度的国家，专利申请人自行向专利局缴纳专利
费用都是其法定的义务，即专利费用由政府向专利申请人收取，而不是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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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而我国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专利费用资助政策是无偿地向专利申请人
或者专利权人补贴其已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的专利费用。可见，地方政府
对专利费用的资助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专利费用的收取是自相矛盾的，那
么，地方政府为何还要出台专利资助政策呢？为什么专利资助政策能够在中国
所有省份得以迅速扩散呢？事实上，在专利资助政策在省级政府创新扩散的历
程中，有两件重大国家政策事件对专利资助政策的出台有重要影响。第一件是
中国于２００１ 年加入ＷＴＯ，入世后面临与国际知识产权强国的竞争。为了能够在
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专利资助政策，以此激励地方专
利数量的增长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第二件是中国于２０００ 年第二次修正《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该法案对专利的申请、审查、批准、期限和保护进行了
详细的规定。《专利法》正式被施行在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修改被国家专利局官方
文件称为“我国专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２００７ ）
图１ 专利资助政策在省级政府的创新与扩散（１９９９ —
注：图中历年数据为笔者根据公开数据获得，主要通过互联网对各省市出台的专利资助
政策文件进行搜索，然后确定各省市最早出台专利资助政策的时间。下文还将详细论述数据
来源与采集办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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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变量的测量如表１ 所示。本文的因变量为省级政府对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采
纳，表示某年某个省份是否创新和采纳专利资助政策。我们将因变量“采纳”
在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中操作化为一个省市在特定年份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可能性。
这个概率用一个二分类虚拟变量进行测量；也即如果某个省市ｎ 在ｔ 年采纳了专
利资助政策，则变量“ＡＤＯＰＴｎ，ｔ”编码为“１ ”；否则的话，编码为“０ ”。在
政策采纳时间发生以后，对地方政府的观察记录将会被删截。本研究的因变量
主要基于互联网上各省市政府中出台专利资助政策的文件，确定各省份最早出
台专利资助政策的时间经作者编码而得。具体办法是利用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
擎，输入“某某省市＋ 专利资助政策”或“某某省市＋ 专利资助办法”或“某
某省市＋ 专利奖励办法”。在获取相关省市的专利资助办法后，对政策文件内容
进行分析并确定该办法出台的最早时间。经过以上因变量的获取过程，最终得
到各样本省市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相关资料。
部决定因素
１． 内
（１ ）辖区内科技创新资源。辖区内与专利资助政策紧密相关的资源是一个
地区的科技创新资源拥有状况。我们使用三个指标来测度一个辖区内科技创新
资源：一是研究与发展（Ｒ ＆ Ｄ）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比值，该指
标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科技投入水平最为重要、最为综合的指标；二是地方财政
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该指标是衡量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力度的重要指
标；三是地区财政收入与人口规模的比值，该指标衡量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拥有
量。以上数据都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２ ）政治因素。我们主要考虑在专利资助政策创新扩散过程中是否存在政
治周期效应，换届选举是一个虚拟变量，创新或采纳创新的前一年或后一年是
政府换届年为１ ，否则为０ 。
（３ ）问题的严重性。考虑专利资助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专利数量的增长
和提升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我们选取专利申请量、专利申请量增长率、发明专
利授权量和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来衡量一个地区面临问题的严峻性。专利申请
量和专利申请量增长率是衡量一个地区专利申请量变化状况的主要指标，而发
明专利授权量和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自主创新水平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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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标。以上所有数据都来源于各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
（４ ）辖区内社会经济特征。省份人口规模主要反映省份的人口多少状况，
将人口总数除以百万计算得到衡量人口规模的指标。省份的工业化水平主要通
过辖区的第二产业ＧＤＰ 总额与ＧＤＰ 总额的比值来测度。以上所有数据来源于各
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部影响因素
２． 外
邻近扩散：邻近采纳代表了专利资助政策在区域的扩散，该变量主要反映
与该省相邻近的省份出台专利资助政策的情况。本文用邻接省份中采纳专利资
助政策省份的数量与所有相邻省份的总数比值来测度（Ｂａ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 ）。
相邻省份是指行政边界相互接壤的省份，如以上海市为例，与其接壤的省级行
政单位有两个：江苏省和浙江省。
表１ 变量与测量
变量
测量描述
因变量：采纳
二分变量，采纳的省份取值为１ ，否则为０
人口规模
省内常住人口总数（百万人）
工业化水平（％ ）
省内第二产业ＧＤＰ 占总ＧＤＰ 的比例
研发经费支出水平
费支出与ＧＤＰ 比值
Ｒ＆Ｄ 经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力度 财政科技拨款与财政支出的比值
财政资源
地方财政收入与人口总数比值（元／ 人）
换届选举
虚拟变量，创新采纳的前一年或后一年是政府换届年取值为１ ，
否则为０
专利申请量（ＬＮ）
一个年度内专利申请量的总数（件）
专利申请量增长率
本年度专利申请量与上一年度专利申请量差值与本年度专利申
请量比值
发明专利授权量
一年度内发明专利的授权数量（件）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年末发明专利拥有量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件／ 万人）
相邻扩散
邻接省份中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省份的数量与所有相邻省份的总
数比值
全国扩散
已经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省份与国内所有省份之比
垂直影响
虚拟变量，２００１ 年《专利法》修改并实施以及加入ＷＴＯ 后取
值为１ ，否则为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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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扩散：全国采纳代表了专利资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一般采用
全国范围内已经采纳政策的地方政府数量与所有地方政府的数量之比来测度
（Ｋｉｍ，２０１３ ）。同时该指标也被一些组织社会学的制度理论家们用来测量组织
面临的合法性压力（Ｔｏｌｂｅｒｔ ＆ Ｚｕｃｋｅｒ，１９８３ ）。
垂直扩散：垂直扩散代表了从上至下的压力型扩散模式，本文主要考虑国
家层面的重大事件对专利资助政策采纳的影响。我们使用一个虚拟变量衡量垂
直扩散，即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此后的年份标记为１ ，其余年份取
值为０ 。
（二） 分析方法与模型设定
本研究关注的是从１９９９ 年到２００７ 年期间，中国大陆３１ 个省份专利资助政
策的开展情况，并试图提出一个解释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的理论分析框
架，具体考察问题严重性、政治因素和社会经济资源因素以及外部影响因素对
省份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影响。为了验证上述提出的理论假设，本文使用事件
史分析工具去考察专利资助政策在省份之间的扩散。事件史是用于解释一个特
定事件发生概率的有利工具，其基本分析单位是省－ 年。事件史分析方法对由
纵向时间序列数据与横向截面数据的组合数据分析时，对时间ｔ 发生事件的预测
是立足于时间ｔ － １ 的变量，能够满足因果关系要求的影响作用及其先后顺序，
对探索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因素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考虑到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中的离散时间
风险模型，即离散时间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
省级政府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可能性
口规模） ＋ β （工业化程度） ＋ β （财政资源）
＝ β ＋ β （人
发经费支出水平） ＋ β （财政科技拨款力度） ＋ β （换届选举）
＋ β （研
利申请量） ＋ β （专利申请量增长率） ＋ β （发明专利授权量）
＋ β （专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 β （邻近影响） ＋ β （全国影响）
＋ β （万
直影响） ＋ ε
＋ β （垂
◆

０

１

２

４
７

１０

３

５

６

８

９

１１

１２

１３

六、实证结果及发现
表２ 是样本省份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３ 报告了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的事件
史分析结果。为了保持自变量之间的独立性，我们通过检验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来判断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表明ＶＩＦ 远小于警戒值１０ ，因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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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表３ 报告了回归方程的似然函数值、
模型的Ｒ 方等反应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模型在０ ０１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说明这些模型都很好地拟合了数据，并对因变量有较好的解释力度。
表３ 还报告了回归系数、标准误差、各自变量的发生比以及对应的显著性检
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反映一个地区创新资源拥有量的三个变量中，只有
财政资源对专利资助政策的出台产生正向显著影响，通过了０ ０１ 水平上的显著
检验。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财政资源拥有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专利资助
政策的采纳概率会提高约１ ％ 。而一个地区的研发经费支出水平和财政科技拨款
力度对专利资助政策采纳没有明显影响。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的创新资源拥有
量并不构成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主要动力。
变量
创新采纳
财政资源
研发经费支出水平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力度
换届选举
专利申请量
专利申请量增长率
发明专利授权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全国压力
邻近影响
垂直扩散
人口规模
工业化水平
东部省份
西部省份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２ 变量的描述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０ ２１

０ ４１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４８９ ５６

３５１ ９８

１４４ ４２

２ ６００ ３８

０ ６９

０ ７１

０ ０８

５ ５４

１ ６３

０ ６４

０ ３８

３ ４７

０ ３２

０ ４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７ ４２

１ ４７

２ ３０

９ ７３

９ ９８

１４ ２６

－ ５３ ３３

６４ ２９

１３６ ８８

１７４ ７６

１ ００

９４２ ００

０ ２３

０ ３８

０ ０１

３ １４

２５ ０６

２９ ０７

０ ００

９０ ３２

８ ７６

１５ ３３

０ ００

６７ ００

０ ５８

０ ５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３９ １３

２５ ４６

２ ５２

９５ ５５

４３ ８５

７ ２７

１９ ７６

５７ ４４

０ ２４

０ ４３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４２

０ ５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在政治因素中，我们主要结合中国政治结构的特殊性，考察了换届选举是
否对地方政府的专利资助政策采纳行为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换届选举变
量并不对省级政府采纳专利资助政策产生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在专利资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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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扩散过程中不存在政治周期效应。
在反映问题严重性方面，我们设定了代表专利拥有量变化和科技创新能力
强弱的四个指标。有趣的是，专利申请量和专利申请量增长率对专利资助政策
采纳无显著影响，而发明专利授权量和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对专利资助政策采
纳有显著影响，且回归系数值为负，分别在０ １ 和０ ０５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
检验。
◆

表３ 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的事件史分析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 统计显著性 发生比

自变量
科技创新资源变量
财政资源
研发经费支出水平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力度
政治变量
换届选举
问题严重性变量
专利申请量
专利申请量增长率
发明专利授权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外部影响变量
全国压力
邻近影响
垂直扩散
控制变量
人口规模
工业化水平
东部省份
西部省份
常数项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 ２

－ １ ６１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７６０ ）
（０ ９５１ ）

－ ０ ２２７

（０ ６２１ ）

０ ０１３
０ ８４０

（０ ５０２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０３ ）
（２ ６５６ ）

０ ５１５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４
－ ５ ２８８

（０ ０１６ ）
（１ ６８４ ）
（２ ０２０ ）

－ ０ ００８
１ ５５０
５ ４００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６０ ）
（１ ４６０ ）
（０ ８５０ ）
（３ ３４７ ）

０ ０４５
－ ０ １３５
－ １ ５２２
０ ６２７
－ ８ ３４９
０ ５２９

对数似然值
９０ １３２
注： 表示Ｐ ＜ ０ ０１ ， 表示Ｐ ＜ ０ ０５ ， 表示Ｐ ＜ ０ １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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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０１ 

１ ０１３

０ ２６９

２ ３１６

０ １９９

０ ２４３

０ ７１５

０ ７９７

０ ３０５

１ ６７３

０ ６０９

１ ０１０

０ ０９８ 

０ ９９６

０ ０４４６ 

０ ００５

０ ６１５

０ ９９２

０ ３５７
０ ００８

４ ７１１


２２１ ２９８

０ ０４７ 

１ ０４６

０ ０２４ 

０ ８７４

０ ２９７

０ ２１８

０ ４６１

１ ８７１

０ ０１３ 

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面向中国省份的事件史分析◆
在外部影响因素中，我们考察了三种外部扩散机制对专利资助政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不论是地理上邻近的区域影响还是超越地理范围的全国压力，都没
有对省级政府专利资助政策采纳产生显著影响。而中国加入ＷＴＯ 这类重大事件
却对省份采纳专利资助政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０ ０１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
验。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层面重大事件的发生每增加一个单位，专
利资助政策的采纳概率会提高约２２０ 倍。由此可见，专利资助政策在省级政府
间扩散的过程中，中国加入ＷＴＯ 和《专利法》的施行这类重大事件的冲击是驱
动其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控制变量中，我们发现人口数量越多的省份越有可能采纳专利资助政策，
工业化程度对专利资助政策采纳产生负向显著影响。而东部省份和西部省份虚
拟变量与专利资助政策的采纳没有显著关系，这意味着东部省份并没有比西部
省份更有可能采纳专利资助政策。

七、讨论与结论
本文利用１９９９ 年省级地方政府出台专利资助政策以来至２００７ 年共８ 年、
大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１４６ 个样本数据，从内部决定和外部影响两个
３１ 个
角度分析了影响专利资助政策采纳的因素。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的事件史分析结果
表明，财政资源拥有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和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影响专利资
助政策采纳的关键内部驱动因素，而与专利资助政策紧密相关的地区科技创新
资源状况并不产生影响，也不存在专利资助政策扩散的政治周期效应。在外部
影响机制中，专利资助政策在省级政府间的扩散主要体现为垂直扩散模式，也
即中国在加入ＷＴＯ 和颁布《专利法》后，这种国家层面重大战略决策对地方政
府行为产生强烈影响。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我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扩散现象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丰富和拓展西方经典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也有重要理论
启示。
首先，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资源拥有量对专利资助政策采纳的影响并不明
显，只有财政资源拥有量变量对专利资助政策采纳产生正向影响。事实上，以
往很多研究都考察过地方财政状况对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
现与前述一致。但真正体现科技创新资源状况的研发经费支出与财政科技拨款
两个变量却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省级政府专利资助政策决策过程中，并没
有考虑其辖区科技创新资源状况。
其次，在中国政治结构下，以换届为标志的政治周期对专利资助政策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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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专利资助政策在省级政府创新采纳过程中并不存在政治
周期效应。然而很多研究考察了政治周期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余靖雯等，
２０１５ ）、地
方政府财政支出（肖洁等，２０１５ ）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确
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周期效应。为什么专利资助政策在省级政府间的扩散不
存在政治周期，可能与该政策本身有很大关系。未来研究可以在其他政策领域
继续探究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扩散是否存在政治周期效应。
再次，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严重性对专利资助政策扩散的影响比较复杂，
同时也是非常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情。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专利申请量和专利申
请量增长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发明专利授权量和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产生
显著负向影响。换句话说，一个地区专利申请量的多少并不会影响专利资助政
策的采纳，而与发明专利数量极度相关的指标却负向影响专利资助政策采纳。
也即一个地区拥有的发明专利越少采纳专利资助政策的可能性越高，一个地区
的发明专利拥有量状况是驱使省级政府出台专利资助政策的主要诱因。这说明
省级政府在面临专利数量和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的情况下，对技术含量更高、更
能体现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更加敏感和重视。
最后，在外部影响机制中，省级政府间的邻近影响和全国压力都不明显，
专利资助政策在省级政府扩散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垂直扩散模式。具体来说，在
中国加入ＷＴＯ 和２００１ 年修改并正式施行《专利法》后，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
决策事件会对地方政府创新扩散行为产生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朱旭峰和
张友浪关于中国地级城市行政服务中心成立的研究结果一致（Ｚｈｕ ＆ Ｚｈａｎｇ，
实上，中国加入ＷＴＯ 后加剧了与全球的技术竞争，为了抢占经济科
２０１５ ）。事
技发展制高点，没有专利（特别是发明专利）就将丧失对外贸易合作的主动权。
在创新扩散研究领域，邻近效应是被学者长期持有的一种理论假说，许多学者
将这种理论假说也作为研究公共政策扩散的一条重要路径。事实上这种邻近影
响并不一定存在，根据门尼（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Ｚ Ｍｏｏｎｅｙ）（Ｍｏｏｎｅｙ，２００１ ）的研究发
现，２４ 个理论模型中只有１２ 个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系，这些实证研究表明
邻近效应与政策扩散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
本文还存在诸多局限之处，未来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化。
一是公共政策的创新扩散在不同阶段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这需要通过使
用分段常数指数模型（ＰＣＥ ）来探索不同扩散阶段起作用的因素或机制。二是
本文的分析单位是省—
年，仅仅聚焦于中国的五级行政层级的省级，而探索地
市级政府的政策决策行为更有意义，未来可以研究中国地级城市的创新扩散行
为。三是决定公共政策的因素纷繁复杂，而不同的公共政策又表现出不同的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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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很难总结出一般性的理论模型。未来可以通过跨越不同的政策领域进行比
较研究，进而总结出一般化的政策扩散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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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行政评论》

投稿系统优化后试运行及微刊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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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评论》网上投稿系统经过优化后，已开始试运行，欢迎大家
使用投稿并敬请关注，提出改善意见。网上投稿系统网址： ｈｔｔｐ：／ ／ ｊｐａ．
ｓｙｓｕ． ｅｄｕ． ｃｎ 。
另，《公共行政评论》杂志微刊也已经开通，请大家关注本刊微信公号
“ｊｐａｃｈｉｎａ”，点击“杂志微刊”菜单，进入相关图文信息阅读面然后点击下
方“阅读原文”，即可通过手机免费阅读本刊最新期的杂志和过刊。
感谢各位朋友对本刊一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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