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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俄罗斯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政策特点与主要措施 

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小企业开始大量涌现。截至2008年底，俄罗

斯共有注册中小企业约103万家，平均年增长5%。中小企业吸收就业人数950万人，

其中，贸易和服务业型企业占总数的72%，工业企业占13.5%，建筑业企业占7%，

而创新型中小企业仅占2%。 

许多西方国家的中小企业产值占GDP的一半以上，意大利更是占到80%。而俄

罗斯中小企业产值只占GDP的15%。为此，俄罗斯政府一直着力改变这种状况。2008

年11月，俄罗斯政府出台的“202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战略”确定了俄罗斯今后

的社会导向型创新发展模式。其中，关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俄罗斯中小企业

数量增加2-3倍，产值由目前的占GDP15%达到50%以上；到2020年，科技创新型中

小企业的数量在俄罗斯中小企业中的比例要从2%提高到10%。从该战略中可见，俄

罗斯政府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纳入到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中，大力支持其创新发展，

达到改善其经济结构、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推动创新型经济、全面提高国家

经济竞争力的目的，使中小企业成为俄罗斯税收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加速发展中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是俄罗斯政府近10余年来关

注的焦点，也是近几年俄罗斯实施创新经济政策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以下介绍

俄罗斯发展中小企业及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特点和主要措施。 

1 促进小企业创新的政策特点 

1992年以来，俄罗斯不断出台发展中小企业的政策、法律，涉及种类很多，数

量约200个，还有不少正在修改和完善之中。按照历史脉络和政策发展方向梳理，大

致可将其分为3个阶段，现主要分析各阶段有典型性的法律、政策特点。 

第一阶段，1992至1996年，俄罗斯出台了《关于国家支持小企业联邦法》、《俄

罗斯联邦国家企业法》、《国家注册法》、《股份公司法》、《关于国家支持科学发展和

科技开发的决定》、《破产法》、《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应纳税收入法》、《关于发展

中小企业的组织措施》、《俄罗斯联邦关于简化小企业税收、结算和决算法》等与发

展中小企业相关的法律、政策。 

第二阶段，1997至2005年，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小企业发展法》、《国家创新活

动和创新政策法》、《联邦科学城地位法》、《2002至2006年国家创新的基本政策》、《关

于建立联邦科学高技术中心的决议》、《俄罗斯联邦2003-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

纲要》、《2003至2005年促进创新和发展风险投资计划》、《俄罗斯联邦经济特区法》、

《俄罗斯风险投资发展构想》及《至2010年俄罗斯联邦发展创新体系基本政策方向》

等一系列法律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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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阶段的政策特点可以归纳为：一是完成了制度的转换系统，阐述了政

府对发展中小企业活动的立法规范，建立了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总目标；二是通过政

策的引导，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管理和扶持，促进和规范中小企业的发展，活跃其在

经济领域中的创新活动。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推动下，建立了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财

政基础设施，如俄罗斯促进科技型小企业发展基金会、风险创新基金会等。 

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通过了《技术转移法》、《创新活动法》、《支持科技和

教育基金法》、《法人和个体企业权利保护法》（草案）、“202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长期

战略”、《以优惠价格向小企业租赁国家资产的决定》（草案）、《科学与国家科技政策

法》（修正案）、《2009年俄罗斯政府反危机措施纲要》等。 

第三阶段的特点可以归纳为：首先，由于国家经济政策向提升产业结构和知识

经济转变，随之对中小企业的政策也开始导向鼓励竞争型和更多地为中小企业创造

必要条件，其中包括建立专门的贷款、保险、风险投资、税收优惠和创新奖励机制

等，设法减轻中小企业获得资金和资源的难度，首次允许科研机构和高校创办科技

企业；其次是考虑到了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为中小企业进入创新发展模式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三是更多考虑到了执法层面的问题，如减少行政干预、防

止执法腐败、提高政府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效率，停止消防、卫生、警察等部门针对

小企业的各类检查，所有计划外检查需经检察院批准。 

2 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主要措施 

俄罗斯政府在诸多方面采取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首先，是完善小企业

立法，其次，是根据各种法律政策文件推出许多的具体措施。例如，在创新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建立高技术科技园、技术推广产业区、商业孵化器、发展银行、俄罗

斯风险公司、地区风险公司、各类基金等，以实质性地提高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数

量规模；在政策优惠方面，简化注册手续、降低准入门坎、拓宽融资渠道、实行税

收优惠、加强人才培养、提供国家和地方不动产资源、支持对外合作等，以切实保

护企业创新活力的提高。 

2.1 立法 

《关于国家支持小企业联邦法》是俄罗斯小企业政策的总纲，其它的联邦法、

总统令、政府条例、联邦各主体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等，均以该法原则实行国家

对小企业的扶持政策。 

该法共二十三条，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宗旨、基本原则

和方式；俄罗斯联邦政府、相关政府机构、各联邦主体、地方政治机构等在对中小

企业的支持和管理过程中的权限、责任；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政府机构设置及其工

作程序；联邦预算经费、预算外资金、专项基金扶持小企业创新的规划及办法；小

企业缴纳联邦税及其它税费的优惠政策；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扶持；各机构利用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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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其它资源扶持小企业的权限及补充措施。 

2.2 计划 

俄罗斯在“2002-2006年国家技术发展计划”、“关于建立科技园的国家计划”

等有许多计划中都涉及到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措施。 

2008年11月出台的“202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战略”从建设社会导向型创新

发展模式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中小企业创新进行政策的长远规划。根据该战略，俄罗

斯政府将设立“国家促进小企业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制定促进小企业

发展计划和扶持小企业制度。该战略中提出的计划措施，较之以往的各种计划有三

个方面的突变，其一，在处理对企业的服务手段上，从以抽象的国家利益为对象，

转变为以公民利益和具体企业为对象；其二，从单纯强调企业的研发和生产，转变

为维护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研发和生产；三是在处理基础科学和应

用的关系上，该计划通过优先发展方向把二者结合起来，既保证国家对基础科学发

展的支持，又集中有限资源，以优先发展方向项目带动相关企业的创新发展。 

该战略提出，将采取如下措施刺激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现代化改造更新关于

企业创新活动的旧标准和旧规则，提出有预见性的、有中期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新标

准与细则；协调俄罗斯标准和国际标准，包括按照国际标准，简化和加速俄罗斯质

量认证过程，以利扩大企业创新产品的出口；专门制定向创新型中小企业转让技术

的国家科研技术设计订单标准；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耗，提

高产品的生态安全性，维护居民健康，确立相应标准、奖励和处罚体系；为促进混

合型技术创新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制定标准、规则、技术细则；建立相关技术发展平

台，以促进产学研在创新中的相互作用。 

2.3 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 

在政府的支持下，俄罗斯曾在科技力量比较雄厚的5个城市（莫斯科、圣彼得

堡、新西伯利亚、喀山、叶卡捷琳堡）建立7个大型技术创新中心，并在其中吸引了

约250家小型企业，并将此类技术创新中心发展到18个地区，促进了科技型小企业的

进一步发展。由于政府的鼓励，社会民间机构积极支持、资助乃至直接参与中小企

业发展创新活动，成效显著。这些机构包括：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科技行业或专

业协（学）会、科技园、高技术合作企业、科学和高技术中心、创新技术中心、俄

罗斯新技术集团创新联盟、俄罗斯创新协会、工业创新企业联合会、俄罗斯国际科

技合作协会、科技孵化器、技术转移中心、科技信息机构、科技评审机构等。 

这些机构在促进小企业创新活动中方式多样，包括组织和参与境内外展会、论

坛、推介会；为企业提供科技、金融、法律、市场分析方面的支持；针对企业订购

需求，组织安排相应的科研力量支持或组织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为企业推荐具有发

展前景的投资项目；为企业提供技术市场信息预测和相关资料；为企业提供专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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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技术保护，或向国内国际市场出售、引进技术；为企业创新产品进行市场化评

估，提供相应中介服务；对科技创新项目产业化提供法律服务，代办相关手续和执

照，提出咨询建议等。 

2.4 发挥基金扶持作用 

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政府参与建立了各种科学与创新基金，如促进

科技型小企业发展基金、联邦生产创新基金、俄罗斯技术发展基金等。这些基金会

都不同程度地将资金用于资助中小企业科技成果商品化项目。根据“2020年前社会

经济发展长期战略”，俄罗斯政府还计划建立“扶持小企业联邦基金”和“扶持小企

业联邦主体基金”。这表明俄罗斯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小企业发展基金的投入。 

例如“促进科技型小企业发展基金会”（下称小企业基金会）的基本活动宗旨

为：扶持小企业创新活动，促进开发新工艺和发明，刺激研发和生产新型产品等。

2009年，俄罗斯进一步充实小企业基金，资金达到105亿卢布（约3.5亿美元）。目前，

小企业基金会在俄罗斯境内设有25个代表处。基金会的资金除了支持用于发展科技

型小企业创新的基础设施外，主要支持小企业创新研发项目，支持的领域包括信息

与计算机技术、新材料、生物医学、能源技术、机械与仪表制造等。小企业基金会

对研发项目的资助比例不超过该项目所需资金的50%。因此，该基金会提供的资金

只作为创新启动资金，或只起到吸纳其它资金的引导作用。小企业基金会资助的项

目的方式，既可以是无偿的（拨款方式），也可以是有偿的（贷款方式），如果是以

有偿贷款方式支持小企业，则利率不得高于中央银行利率的50%。 

在所资助的项目竞标和选择方面，小企业基金会只负责审核项目竞标文件是否

符合规定。对具体项目的评审，则组织相关专家组进行，专家组除对项目的科技含

量、商业化前景、市场回报能力等进行评估外，还要从创新项目的可行性角度对企

业的财务、资源状况和生产能力等进行评审。 

为了降低资金的使用风险，小企业基金会往往会资助已具备一定条件的小企

业，如已经在科技产品市场上站住脚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找到其它投资者资

助的、具备初步生产条件的小企业。资助小企业的资金流向主要有：开发有前景的

科研成果半成品项目、解决社会生活与发展紧迫任务的创新项目、建立高新技术产

品的中小型项目。 

小企业基金的部分资金用于支持技术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每年将15%的资金用

于建设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在全俄罗斯已建成30余家技术创新中心。这些技术创新

中心被优惠提供给几百家中小企业经营，或用来吸引科学院和高校青年科学家加入

企业创新，或举办各种展览会、论坛及培训班。 

自2004年起，该基金会还推出“起点”专项计划，资助那些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具有高技术含量、能够吸纳到私人资金参股、产品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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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以风险投资支持创新 

建立风险投资体系是俄罗斯创新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小企业创新中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以建立国家投资体系来鼓励、吸引和带动私人投资，从而

形成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良性互动机制。由于政府在参与风险投资方面发挥的主

体作用和调节职能，风险投资基金的规模明显加大。 

俄罗斯政府在“2000至2005年高风险项目预算外投资主要发展方向”中提出了

风险投资系统的总体发展规划。根据该规划，俄罗斯科技风险投资的构成主要有三

部分：一是联邦政府设立的科技风险投资基金；二是各联邦主体创建的风险投资基

金；三是西方国家在俄罗斯的风险投资基金。 

2006年8月9日，俄罗斯成立了国有全资“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成立该公司

的目的就是支持中小型高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并由此逐步建立国家风险投资制度。

公司最初注册资金为50亿卢布（约1.89亿美元）。至2008年底，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

旗下有6家风险基金，总注资额达到了5.8亿美元。 

风险投资对技术成果产业化和商品化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一些风险投资的效

益指标已经达到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投向是非政府

风险投资基金所不愿涉足的中小企业创新中的高科技项目，把纳米技术、医学、清

洁能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作为风险投资的优先领域。 

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的作用相当于国家风险投资基金，可主动分担科研商品转

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技术风险，以保障私人投资公司获利，由此吸引投资企业踊跃

参与投资活动。 

2.6 降低企业成本和改善经营环境 

俄罗斯正在积极创造条件，解决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现实中的迫切问题。如

2009年3月，俄罗斯开始实施《以优惠价格向小企业租赁国家资产的决定》（草案），

这项决定是为企业降低成本、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而提出来的。根据这项决定，小企

业以优惠价格租赁国家资产，解决企业工作场地，其租赁费是市场价格的40%。 

2009年6月19日，俄罗斯政府公布了总理普京签发的《2009年俄罗斯政府反危

机措施纲要》，其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反危机措施的主要内容之一。2009年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的总支出达到405亿卢布（13亿美元），是2008年的11倍，其中联邦预

算支持小企业发展的支出达105亿卢布（3.5亿美元），即在此前计划金额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62亿卢布（2亿美元）。 

该纲要中提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有：在政府部门和自治机构进行国

家订货时，必须为中小企业预留配额（约20%），以此增加250亿卢布（8.5亿美元）

购买小企业产品；中小企业享有租赁联邦资产的优先权和租金优惠；建立融资机制，

发展小型非银行金融体系，由俄罗斯信贷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再融资，由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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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银行出资为小企业和初始经营的企业家提供金融支持；根据各地区中小企业的

数量按比例分配联邦中小企业发展补贴，60%的补贴额将在2009年前三个季度划拨。 

在改善经营环境方面，该纲要中又将以前一些政策文件中常用的“降低行政壁

垒”的说法，改为“完善市场制度，取消经营活动壁垒”，由此上升到了一个制度层

面。 
林 曦 译自 http://www.spb-mb.ru/index.php?page=297；http://premier.gov.ru/anticrisis/；

http://www.forumnalog.ru/articles/1674/ 

检索日期：2009 年 5 月 29 日 

 

动  态 

英国政府报告指出在 8 国集团中英国科研最富有成效 

10月2日，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发布了“英国科研业绩国际基准研究2009”

报告。该报告指出，2008年，在科学研究成果、生产力和效率方面，英国继续仅次

于美国名列世界第二位。更重要的是，英国在“与公共研发支出相关的引文数量”

指标上排名第一，因此，该研究认为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英国在8国集团中的科研最

富有成效。 

科学与创新大臣Lord Drayson先生对该报告表示欢迎。他说，“这反映了英国科

研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支持科学研究和维护我们卓越的科研基础对于英国未

来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预计在2011年投入创纪录的

60亿英镑用于科学和研究的原因。”英国政府和其他机构都使用此项研究提供的年度

基准，来评估英国在26个世界知名的研究经济体（包括8国集团在内的国家、印度和

中国等）中的表现。该项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对世界上约8000种重要科技期刊所发

表的论文进行分析，涉及临床科学、健康科学、生物科学、环境和社会科学等领域。 

本年度的研究结果还显示，英国2008年发表的科技期刊论文的被引用量占据了

全世界科技期刊论文被引量的约12%，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英国拥有的高被引论

文（排名前1%）的数量，由2007年占全世界的13.4%上升至2008年14.4%；英国论文

的篇均被引率在8国集团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排在美国前面；英国发表的

科技论文占全世界总量的8%，在美国和中国之后排名第三。本年度研究还显示，英

国与其他国家研究人员合作撰写的论文数量不断上升。这些合作论文往往具有很高

的被引用率，比如，英国与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合作论文比英国本土论文的平均被

引率高出50%。 

该报告还突出强调了在过去10年间中国产出的科技论文数量增长了4倍，已经

超过了英国。2008年，中国科技论文的被引用总量已经上升到占世界的6.6%，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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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43.6%）、英国（11.78%）、德国（11.44%）、日本（7.0%）和法国之后，高于

加拿大和意大利（见图1）。 

 
图 1 世界科技论文被引用总量的分布 

 

尽管中国的科技论文在被引用总量上增长较快，但是中国拥有的高被引论文的

数量还不尽如人意，在该报告2008年的数据中排名第9，而高被引论文的篇均被引频

次更是远远落后于世界主要研究经济体，在26个被研究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5位（见

表1）。 

表 1 2008 年世界高被引论文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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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欧洲研究理事会2009年开始资助的研究项目中，英国科研人员在237

个项目中获得了40个，申请成功率为最高。其次是法国，获得了31个。这些资助项

目都是针对欧洲未来科研领军人物的，支持他们建立或巩固自己的团队，并开始在

欧洲进行独立研究。 
姜 涛 译自 

http://nds.coi.gov.uk/clientmicrosite/content/Detail.aspx?ReleaseID=407159&NewsAreaID=2&Client

ID=431；http://www.dius.gov.uk/science/science_funding/science_budget/~/ 

media/publications/I/ICPRUK09v1_4 

检索日期：2009 年 11 月 1 日 

 

网络是创新过程的基础 

10月14日，德国联邦教研部在柏林波茨坦就“促进新联邦州区域网络形成”议

题主办了第100次“创新论坛”，论坛还涉及了一些特别的问题，诸如在未来产品的

设计中，如何完善其重要组件并尽可能使之被有效利用。自2001年以来，BMBF已

经为“创新论坛”提供了860万欧元的资助。 

联邦教研部国务秘书Frieder Meyer-Krahmer 教授在论坛上指出，对形成创新产

品和服务而言，经济、科学和研究之间正在运作的网络是极其重要的。网络是创新

进程的基础，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将用其来推进战略联盟，使它们的区域展

示出鲜明的创新特色。主办第100次创新论坛的目的是对联邦教研部（BMBF）促进

新联邦州“Unternehmen Region”计划的范围进行调整，因为在新联邦州还存在着创

新空白，例如，自己进行研究的企业太少，创新型企业和科学家之间的缺少相互联

系。所以，BMBF将为“创新论坛”项目提供资助。Krahmer说，随着一次次的“创

新论坛”，我们已经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平台，以促进新的国家创新网络的发展。“创

新论坛100”引发了成千上万的新思路，并将有助于确保该地区的未来。 
黄 群 译自

http://www.lifepr.de/pressemeldungen/bmbf-bundesministerium-fuer-bildung-und-forsch

ung/boxid-126975.html 

检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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