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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提升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效能的思考
——
—以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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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创新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大量激励科技创新、技术转移转 化的 改 革 举 措 迭 出 ，激 发 了

社会的创新活力。 近年来，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结合自身 特点、优势及发展需求，着力推进技术转移转化 工 作 ，深 化 科
产、科教、校地的快速融合，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具备可实施性的机制，培育出一支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转移转化人才
队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该校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对高校如何提升技术转移
转化工作效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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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高校的技术转移转化工作较欧美地区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它能够将高校的人才团队、技术成果
迅速转化为符合市场需求的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产业的技术革新与进步。同时，有价值的技术转移转化能
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高校支持企业、企业反哺高校的良性循环，为区域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近年来，随着高校专利及技术成果的拥有量与日俱增，高校逐渐认识到，技术转移转化工作
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
和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元素。2020 年初，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提升高等学
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要求全面提升高校专利创造质量、运用效益、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确定了“坚持质量优先、突出转化导向、强化政策引导”的原则，并针对高校普遍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
“重
申请轻实施”的问题[1]，着力于提高专利质量，促进成果转化。同年 5 月，科技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为高校技术转移机构高质量建设和专业化
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我国已进入
“十四五”建设阶段，经济正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鉴于以上
背景，
本文以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就高校如何提升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效能进行了分析。
1 高校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
1.1 高校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求量轻效”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 2020（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数据显示，2019 年高校自建技术转移机
构数虽较上年增长 25.1%，但超过 60%的高校自建机构未与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开展过业务合作，闭门造车
现象依然严重。同时，50%以上数量的高校认为其技术转移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未发挥出重要作用，
造成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始终处在低效运行状态中，反映出高校从事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的服务能力有待
提高。从总体发展形势来看，目前高校成立的技术转移机构其管理属性明显大于服务属性，其建设仍处在起
步、摸索、
爬坡的阶段。各类高校对技术转移机构的发展方向、运行机制的形式仍不够清晰，在顶层设计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1.2 高校的专利及技术成果与市场脱节
《2020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高校有效专利产业化率在 2018 至 2020 这 3 年间均值不到 3.5%；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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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有效专利许可率在 2018 年至 2020 年这 3 年间虽然持续回升，但 2020 年许可率也仅为 4.4%；高校有效
专利转让率在 2018 年至 2020 年这 3 年间同样持续回升，但 2020 年转让率也仅为 3.6%。此外，高校购买知
识产权服务的比例仅为 23.8%，不及调查对象 41%的总体购买率。
由此可见，高校存在着大量闲置的专利、技术成果。其实这些成果从研发伊始，就注定没有应用价值，
因
为其研发的动力更多是项目驱动而不是市场驱动，未立足于企业的实际技术难题。高校的专利、技术成果大
多以基础研究为主，以实验室、小试的成果居多，连中试环节都很匮乏，但是中小微企业作为巨大的技术需
求群体，希望从高校中获取更多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成果，所以造成高校与企业供求不对等，导致
科技成果即便被引入企业，企业也无法转化为来之即用的先进生产力。
1.3 高校技术转移专业队伍力量薄弱
高校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大多以科技管理人员、科技人员或教师为主，且专职人员少，兼职人员多。这
些工作人员虽具备一定的管理、
专业特长，但与技术转移工作所需的多维度知识构成相距甚远。成熟的技术
转移人才综合素质体现在专业技术、产业趋势、法务金融、项目洽谈等方面[2]，但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稀少，且
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培养。高校技术转移队伍本身专职人员就少，再加上平时的业务仅仅是被动
的洽谈、签订合同，具体涉及合同实施、项目跟踪、技术品牌建设等深层次的工作很少参与。总体来看，高校
的技术转移队伍在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全流程中仍然处于一种缺位状态，无论是人才规模还是专业化
程度，
距市场需求均存在较大差距。
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探索
2.1 完善政策链，优化收益分配模式和评价体系
（1）确定转化收益分配比例。学校 2020 年出台的《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办法》明确
了“8-0.5-1.5”的动态转化收益分配模式，以鼓励相关工作全流程中的各类人员，尤其是首次对依托校内技
术经理人或校外技术转移机构完成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收益比例进行了规定。
（2）逐步健全科研评价体系。学校出台的《横向委托项目与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在业绩考核、职称评定中
同等对待办法》，明确了同等对待的要求除横向科研项目到账金额外，应完成的项目成果中将专利转化及产
生的经济效益证明作为核心评价指标。此外，学校从 2021 年起将陆续把科技成果转化纳入职称评定、岗位
聘用等相关办法的评价指标中。
（3）设立培育基金。学校每年下拨高额专项经费用于设立校内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鼓励具有博士学位
的在岗教职工以市场为导向确定课题方向、组建团队开展项目研究；在课题研究成果提交形式中，明确将专
利申报、完成专利转化及与企业签订横向科研项目作为重要评价指标。
2.2 专职、
专业相联姻，
多渠道培育应用型科技成果产出
（1）学校技术转移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为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专职运营机构，提出“以中小微企
业需求为导向”的运营理念，围绕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环境资源、装备制造等领域，逐步形成应用前景好、市
场吸纳度高的科技成果池。为推进中心建设，学校积极寻求与优质第三方专业技术转移机构的合作，
目前已
与科易网、中部知光技术转移公司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运营、专利导航布局、项目
申报等方面构建多流程工作体系。
（2）依托校内科创平台，坚持深度产学研合作。为保持科技创新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学校于 2020 年组建
了 7 个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每年给予经费支持，同时通过各类校外平台挖掘企业技术需求促成校企对接，积
极鼓励教师赴企业担任科技副总、技术顾问，形成“校内中心为面，校外企业为点”的产学研模式。
2.3 实施“走出去”战略，锻造高水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队伍
为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工作的人才培养，学校扎实有效地开展高水平队伍建设。通过个人自
荐、部门推荐、组织评议等方式，学校从科技管理部门、二级分院遴选 3 名技术经理人成功入库江苏省技术
产权交易市场。3 名技术经理人均拥有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具备一定的高校或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同
时，学校通过线上线下培训、对接洽谈、技术成果路演、开设网上技术转移店铺等方式，让相关人才“走出
去”
，提升业务能力。目前，学校技术经理人已在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高校运营试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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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市场协会、国家知识产权培训中心、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上海市技术转移协会等地参加多场培训，
并在南京、上海、重庆、长沙、淮安等地对学校的科技成果进行推介。2020 年，学校获得转移转化的科技成果
近 7 成由技术经理人牵头完成。
3 高校技术转移效能提升路径
3.1 从产学研项目中挖掘高价值技术成果
对于理工科类高校来说，高效、务实、多样的产学研合作，尤其是与中小微企业的深度合作是高价值专
利的摇篮，能够直接获得满足企业技术需求的技术成果，既贴合行业又加大技术领域原始创新概率。[3]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江苏省无锡市不少制造业企业纷纷与国内院校“联姻”，率先尝试了产学研合作模式，促使
一大批沉睡已久的高校技术成果被包装、改进后，成为许多企业的新产品。产学研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应用于
企业，
为此，基于研发项目的专利挖掘需要做好三个方面：
（1）以技术分析为基础。鉴于产学研项目的复杂性特点，基于研发项目的专利挖掘要从技术研发项目本
身出发进行分析，按照研发项目需要达到的技术效果、技术层次、技术价值进行拆分。这种拆分侧重于分解
和细化，以达到细分技术领域、掌握技术要素、明确创新节点的目的。
（2）贯穿研发项目始终。由于产学研项目具有系统性，高校在其所涉及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都应
该基于研发项目来进行专利挖掘，
重点关注专利挖掘的节点和专利产出的时效。
（3）帮助合作企业形成专利战略。产学研项目的具体实施拥有不确定性，高校在实施过程中，必须要从
服从贴合企业的专利战略高度出发，明确专利挖掘工作的对象。
3.2 寻求技术转移转化专业服务支撑
高校的科技创新主要追求发明专利和高水平技术成果，企业的科技创新侧重于新工艺、新市场，不同的
追求和目标很难使校企同步到一个频率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效率之所以高，其重要原因在于协同
[4]
作战，实现高校、企业和市场三方“无缝对接”
。因此，
我国高校要实现技术转移工作的高效、持续，可以通过
加快培育市场化、
专业化的联合服务机构，遴选、寻求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合作的进行。
（1）寻求高效合作。这种合作能够打破技术转移机构作为高校内设机构职能的限制，在体制机制上相对
灵活，作为第三方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其主体以公司性质为主，合作模式、方式相对灵活，能够做到为供需双
方适时调整。
（2）创造精准对接。这种合作在抓取市场技术需求的嗅觉和行动速率中更敏锐、更快捷。第三方专业机
构在需求征集、遴选、挖掘等方面更具时效性和准确性，往往需求企业在跟机构的前期接洽过程中，潜在的
技术转化需求就已经反馈给机构，同时获得的需求准确率及后期对接成功率比高校自身搜集得更高。
3.3 扎实推进高校技术经理人培养
科技部火炬中心于 2020 年 3 月发布《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大纲（试行）》，为不同层级
的技术经理人设置了相对应的培训课程，保证技术转移专业知识量体裁衣式的传授。同年 5 月，科技部、教
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高校技术转移
机构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建立高水平、专业化队伍，其中接受过专业化教育培训的技术经理（经纪）人比例不
低于 70%，
并具备多方面的复合型专业知识和服务能力，高校需做好选派、招聘工作。
（1）培养技术经理（经纪）人团队。目前，高校内部技术经理（经纪）人数量不足，专业度也有待提升。高校
对技术经理（经纪）人的管理、规划不能仅仅停留在获得资格证书，完成上级考核任务就结束的状态，重点应
放在对其业务能力提升与知识储备上，同时应单独设立考核体系。受高校体制影响，技术经理（经纪）人对企
业的运行机制并不熟悉，
需要有较多的机会参与市场行为，
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根据教育部科技司发布的高
校成果转移转化基地经验，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做出成绩的高校多数采用公司化运作+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5]，
例如北京理工大学设立技术转移中心和技术转移有限公司，组建 15 人的专业队伍，探索以“事业化管理+市
场化运营”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技术转移架构。
（2）健全评价体系，提升转移转化动力。就当前的人才评价体系来看，极少有高校将从事技术转移转化
的高校教师、
科研人员进行分类评价。2020 年，河南省向全省高校发布了《河南省高等学校科技人才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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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将技术转移和服务型人才单列为高校四类人才之一，同时精细化设置了该类人才的评价细分指
标，真正实现了术业有专攻。完善的管理体制，提供可发展的空间，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薪资水平等方面
给予技术转移人才充分的保障等有力举措，能够让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解除后顾之忧，继而提升他们
的工作热情。同时，高校应专设技术经理（经纪）人岗位，采用校企分离制，促进高校经理（经纪）人的社会化
与市场化发展，让这类群体参与到高校技术转移转化的各个环节中[6]，进而提高高校技术转移转化的效能。
4

结束语

技术转移转化本身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专业性的系统工程。目前，如何将高校优质科技成果进行转
移转化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高校要从体制机制、机构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产学研活动等方面
拓展整体提升高校技术转移转化工作质量的新思路，努力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只有定
位清晰、目标明确才能让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更加高效、优质，真正让高校科技成果服务企业、助推区域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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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ollege’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Taking Nan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CHEN Fan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t the core of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 large number of reform measures to stimul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
tion have emerged repeatedly, which has stimulated social innovation vitality. In recent years and combined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needs, Nan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focused on promotin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deepening the rapid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producti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college and locality, and gradually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im－
plementable mechanism, to cultivate a sustainabl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talent team, which pro－
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ollege’s specific practic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re of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at how colleges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technology transf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echnical mana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