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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社会各界更多关注拥有丰富资源的精英阶层开展的商业
化创新，而很少关心普通大众的民间创新。但是，中国的人口结构
并非枣核型，而近似于金字塔型，社会主体是普通大众。他们虽然
经济上不能有太多的投入，但在聪明才智上并不贫乏。民间创新对
于建设快速稳定的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
更加关注民间创新。

草根创新全球互动
——联合国亚太地区技术转移中心民间创新大会会议侧记
文／王晓文 尹珏林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自主创

地区技术转移中心和天津财经大学联合

新政策的推动，民间创新（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组织，得到了科技部和印度科技部科学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Ｉ）活动蓬勃兴起，并得

与工业研究局的支持，以及印度可持续

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２００８年

技术与机制研究学会（ＳＲＩＳＴＩ）
的支持。

３ 月 ２１ 日至 ２２ 日，联合国亚太地区技

来自学术界、民间创新机构的代表和民

术转移中心（ＡＰＣＴＴ）民间创新大会在

间创新者的代表出席并发言，共同探讨

天津财经大学召开。大会由联合国亚太

民间创新的保护和进一步发展问题。

前沿篇：民间创新的孵化与推广

安尼尔·古普达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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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家创新基金会副主席、印度

间创业者有几个特点，例如，他们寻找

管理学院创业首席教授安尼尔·古普达

的是一般人经常忽视的机会；他们选择

（Ａｎｉｌ Ｇｕｐｔａ）是将草根创业从“想法”

的往往不是直道，而是坚持走一条自己

推向全球性事业的第一人，他在大会的

的路，所以，民间创业者往往是属于“草

开始，以“草根走向全球：草根创新的

根”阶层的少数派。对创新的需求实际

孵化推广”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首

是源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先提出 ３个词：知道、感觉到和做到。他

但有很多问题是被社会主流忽略的，而

认为，一般人知道的很多，感觉到的很

民间创新恰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

少，做到的更少，而他的工作以及这个

好的途径。与创新成长相关的资本有 ４

会议的初衷就是填补在民间创新方面知

种：第一种是自然资本，是人们从自然

道（知识）和做到（行动）之间的鸿沟。

环境中可以得到的资本；其次是社会资

古普达教授强调，民间创新和创

本，它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第三种

业，特别是社会创业，应同时并重。民

资本来自于人的内心而不是外界，即伦

C

HINAINVENTION&PATENT

理资本；最后是知识资本，知识产权资
本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很多民间创新者的资源是十分匮乏
的，但他们在慷慨分享他们的创新成果
时，反而得不到真正的尊重，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很多民间创新者生活还是十分
贫穷。古普达教授呼吁，社会应该创造
一种机制，来保护和补偿民间创新者的
创造力，把公开、开放的资源与被保护
的资源区分开来，帮助收集、记录、商
业化、传播民间创新的成果，并将由此
产生的成果与创新者分享，而不是让民
间创新者的热情被消耗掉。另外，还应

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张维博士发表演讲

该建立起民间创新者之间相互交流的网
络机制。如果说技术是字词，那么，制

民间创新和创业是面向“穷人”的

人和社区的创新重视起来，才能极大地

度就是语法，文化则是辞典，必须把创

事业，实际上，草根阶层，尤其是农民， 拓宽创新的来源。研究发现，民间创新

新、制度和文化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才

拥有着丰富的传统知识，其中，很多知

和传统知识是很有价值的资源，他们和

是一个完整的机制。

识都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但民间创新

主流创新实际是很接近的，只是以不同

“给我一个站的地方，我可以撬动

者却欠缺如何将创新成果转化成商业成

的方式出现。很多经济学家把传统知识

地球”
，古普达教授最后总结民间创新

果的知识背景。面向精英的管理教育却

当作国家的自然资源，认为如果传统知

目前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就是民间创

往往忽略了对社会底层和农民的教育， 识能够得到很好地开发，将有助于社会

新的金三角，即如何把知识、创新者和

这些草根创新恰恰是最需要帮助的。对

以较低的成本和可持续的方式来发展。

（企业）投资者结合起来，在创新层面提

于草根创新和传统文化的坚持，使安尼

最后，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博士提出了几点展

供孵化帮助和知识产权帮助，在企业层

尔·古普达 ２０ 年来兢兢业业，为印度的

望：第一，民间创新可以是产品、过程、

面尝试合资等形式，在投资方面引入风

草根创新建立了一个完善机制，包括知

技术或制度；第二，民间创新的重点不

险投资或者商业银行；第二就是建立起

识产权保护和商业化等。现在，安尼尔·

在于低价格，而在于创造一种新的用途

激励机制，既包括物质奖励也包括非物

古普达在全球奔走，期待为全球的草根

模式；第三，民间创新成功的商业化需

质奖励，既要针对个体创新者，也要针

和传统文化的持有者、为所有未能享受

了民间创新最重要的 ４ 点：创造力、知

要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非赢利组织
全球化利益的穷人们建造一个智囊库， 和非政府机构等的通力合作才能达到可
分享传统文化的智慧，并寻找衍生财富 持续发展的水平；第四，民间创新可以

识、创新的转化、对创新的激励。

的机缘。

对社区的创新。最后，古普达教授强调

技术篇：民间创新的价值创造与保护措施
来自联合国亚太地区技术转移中心

太地区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方面支

在世界很多国家推行并且是切实可行
的；第五，民间创新有助于资源保护，给
妇女赋权，以及社会创业的开展。
来自可持续技术和机制研究学会的

的 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博士介绍了民间创新的

持。民间创新项目就属于第二个目标。

Ｖｉｐｉｎ Ｋｕｍａｒ博士以民间草药的开发为

一些关键概念和问题。他首先对联合国

然后，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博士对创新与传统

例探讨了民间创新的价值创造。他指

亚太地区技术转移中心进行了简单的介

知识进行了区分。传统观念往往认为创

出，发展民间创新的价值链需要考虑开

绍。该中心成立于 １９７７ 年，主要有 ３ 个

新属于主流社会，只能由大公司、政府、 发框架的构建、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

目标：第一，通过地区间网络进行技术

研究机构、大学等主流部门来进行，但

导向的引导，孵化机构和支持机构的设

转移；第二，帮助联合国亚太地区国家

实际上，创新的创意可以来自掌握有价

立等几个核心问题，并从印度草药系列

强化他们的技术创新能力；第三，为亚

值的传统知识的个人和社区，只有将个

的民间创新对价值链各个环节的构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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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详细解释。该研究学会的 Ｒ ａ ｍ ｅ ｓ ｈ

果其中一种维度采用了新的形式就可以

些科技中心已组织了 ２００ 余个培训、登

Ｐａｔｅｌ先生介绍了农民创新与生物多样

构成创新。民间创新者利用传统知识需

记和宣传项目，
５ ０００余人已参与各个项

性保护的主流：小蜜蜂网络的实践。民

要得到知识相关者的认可和允许，而其

目，在乡村建立了１ ４００余个研究学会，

间创新如同蜜蜂采蜜，一只蜜蜂采到

他机构利用创新者的发明也需要得到创

新建成１ ０００余个小型企业，
并对２ ０００

花粉便告知其他蜜蜂，形成网络，共同

新者的认可，因此，他提出可以采用事

余个已有企业进行升级。Ｌｅｅｌａｒａｔｎｅ先

受益。

先通知书 （ｐｒｉ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 生认为，斯里兰卡的民间创新实践已经

在专题讨论中，古普达教授就如何

ＰＩＣ）的形式保护民间创新。
古普达教授

收到了显著效果。此外，来自印度、马

对民间创新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问题

指出，事先通知书不等同于专利，专利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也分别对本

提出两个关键概念：创新和传统知识，

是国家授权的，而事先通知书是传统知

国民间创新现状进行了介绍。

指出民间创新不一定是传统知识，传统

识所有者、创新者和利用知识的人员共

知识可以从方法、材料和用途三个维度

同签署的有效文件，是一种合同，具有

国内专家也对中国民间创新发展发表了

衡量，每个维度又有新、旧两种形式。如

法律效应。

意见。天津财经大学边翠兰教授介绍了

案例篇：亚太各国民间创新的政策与实践

在听取亚太各国代表的发言之后，

天津财经大学学生参与民间创新的经验。
天津财经大学组织学生深入我国３０多个

为促进亚太各国民间创新的相互交

施包括：批准斯里兰卡加入 ＡＰＣＴＴ 的

省市，搜集民间创新项目５００ 多项、并尝

流，来自亚太各国的与会代表介绍了本

活动，成立由１１人组成的国家民间创新

试扩散创新成果，
搭建商业化的平台。
大

国民间创新的政策与实践。菲律宾工业

委员会，指定工程研究与发展中心为斯

连理工大学的刘风朝教授分析了国家创

与能源研究发展理事会执行副主任Ｒａｕｌ

里兰卡民间创新活动的主要基地。该中

新系统与民间创新的关系，认为推动民

Ｓａｂｕｌａｒｓｅ 先生指出，菲律宾政府在知

心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７～１８ 日在科伦坡成

间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识产权保护、获取遗传资源和共享收

功举办了首届国家民间创新研讨会，并

民间创新的发展十分有助于国家创新体

益、当地机构权益保护、传统药业保护、 在一些研发机构和创新基金机构中开展

系的建设。天津市妇女创业中心的李桂

种植者权力保护等方面都出台了明确的

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辅助民间创新活

环主任认为，女性创业者具有独特的思

政策法规。他重点介绍了科技部相关项

动的展开。目前，斯里兰卡政府建立并

维、
巧妙的想法和与众不同的经营理念，

目，例如，为各种民间创新技术提供商

投入运行了２０５个旨在将科技渗透到乡

强调妇女创业中心就是向有创意、有创

业原型开发和试点规模生产，菲律宾健

村的科技中心，由科技部专职人员负责

业想法的女性提供创业基地、
资金帮助、

康研究发展委员会为民间创新者提供医

管理，这些科技中心在乡村层面上寻找

专业指导以及各种服务的综合型孵化器，

药产品开发的资金援助等。斯里兰卡国

民间创新者并登记，由专家组仔细审核

并呼吁社会各界应对女性创业者给与更

家工程研究与发展中心（ＮＥＲＤＣ）主任

登记的民间创新成果，确认进一步的辅

多关注。蓟县燕山中学的卢大明老师介

Ｍ．Ｗ． Ｌｅｅｌａｒａｔｎｅ先生指出，
斯里兰卡国

助工作，如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过程的

绍了农村学生创新的案例，并带来了蓟

家政府也致力于促进民间创新，具体措

开发、技术转移、商品化等。目前，这

县燕山中学学生的几十件科技发明。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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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篇：民间创新的机遇与挑战
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国家自然基

人受益，而且创新活动在民间的扩散有

金委管理科学部副主任张维教授做了主

助于培养出创新文化。民间创新的特点

题为“民间创新：挑战与机遇”的精彩

如图所示。张教授认为，应当鼓励民间

演讲。张教授首先指出民间创新的重要

创新向农村创业发展，将有市场前景的

性和独特性。他指出，目前社会各界更

从个人服务推向市场，使更多民众通过

多关注拥有丰富资源的精英阶层开展的

创新脱贫致富，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更

商业化创新，而很少关心普通大众的民

有意义。

间创新，但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并非枣核

对于民间创新目前面临的机遇，
张

型，而近似于金字塔型，社会主体是经

维教授认为，政府、企业、学术界开始

济相对贫困的普通大众。他们虽然经济

关注民间创新是非常良好的起点，从

上贫困，但在聪明才智上并不贫困。民

Ｇｏｏｇｌｅ上检索“草根创新”
“民间创新”
、

间创新对于建设快速稳定的和谐的社会

等核心词汇的出现频率来看，２００５年之

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

前出现频率很低，而２００５年之后发生巨

更加关注民间创新。张教授认为所谓

大飞跃，增长速度非常之快，表明民间

“草根阶层”可以包括农村人口、城市贫

创新自身的发展和受关注程度的提高。

困人口，比如，下岗职工以及大中小学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的学生，即拥有非常有限资源相对贫困

使得民间创新者更容易创新，民间创新

的群体。民间创新和一般创新是不同

也更易被外界了解，对于民间创新的发

的：首先，民间创新在创新之初并非市

展是非常大的推动。最后，张教授谈到

要考虑如何发现并合理利用民间创新；
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关注不够等等。
但他相信，民间创新会成为经济发展的
主流组成部分，会得到蓬勃发展。
南开大学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张玉利教授从民间创新的视角诠释了
他对农村创业的理解，他指出，只有将
管理教育从精英教育扩散到社会底层
和农民阶层，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民间创新的困境。张教授强调，创业是
面对“穷人”的事业，是和教育一样有
助于改变创业者的命运和地位的方式。
创业者往往面临资源条件的约束，但
创业本身就是将不同的资源组合利用
以及开发机会并创造价值的过程。农
村创业与城市创业既有相似点又有其
独特性，例如，农村创业者自身的教育
水平和市场经验水平较低，创业者身
边的机会和自身的需求是很大的驱动
力，创业机会往往来自于民间创新，但
由于民间创新成果技术含量低，多数
不被专利保护，且形成的专利也是易
被复制的实用新型专利，所以，最终导
致的结果就是回报率低。张教授指出，
提升农村创业关键的一点，就是对农
村创业者创业知识的教育，包括基础
经营管理知识、创新市场化知识、资源
整合方式的培训。
在此次联合国亚太地区技术转移中
心民间创新大会上，来自亚太地区各国
的学者专家们不仅讨论了民间创新搜集
和整理方法，国家民间创新促进网络的
建设，民间创新发展的政策推动，还交

创新类型划分二维图

流了各国的民间创新经验，并围绕联合
国亚太地区技术转移中心如何进一步推

场导向，而是个人兴趣导向，或为了解

了民间创新面临的挑战，比如，政府需

动亚太地区民间创新活动等议题展开了

决生活工作中的问题；其次，草根创新

要制定有效政策鼓励民间创新正向的外

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专家对民间创

经常没有很强的技术支持，因此，很难

部效应，发展新的办法弥补知识产权法

新的发展重点、努力目标和未来前景等

用传统的知识产权对其进行保护；再

对民间创新保护的不足；学术界需要更

达成了共识，希望能通过平台的搭建，

次，民间创新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尽管

多关心民间创新的一般规律研究，并通

使得民间创新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更

其初衷是自我服务，但客观上使得其他

过教育和培训来帮助民间创新；企业需

多重视。
CHINA INVENTION & PATENT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中 国 发 明 与 专 利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