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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实践困
境与破解路径

陈吉灿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难是一个极具有中国特色的命题，学界和官方对该问题的解决也作出了很多努力。

实践表明，这些努力的效果并不理想。公立高校知识产权具有“国有”性质，不仅违背了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初衷，还不

利于知识产权的市场交易。为了破解这一“中式命题”，目前，官方和理论界大概存在五种改革模式，这些改革或围绕着

规避国有资产管理规定或重塑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的权能来进行。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改革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在坚持放

权改革的基础上，从法律层面对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和职务发明制度进行调整。

关键词：知识产权；公立高校；放权改革；职务发明

引 言

2017年 6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2016年中国专利数据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我

国有效专利实施率达 61.8%，从专利权人类型来看，企业的专利实施率为 67.8%，高校的专利实施

率为 12.1%，科研单位的专利实施率为 42.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专利权人主体类型中，我

国高校专利实施率是最低的。① 多年来，我国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率低一直为人所诟病。②官方和学

术界纷纷献出促进我国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良策，诸如，有学者提出要加大高校内科研人员的奖酬

力度，同时赋予高校技术转移人员一定的报酬激发其工作热情，促进高校内知识产权的转化。③不

过，从实践层面看，这些良策依据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起到推进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效果。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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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2016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报告》，http：//www.sipo.gov.cn/zscqgz/2017/201706/t20170630_1312349.html。最后访问时

间：2018年4月4日。

②依照《民法总则》第 123条之规定，知识产权的客体主要包含：（一）作品；（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商标；

（四）地理标志；（五）商业秘密；（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七）植物新品种；（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公立高校知识

产权的客体也应该包含上述几种类型，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及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难时，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客体

主要包含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植物新品种，很少包含作品和商标等。因此。本文在展开论述时，提及的公立高

校知识产权为专利和植物新品种而言。

③刘强、罗凯中：《高校职务发明奖酬法律问题研究》，《电子知识产权》2017年1-2期，第8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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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化率较低的原因在于产权不清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交易的前提是具有清晰的产权。立足

于此，本文首先分析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的“国有”性质及其弊端，其次探讨我国现存的五种改革模

式并加以评析，再次构建我国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放权改革的具体路径，以期对官方出台提升高校知

识产权转化对策和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的国有性质及其弊端

（一）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的“国有”性质

高校是我国科研重地，集聚了大量科研人才、研发资金、研究平台等，对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16年 12月湖南省有效发明专利统计表》①显示，湖南省大专院校有效发明

专利为 7260个，占湖南省全省有效发明专利的 26%。据报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高校的项

目约占 70%。从研究成果来看，在2000年以前的国家三大科技奖里面，高校获得的奖项约占自然科

学奖的1/2、技术发明奖占3/1、科技进步奖占1/4。2000年以后，高校在这三大奖里面的比例已过半。

最近两年的比例更高，都超过了70%。即使只算第一完成单位，高校这两年在国家三大科技奖的比例

也超过了50%。②上述表明，我国高校是推动国家创新事业发展的主力军。

高校在我国分为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一般说来我国公立高校的科研能力较强。2017年 3月，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了《至 2016年底有效发明专利排名前 50名高校》，数据显示，我国有效发

明专利量排名前五十名的高校均是公立学校（见下表）。③因此，本文的研究是针对公立高校知识产

权转化难所展开的。公立高校的投资主体是国家，具体说来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上世纪九十

年代中期后，高校资本不再单纯依赖政府投资，一些社会投资逐渐进入公立高校。2010年，国家财

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53%。④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47%来自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专利权人名称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东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天津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发明专利授权量（件）

8002
7764
5007
4665
4494
3770
3635
3598
3088
2722

至2016年年底有效发明专利排名前十位的高校

①《2016年12月湖南省有效发明专利统计表》,http：//www.hnipo.gov.cn/hdjl/tjfx/ydtj/。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4月4日。

②刘光明宝：《惠州将建中国高校科技成果大数据中心》，《南方日报》2017年06月16日A06版。

③本文只是选取了《至 2016年底有效发明专利排名前 50名高校》中排名前 10的高校，至 2016年底有效发明专利排名前

50名高校名单请见http：//www.sipo.gov.cn/mtsd/201703/t20170323_1308989.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4月4日。

④慈玲玲、曲铁华：《近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投入构成比例探析》，《现代教育管理》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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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各界。在我国，社会各界投资学校属于公益事业，这些社会投资已经转化为公立高校的资

产。社会各界投资主体不可能像投资公司一样，存在一定的股权，可以参与高校内部治理。从这个

意义上说，我国公立高校由政府一手控制。公立高校内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中央直属公立高校内

的资产属于中央国有资产，地方公立高校内的资产属于地方国有资产。

在此语境下，公立高校科研人员与公立高校的关系是雇佣关系，由公立高校提供薪酬。不过这

种雇佣关系又不同于企业简单的雇佣关系，高校科研人员享受事业编制，在高校内从事科学研究所

产生的成果来源有三：一是高校内部正常的科研任务，二是财政资助的科研项目，三是校企合作接

受企业委托所从事的科研成果。高校科研人员隶属于高校，完成高校内部的正常科研任务和财政资

助科技项目所产生的科技成果归属权均接受职务发明制度的规制，换言之，高校内部正常的科研任

务和高校承担财政资助科技项目中产生的科技成果归属于高校本身。校企合作的科研计划所产生的

科技成果归属权，有约定的按约定，没约定的将归属于高校所有。基于公立高校资产的国有性质，

公立高校内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国家享有。

（二）公立高校知识产权“国有”性质的弊端

1. 国家享有知识产权不符合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的“国有”性质意

味着国家是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的主体。从知识产权制度演进史看，知识产权的主体是参与创新活动

的人，而不是国家。知识产权设立的初衷是奖励参与创新活动的人以权利，一方面激励权利人继续

进行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促进知识产权应用。美国前总统林肯曾说过，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

利益之油。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保护发明人的权益。随着现代科技日益复杂，个人想凭一己

之力完成较为重要的发明创造变得越来越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内部资料并与

其他同事进行协作，因此，各国的专利立法比著作权立法更为重视保护单位的投资。①由于物质投

资和智力投资对于发明创造不可或缺的客观必要性,智力投资与物资投资共同决定了一项具有信息

属性的发明创造成果的产生。②换言之，一项发明创造成果的产生是物质投资和智力投资活动共同

作用的结果,根据“投资决定产出”经济学原理，知识产权制度不在局限于奖励智力投资者，开始

注重物质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在此背景下，“职务发明制度”应运而生。在我国，公立高校知识产

权是国家财政投资和公立高校科研人员智力投入共同作用的产物，将公立高校知识产权“一边倒”

地授予国家享有，变成了用产权制度激励国家进行创新，创新主体与产权主体不一致，也大大挫伤

了研发人员的积极性。推动国家科技创新是政府的责任，国家利用税收方式汇集的财政本应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在本文看来，国家不应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③

2. 国家享有不利于知识产权的转化。知识产权转化就是知识产权所有人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

应用到实践中。知识产权转化主要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一是自行投资实施转化；二是向他人转让

该科技成果；三是许可他人使用该知识产权；四是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

化；五是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④上述转化方式除第一种方式外，均是

①王迁：《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296页。

②何敏：《职员发明财产权利归属正义》，《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

③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公共利益或者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知识产权可以有国家享有。

④《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16条规定，科技成果持有者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一）自行投资实施转化；

（二）向他人转让该科技成果；（三）许可他人使用该科技成果；（四）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

化；（五）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六）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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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进行的，这些转化方式要接受市场经济规则的调整。清晰的产权是市场经济得

以顺利开展的前提。

（1）公立高校知识产权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不适合市场交易。知识产权为私权，是民法学

界对知识产权属性的基本认识。①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是国家财产的组成部分，意味着公立高校知识

产权属于公共产品。市场经济是具有高度市场化、商品化的经济形态，一刻也离不开市场交易，而

这种交易有一个前提——“从法律上看，这种交换的唯一前提是任何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

支配权”，只有确立知识产品所有人的主体产权，才能建立起有序的产品交易、分配市场。将知识

产品定义为界定为纯粹的公共产品，必将严重阻碍知识产品市场的形成，因为公共产品的非对抗性

和非排他性，是排斥市场的。②

（2）国家不适合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国家是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似乎看起来，公立

高校知识产权的产权主体是明确的，清晰的。这种明确和清晰只是纸面上的，在实践中从来没有明

确过，也从来没有清晰过。在市场经济语境中，国家的主要功能在于公共服务，国家可以参与一定

程度上的民事交易，但是这种交易是非盈利性的。市场主体具有利益化、人格化的特质，而国家是

一种抽象的存在，缺乏市场主体的特质。在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背景之下，国家的任务是

维护公平正义，而不是参与市场盈利活动。

（3）公立高校转化知识产权需要受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约束。国家所有权的最大特点在于国家

一个抽象或集合的主体，虽有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却不能像公民那样亲自为之，必须通过一定的

机关或法人的活动才能实现国家所有权。③公立高校知识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权的组成部分，这部分

产权的行使由公立高校来行使。公立高校在法律上定位为事业单位，公立高校内的资产属于国有资

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54条规定，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对其直接支配的不动产和动产，

享有占有、使用以及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收益、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明确了公立高校对

其享有的财产享有一定的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公立高校要行使这些权利时需依照国务院的有关规

定进行。公立高校内的国有资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营类的资产，另一种是非经营性的资产。前

者根据资产的客体状态又可分为有形经营性资产和无形经营性资产。毫无疑问，公立高校知识产权

属于无形经营性资产。在前述的物权法中，公立高校对其享有的资产进行使用和收益时须依照国务

院的有关规定进行，这种规定一般是国务院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规定。公立高校依照国有资产管理规

定处分知识产权，需要层层审批，这个过程相当繁琐，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可能在审批过程中，

高校就失去了交易对象。

二、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改革的五种模式及其评析

基于公立高校知识产权属于国有资产的现状，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不高的现实，学术界和实

务界逐渐从放权角度来探索促进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模式，本文选取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改革的

五种模式予以阐述和评析，分述如下：

①吴汉东：《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②冯晓青、刘淑华：《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③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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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独管理模式

国家对于公立高校内有形经营性资产和无形经营性资产采取了“一刀切”的管理规定，即运行

校内无形经营性国有资产时，需要遵守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进行层层报批。中南大学前校长黄伯云

教授认为，技术类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有着本质的区别，技术类无形资产不能独立存在，具有人身

依附性，离开相关科技人员，绝大部分技术类无形资产就会丧失价值，技术类无形资产通过转化，

可以创造巨额价值；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是潜在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价值实际是在假定

转化成功的前提下，对其转化后可能创造的价值进行预算，并通过一定的比例折算而来，一旦成果

转化失败，其价值就会迅速降低或完全消失。因此，对技术类无形资产的管理应不同于有形资

产。①从这一观点中可以看出，提高高校知识产权转化效率，一个关键点就是将技术类无形资产不

再纳入到国有资产管理范围，而对其予以单独管理。在实践层面，官方逐渐发布了一些文件，其中

作出了科技成果的使用、处置和收益分配不再审批或备案规定。②

对于技术类无形资产的管理应如何不同于有形资产，黄伯云教授并没有给出答案。对技术类无

形资产的管理应不同于有形资产，意味着对于技术类无形资产也需要管理，也需要国家行政权力的

介入，只不过这种介入不同于行政权力对于国有有形资产的介入。黄伯云教授的这种观点只停留在

了观念层面，没有提供一种具体可实施性的方案。在实践层面，只是文件作出了单独管理的模式，

而没有在法律层面予以回应。③

（二）公立高校法人化改革模式

公立高校是非营利性法人，这种先天性的法律定位注定了不具备市场主体利益化、人格化的特

质。从民法学角度说，公立高校的法律性质是事业单位法人，相对于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真正的所有

权主体国家来说，公立高校只是占有知识产权，占有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一种权利。市场交易的前

提是清晰的产权制度，市场交易是“产权”交易，而不是“占有”的交易。有学者指出，继续深化

公立大学改革, 建立新型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大学法人化运营机制的形成,是提升公立高校知

识产权转化率的关键。就成为我国现行政府资助研究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④在公立

高校法人化改革方向上，有学者认为，公立高校法人化改革可以借鉴日本高校法人化改革经验，即

高校既不属于公法人也不属于私法人，而是特殊法人。⑤

公立高校法人化改革模式以塑造市场主体为依据，让公立高校真正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摆脱

来自行政机关的干预，确实是一种不错的模式。但是，从新近的改革动向来看，公立高校法人化改

①谈琳、唐婷：《别让职务科研成果烂在抽屉里》，《科技日报》2010年3月12日第1版。

②2014年 9月，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三家共同发布了《关于开展深化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

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财教〔2014〕233号），其中规定了试点单位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科技成果的使用、处

置和收益分配不再审批或备案。2015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其中规定单位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科技成果在境内的使用、处置不再审批或备案，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所得收入全部留归单位，纳入单位预算，实行统一管理，处置收入不上缴国库。2015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不涉及国家利益、重大社会公共利

益的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全部下放给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单位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科技

成果在境内的使用、处置不再审批或备案。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解读，http：//www.hanzhong.gov.cn/pub/zbxzf/xxgk_15661/bmxzgkml/kjj/zcfg_
16782/201609/t20160906_35762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4月4日。

④郑玲、赵小东：《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探析》，《知识产权》2006年第5期

⑤何炼红、陈吉灿：《中国版“拜杜法案”失灵及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出路》，《知识产权》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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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处于“空悬”状态。究其原因，公立高校在我国不仅承担着传授知识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培育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任务。推动公立高校法人化改革需要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

中去，否则，局部改革实在是步履维艰。

（三）混合所有制模式

混合所有制模式是西南交通大学率先探索出来的模式，遵循先实践后理论的路径。从 2010年

开始，西南交通大学进行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探索与试验，其核心内容是将职务发明成果的

国家所有改变为国家、职务发明人共同所有，以产权来激励职务发明人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混合所

有制模式具体的操作方法是：由学校将专利转让给国家大学科技园，由国家大学科技园出具变更申

请材料，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专利权人的添加与变更。如果该项职务发明专利评估作价入股，发

明人与国家大学科技园是具有平等地位的股东关系。①2016年 1月，西南交通大学总结了六年来的

经验，印发了《西南交通大学专利管理规定》，在学校层面对这一做法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

《西南交通大学专利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执行学校的任务或者主要利用学校物质技术条件

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依照法律法规及各项政策规定，为实现对职务发明人或职务发明

人团队的奖励，学校将奖励前置简化为国有知识产权奖励。学校与职务发明人就专利权的归属和申

请专利的权利签订奖励协议，规定或约定按 3：7的比例共享专利权。职务发明人以团队为单位的，

其内部分配比例由团队内部协商确定。西南交通大学职务发明权属混合所有制模式有两种实现方

式，一是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分割确权，二是新知识产权的共同申请。西南交通大学职务发明

权属混合所有制模式实践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充分肯定了西南交通大学

的这一做法，并分别出台相关文件在四川省和成都市推广西南交通大学探索出的职务发明权属混合

所有制模式。②

西南交通大学职务发明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触及到了知识产权的本质问题——权属。在官方和

理论界探讨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出路时，一直坚持在国家享有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前提下

进行。而西南交通大学的做法改变了这一前提，对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权属加以改变，允许职务发明

人或职务发明团队享有部分权属。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西南交通大学的做法都把公立高

校知识产权转化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后文

再说，暂且不表。

（四）三权下放模式

三权下放模式是把知识产权中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三权下放模式

肇始于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随后上升为党和国家政策文件，最后被国家法律所吸收。2014年

9月，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三家共同发布了《关于开展深化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

①康凯宁：《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探析》，《中国高校科技》2015年第8期。

②2015年 11月，四川省委十届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的决定》（2015省委 21号文件）明确指

出：以明确科技成果权属为突破口，完善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制度。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试点，明确

科技人员与所属单位是科技成果权属的共同所有人。2016年 6月 2日，成都市发布的《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在蓉转移转化若干政策措施》（成委办〔2016〕12号）（“成都新十条”），将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列为第一条：支持在

蓉高校院所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高校院所与发明人或由发明人团队组成的公司（以下简称

发明人）之间，以知识产权奖励的方式，对既有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进行分割确权和共同申请、享有新的职务科技成果

知识产权。见《西南交通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试验》，http：//sc.people.com.cn/n2/2016/1026/c378773-
29208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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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财教 〔2014〕 233号，下称《通知》），《通知》提出事

业单位对占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使用、处置和收益，在使用、处置和收益过程中不再报批或者备

案，并选择了 20家中央级事业单位进行试点。2015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将科技成果

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全部下放给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2015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方案》提出不涉及国家

利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全部下放给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

单位。2015年 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下放科技成果的使用权、

处置权和收益权进行了明确规定，正式上升为国家法律。

三权下放模式在坚持公立高校知识产权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将产权中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

权权能进行下放，并没有触及产权中最核心的权能——支配权。在市场交易中，交易是产权之间的

交换，更准确一点说是，支配权之间的交换。而三权只是产权的部分权能，从理论层面说，不完全

的权能不适宜市场交易活动的开展。另外，三权下放模式和下文中的知识产权实施权模式在我国

《物权法》中可以找到一定的法律支持。但是，囿于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限制，这两种模式无法落

地或者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五）知识产权实施权模式

实施权是一种允许在一定的范围里可以实施他人专利的继受取得的而又和原权利——专利权相

分离的权利。①知识产权实施权模式是在三权下放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模式，是对三权下放

模式的一种扬弃。有学者指出，“三权”并非完善的法律概念，其法律属性与权利界定还不明确，

“三权”下放后缺乏相应的落实措施。即使“三权”下放给承担单位，承担单位仍不能够有效行使。

相对于知识产权的使用、处置和收益而言，知识产权实施权有助于解决相关知识产权权利法律概念

不明、范围界定不清对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造成的障碍问题，使知识产权实施权与实施行

为相统一。②

知识产权实施权是一种在不改变知识产权所有权情况下实施知识产权的权利。③在笔者看来，

知识产权实施权也是产权的权能之一，并没有触及产权的核心权能——支配权，这种权利并不符合

市场交易的前提——清晰的产权。

综上五种改革模式中，单独管理模式、三权下放模式和知识产权实施权模式是在不改变知识产

权所有权的前提下构建的，尊重国家享有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所有权，通过简化监管方式和下放产权

部分权能的方式来推动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的转化。公立高校法人化改革模式和混合所有制模式逐渐

从国家所有权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尝试对产权进行彻底的改造，通过塑造公立高校法人化主体地位

和下放部分产权权能的方式，助推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的转化。

三、立足中国现实——构建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模式的思路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完全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不承认私人产权。肇始于

①宋河发、吴博、吕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实施权制度研究》，《科学学研究》2016年第9期。

②同上。

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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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是在农村尝试土地承包制度，给予农民以活力；二是在城市尝试国有企业改

革，给予企业以活力。当时中央放权改革的理论基础，笔者不好揣测，因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是“摸

着石头过河”。但是，均是围绕着市场经济体制来塑造农民和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来进行的。从接

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来看，当初的放权改革无疑是正确的，①积累了丰厚的“本土经验”。相

反，我国公立高校知识产权领域的改革应该还是一片“处女地”。基于我国四十年的改革实践，公

立高校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改革必须围绕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来进行。因此，放权改革是破解公立

高校知识产权转化难的根本出路。

（一）一次放权改革的失败提示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放权改革必须立足中国现实

在公立高校知识产权领域曾经有过一次放权改革的实践。但是，失败了。如前文所述，财政资

助科技项目中形成的知识产权是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来源之一。一直以来，财政资助科技项目中形成

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由国家享有。实践表明，财政资助科技项目中形成的知识产权转化效果很不理

想。对此，美国率先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改革实践，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该法案

允许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联邦政府合同下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项目承担

单位。《拜杜法案》通过后，财政资助科技项目中的知识产权数量和转化效益大大提升。②2000年，

科技部出台了《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国科发政字[2000]
569号），规定了财政科技项目中形成的知识产权由项目承担单位享有。科技部联合财政部于 2002
年出台的部门规章《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及科技部于 2003
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对此作出了类似规定。

2007年修改的《科技进步法》正式采纳了这一规定。

从规范性文件到部门规章再到国家法律，我国对财政资助科技项目中形成的知识产权进行了下

放，项目承担单位享有了财政科技项目中形成的知识产权，因循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论证，似乎是

正确的。但是，这些学者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公立高校是事业单位法人，它的资产属于国有资

产。③虽然，我国财政资助科技项目中形成的知识产权归项目承担单位享有。但是，最终的产权主

体还是国家。国家的立法规定只不过把财政资助科技项目中形成的知识产权从国家的“左手”换到

了国家的“右手”。因此，在解决公立高校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改革时需要立足中国现实语境，否则

改革会南辕北辙。

（二）构建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模式的思路

公立高校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改革要围绕着塑造市场主体的目标来进行。无论是“三权下放模

式”抑或“建构知识产权实施权模式”都没有触及知识产权的核心权能——支配权。本文不采用这

两种方式。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自然人和法人是两个比较活跃的市场主体，赋予自然人和法人拥有

自主产权是一条比较明智的出路。推动公立高校法人化改革，必须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来。

2011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

2015年要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到 2020年，要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

①当前已经进入了后改革开放时代，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改革措施并不完全适应后改革开放时代的要求。比如，土地

承包经营权，从法律角度说，承包经营户只享有用益物权，并不存在支配权。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并未完全兴起，

承包经营户享有用益物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释放生产力。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承包经营户对于支配权的

需求日益上涨。但是为了回应这一现实，国家改革逐渐增强承包经营户的支配权能。

②何炼红、陈吉灿：《中国版“拜杜法案”失灵及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出路》，《知识产权》2013年第3期。

③需要说明的是，国家财政科技项目绝大多数被公立高校和公立科研院所所拿，因为公立高校和公立科研院所在我国

是科技创新的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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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2016年 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具体到高校而言，高校改革就是人事招聘

方面逐渐开始改革事业编制，试行人事代理制度，制定高校章程，但是这种改革离着市场运行主体

的目标还相去甚远。笔者认为，基于推动公立高校法人化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困境，推动公立高校

知识产权转化从推动混合所有制方面进行突破。推动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另一个缘由

是，在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过程中，需要创造该知识产权研发人员的后续指导和帮助。在世俗的

社会中，知识产权相对于研发人员来说就像母子关系，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只有赋予一定产权

与研发人员，研发人员才会尽心尽力地帮助公立高校促进知识产权转化。

前文提及西南交通大学的混合所有制模式还存在一些尚待厘清的问题。西南交通大学的混合所

有制模式放权的具体做法：由学校将专利转让给国家大学科技园，由国家大学科技园出具变更申请

材料，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专利权人的添加与变更。根据这种具体做法，本文提出两点质疑：一

是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西南交大科技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大学科技园的主体，当西南交大把

知识产权转让给西南交大科技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时，此时需要国有资产的审批。虽然在促进知识

产权转化的政策文件中，提出不再遵守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这些政策文件没有上升为法律制度，在

实际操作中，有关部门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依旧遵循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第二点是在这种模式

下，西南交通大学要把知识产权转让给西南交大科技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如果西南交大科技园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不具备转化条件，或西南交通大学有更好的转让方时，就不适合前述混合所有制模

式具体做法。换言之，有些高校不一定拥有类似西南交大大学科技园这样的公司，或者拥有这样的

公司但不是合适的受让方。在这种情形中，无法实现确权。

本文认为，为了让西南交通大学混合所有制模式更具普适性，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入手：

1. 从法律角度规定公立高校知识产权不再纳入到国有资产管理范围。推动公立高校知识产权混

合所有制改革模式，不仅要围绕着此进行，而且还要变革一系列配套措施。目前，很多政策文件提

及不再把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纳入到国有资产管理。笔者认为这只是政策，而不是法律，市场经济是

法治经济，而不是政策经济。政策具有时效性的特点，依据政策权利人对未来无法做出一种可预期

的安排；而法律具有稳定性的特点，为权利人提供了一种可预期的安排。

2. 修改《专利法》改造现行的职务发明制度，注意权属利益和奖酬利益的平衡。在实践中，职

务发明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私立企业内的职务发明，二是公立高校内的职务发明。第二种情况中，

国家是公立高校知识产权的产权主体。前文所述，国家不应该是知识产权的主体。如果在《专利

法》中分别对这两种情况下的知识产权进行规定，势必导致职务发明制度的混乱。因此，本文建议

在《专利法》中规定，职务发明采用约定权属模式，这样可以有效保证职务发明制度的统一。更为

重要的是，对于公立高校而言，这样可以实现在校内直接对知识产权进行确权。校内确权后，可以

保证权利人自由寻找合适的转让方。职务发明制度是为了平衡物质投资方和智力投资方两者之间利

①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②《西南交通大学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试行）》第八条对权属安排和奖酬制度进行了规定：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所

获得的收益，按不同方式对科技成果转化不同阶段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予以奖励。（一）对于没有分割确权的科技成

果，学校从可分配收益提取 70%奖励给完成人。完成人团队提出内部奖励分配方案，经科研院审核后，由计财处按分

配方案发放奖金。剩余的 30%部分,学校占 15%，完成人所在二级单位占 15%。（二）对于已分割确权的科技成果，因完

成人已经享有了 70%的知识产权，学校不再对完成人进行收益分配。学校享有的 30%的收益，学校占 15%，完成人所

在二级单位占15%。学校鼓励转化人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进行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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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产生的制度。始终坚持利益平衡原则是现代知识产权法基本精神的观点。①在调整职务发明制

度权属安排的同时，也要调整职务发明人的奖酬制度。②职务发明中权属安排和奖酬制度是相伴运

行的，只调整权属安排而不调整奖酬制度，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结 语

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难的症结在于权属安排不清晰，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市场经济语境中

清晰的产权核心权能是——支配权，改革模式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进行，检讨三权下放模式和构建

知识产权实施权模式，显然不符合要求，公立高校法人化改革也面临理论和实践双重困境。为了破

解公立高校知识产权转化难的“中式命题”，混合制改革成为当下较为合适的路径。虽然，混合所

有制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修改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和职务发明制度的方式

加以克服。

Abstract：The difficul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public universities is a topic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s and officials have also made many efforts to resolve this issue.Howev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efforts are not ideal.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public universities are "state-owned", which not only
violat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but also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market transac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order to break this "Chinese proposi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probably five kinds of reform models in the official and theoretical circles. They are carried out either around circum⁃
venting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r reshaping the pow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in public universi⁃
ties.The re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must be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persistence of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the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employee invention
systems must be adjusted from the legal perspective.

Key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public universities；Decentralization reform；Employee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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