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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背景和目标

1.1

在 2015 年 9 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获得一致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下简称“《2030 议程》”），将科学、技术和创新（以下简称“STI”）定位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同时启动了联合国技术促进机制。STI 年度利益相关方多方论坛，是
技术促进机制在《2030 议程》背景下，就关乎联合国会员国和 STI 利益相关方共同利益的话题
开展讨论的主要平台（如需进一步了解技术促进机制和 STI 相关的重要机制，请参见附录 1）。
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联合国会员国致力于“科学、技术和创新战略，作为国
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第 119 条）。在 2017 年举行的 STI 论坛上，与会人员强调，
需要在次国家、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制定 STI 路线图和行动计划，并且应包括追踪进展的措施。
这些路线图应涵盖评估有效性和以创造真实学习环境为目的而进行持续修正的一系列流程。
STI，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非技术层面，都可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STI 还有助于处理和缓解社会挑战，同时找到应对环境挑战的有效方式。
换言之，STI 涉及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环境层面、社会层面。为实现 STI 对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仅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资源和能力来创造新的发明，而且还需
要个人、群体和企业有能力去应用并吸收它们。只有在充分了解和支持技术和创新开发、技术
和创新传播以及推动技术和创新的最终接收者接受、发起和实施变革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实现
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技术促进机制关于 STI 的工作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

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其子目标的 STI 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其子目标为目的的
STI。虽然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9（建设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的
可持续工业，并推动创新）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但是从《2030 议程》的描述来看，
STI 被一致正式认为是实现 12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共 17 个目标）及其 26 个子目标
（共 169 个子目标）的手段或方法1。《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作出了 20 多项关于
STI 的承诺。STI 论坛也通过各种研讨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表明，STI 能够以直接或间接
的方式推动几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子目标的实现。

•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目的作为一种体系的 STI。除了 STI 在学科和各领域方面的
贡献（例如，食品、健康或能源方面的贡献）之外，各种跨学科方法和促进科学与
政策之间交流沟通的渠道进一步加深了政策制定者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联系
的认识，有助于他们找到形成合力的方法或处理好各种取舍关系（例如，实现经济
社会目标与实现环境目标之间的取舍）。在 STI 关键行为体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STEM）领域的系统性性别不平等，已被视为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此外，
原住民群体掌握的传统知识也被视为 STI 对包容性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

•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目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相关但不限于此目标的 STI 国际
合作。虽然技术转移在联合国各项审议中是一个长期被不断争论的话题，但是为促
进 STI 在促进全球目标实现上的能力开发并充分发挥其潜力，有必要在发达经济体和
发展中经济体的各类 STI 供需环境下以及通过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机制，审视一系列更
广泛的问题。

并非所有这些子目标都有全球指标框架下对应的度量指标。关于《2030 议程》语言中明确的 STI 完整
内容，请参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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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上面临的新的风险。人工智能等各种
新兴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人们开始担忧工作流失、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去在
非熟练劳动方面的优势、各国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现象加剧2。

STI 论坛为研讨提供了平台，但是在采取实际行动对机遇进行最大化利用并化解风险上面
临着各种相互交织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来看，“一切照旧”的做
法行不通，需要增加一些紧迫感，促进 STI 承诺的兑现，即“走完最后一英里”，满足掉队者
的需求，改变轨道，加速进展。
因此，提出利用“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以强化国家所有并促进关
于以 STI 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政策研讨，明确涉及联合国会员国共同利益的领域，增强联
合国系统以需求驱动的方式采取 STI 相关举措的互补性，有效促进各国和国际努力。
参与审议“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利益相关方来源广泛，已造成了
“巴别塔”问题，即植根于公共组织、民间组织、学术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不同专业群体
（科学家、技术专家、创新者）缺乏共同的框架和语言。为此，本手册将为实际决策和交流
提供一种框架、共同的语言和循序渐进的建议，以推动“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
线图”的制定。
本手册不仅面向有意向将路线图作为政策工具使用从而通过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
家级和地方层面的政府、机构和组织，而且面向在设计、实施、监控和调整“着眼于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过程中参与对话这一必不可少的环节的利益相关方，以及希望促
进全球和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公众。由于路线图的设计阶段是后续对路线图进行有
效实施和监控的基础，本手册将首先聚焦路线图的设计阶段。

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论坛上讨论的令人担忧的问题还涉及伦理、安全（网络安全和物理安全，例如，
自动武器）和人权方面，这些不一定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范围内。
2

2

框 1.1：概念和定义3
科学、技术和创新是三个不同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各种行为体，这些行为体之间
有较强的联系。
•

•

•

科学从本质上而言是通过对物质和自然世界/社会的结构和行为进行系统性研究
从而追求知识的过程。公共机构和民间组织的科学家或研究者，往往通过各种科
学学会、专业协会、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一般会设立一个
负责制定科学政策的部门和多个为各种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机构。
技术是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对知识进行的实际应用。有公共资金支持的应用研究科
学家，以及来自私营部门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产品/服务开发者，在开发和应用
新兴技术上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各领域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很多行为体，一般
会为实现农业、健康、能源、教育、国防、基础设施和环境方面的目的，去宣
传、采用或适应现有技术。
创新是利用新技术或通过新商业模式或新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生产、交付或使用
商品和服务的一种新方式。虽然创新也适用于公共管理和服务交付，但是到目前
为止，创新一直还主要是各领域和企业家、农民以及创造更好地生产或使用商品
和服务的方式的个人在私营部门从事的一种事业。如今，社会创新和本土创新
（例如，自主解决方案）的浪潮呼吁人们重新认识这一现象。

过去，创新常常被视为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新技术商业应用的一种线性过程。从政策
制定者的角度看，科学、技术和创新这三个领域一般被视为专业性很强的领域，而这些
领域的专家往往面临着具有挑战性的政治、行政和预算环境，内在的不确定性以及漫长
的时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STI 还被视为负担不起的“奢侈”。
如今，政策制定者对 STI 和 STI 政策制定有了更为成熟的了解（本手册后文内容即可
体现）。很多政府都设有跨部门机制，例如，国家 STI 理事会或委员会，负责组织各利
益相关方沟通交流，规划统一 STI 政策，协调联络各领域政策的实施。然而，很多国家
的 STI 政策仍然聚焦于从实现科学和经济目标转型为在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将
科学和经济目标与社会和环境目标进一步结合。（关于在更广泛层面上对不同类型的创
新的探讨，请参见表 2.1）

关于创新的定义有很多。例如，《奥斯陆创新手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统计局，2018；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7，2019；Cirera and Maloney，2017）。本手册对“创新”的定义较广，包括
很多方面，请参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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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理论依据

制定现实且以行动为导向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背后的理论依据
是，为了加速开发新的解决方案或适应现有解决方案的过程，从而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及其子目标并确保能够合理兼顾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框 1.2）。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并非凭空而来。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展或正
在开展研究、开发和创新方面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利用系统
性和一致的框架开发和实施“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政策、行动计划和
战略，各国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经验的系统性评估和交流一直比较有限。
以下三种政策框架为各国制定“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提供了指导：
1. 国家开发计划。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发了一些国家计划和行业政策（有时被称之为增
长战略），不过颗粒度和有效性不一。
2. 国家 STI 计划。每个国家的 STI 计划不仅在范围上千差万别，而且与国家开发计划之
间的直接联系程度也不尽相同。有时，科学技术部门普遍认为，国家 STI 计划独立于
国家开发计划。而有时，它们又与国家开发计划密切相关。
3. 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自 2015 年全球各国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一致以
来，各国已经开始着手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子目标的计划，而且明显将它们
纳入到各自的国家开发计划中。发达国家往往有依据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导开发合作的
战略。

图 1.1：位于三类国家计划交汇之处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

国家开发计划

可持续发展目

STI计划

标计划

来源：作者

这三类通用而又不同的计划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相互重叠的领域。编写本手册是为了促
进 STI 的利用，助力实现这三类计划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三个领域的交汇之处。基本依据
是，如能够被合理融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计划中，STI 会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可能是独立文件，也可能是诸如国家开发计
划或国家 STI 计划等其他规划性和实施性文件的一部分。为确保有效实施，需要最大限度地利
用它们与其他计划和文件之间形成的协同效应，以避免重复并减少浪费，即最大程度地利用这
三个领域交汇所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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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2：为什么要聚焦“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
人类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发展。在以水力和蒸汽动力促进生产机械化
为基础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增长和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第
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和电力使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电子和
信息技术实现了生产自动化。然而，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给环境带来了压力，产生了
社会成本，例如，传统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加剧，引领工业革命的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鸿沟。
如今，我们意识到还有必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反映的开发战略的社会和环境方
面。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步入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和融合的新时
期，很多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2016）。这些新兴技术及其融合
式发展，带来了大量机遇和风险。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生产率上远远落后，是因为他们
没有完全利用发达国家已经使用的技术。发展中国家看似可以很容易地从发达国家那里
进口技术从而快速赶上。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生产率上仍然存在着巨大差
距，这表明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会造成技术依赖和内在潜力欠发展等问题，而
内在潜力是长期增长的基础。
日本和韩国等国在技术追赶上非常成功，并且已经在各自的开发战略中通过运用
STI 实现了技术领先，其中涉及 STI 战略，包括巩固科学基础，开发人力资本和制度资
本，与私营部门密切合作制定有效的政府政策，从而提升企业能力，加快利用外国技术
并促进技术扩散。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已经明确将 STI 纳入到各自的开发战略中，
以实现快速增长，现在又聚焦于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
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有效战略，利用 STI 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推动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现有技术，充分发挥新兴技术带来的潜力，同时
化解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因此，开发有效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
图”至关重要，同时政府最高层面需要参与其制定和实施。

1.3

加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目的的 STI 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很少有国家能够在一切照旧的情况下独自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果减贫（对应可持续发
展目标 1 及其子目标 1.1）按当前速度继续推进，到 2030 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非洲人口可能会
达到 23%4（图 1.2）。很多国家也将无法实现其他目标。5 有效利用 STI 可能会改变轨迹，并让

4

世界银行（2018a），《贫困与共享繁荣 2018》。
参见联合国秘书长对 4 年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的评估：
https://undocs.org/E/2019/6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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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快地走向期待的未来，尤其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多地受益于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例
如，在英国国际发展部的资助下，一家私营企业在肯尼亚成功推出了移动支付应用 M-PESA，
将金融惠及的肯尼亚人群从 2006 年占总人口的不到 30%提升至 2019 年的 90%。6鉴于发展中
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相对还不成熟且制度能力较为薄弱，国际社会可以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
通过投入 STI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图 1.2：“一切照旧”将导致非洲进一步掉队

2015 年近期和预计减贫方面排名
Recent and Projected Poverty Reduction
前五的国家

Global年赤贫人口全球分布图
Distribution of the Extreme Poor
2015

2015

2015 Top 5 Countries

贫
困
人
口
（
协
位
：
百
万
）

尼日利亚
印度尼西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孟加拉国

东亚和
太平洋
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
南亚

撒哈拉以
南非洲

马达加斯加
肯尼亚

印度

莫桑比克

印度 （URP）
刚果民主共和国

印度（MMRP）
刚果民主共和国

尼日利亚
孟加拉国

来源：世界银行（2018a）

然而，当前国际合作形势正在不断恶化，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全球增长放缓；整体发
展援助和用于人道主义危机的发展资金减少；资金短缺造成联合国机构精简；多边主义日益面
临质疑。各种突发危机，例如近期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各国有必要开展合
作，尤其是 STI 领域的合作，找到循证型解决方案，并构建能够应对此类危机的强大的 STI 体
系。
除此之外，展望未来，还有很多趋势会日益阻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7，包括：气候变
化和极端天气；环境快速恶化，尤其是水质量和空气质量的快速恶化，以及滥砍滥伐；全球性
大流行病；对政府和国际机构的信任减少；各国内部以及最富有与最贫穷的国家之间不平等现
象加剧8；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新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爆发；大国竞争，区域性摩擦可
能会升级为冲突；技术变革和创新加快（不仅会带来很多机遇，而且会带来很多挑战）（框
1.3）。

关于 M-PESA 及其他案例研究，请参见关于试点国家的背景材料。
参见 2019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在 2018 年发布的报告《2050 年的世
界》中指出，“人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无节制的增长正在危害全球支持体系并加剧不平等现象，富
裕的国家越来越富裕，贫困的国家越来越贫困。”
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 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用收入衡量不平等现象具有误导性，因为没有
考虑福祉和不平等的潜在原因等其他关键因素。该报告认为，要考虑收入不平等、平均收入和当下之外
的因素。虽然基本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在教育、技术和气候变化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正
在不断加剧，“如不阻止，可能会导致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的重大差距’的出现”。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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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可以抓住很多机遇来改善发展援助的协调性、连贯性和互补性，从而有效地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可以参与利用比较优势和发展规模经济的区域性或全球性努力。
以下三种方式可以增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目的的 STI 方面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
•
•

加强各国 STI 生态系统能力建设，包括设计和实施“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
促进 STI 的国际流动和供应，包括在实施“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
方面找到协同效应并填补空缺。
组织成立 STI 联盟，实现全球目标，包括提供 STI 全球公共产品。

本手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形势下的国际 STI 机遇和挑战，指导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参
与并受益于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7

框 1.3：新兴技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很多现有和新兴技术会给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诸多机遇和挑战。这些技
术或是科学技术的成果，或是科学技术发展取得的快速进步，包括：数字技术（例如，互联
网、人工智能、机器人学、遥感、大数据分析、区块链、3D 打印），纳米技术，新材料和
生物技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此外，这些技术正在日益融合，主要是受数字技
术的驱动（国际科学研究与应用促进会，2019）。这正在加速技术变革和科研创新开展的方
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很多新兴技术已经成熟，不仅为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机
遇，而且为降低提供更好的商品服务的成本以及为改变它们交付和使用的方式带来了机遇。
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不断持续，并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创造更多提升生活和福利水平的机遇。然
而，这些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挑战，以下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和
机遇：
1. 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吸纳很多新兴技术，因为他们缺乏成功部署和使用这些技术所需
的诸多互补性因素。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进一步落后于高收入国家。
2. 一些新兴技术，例如，工业 4.0，将削弱发展中国家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出口竞争力，
因为劳动力成本将占总成本很小的比例。
3. 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和新型合成材料的发展可能会减少各国对发展中国家农产
品和原材料的出口需求。
4. 虽然新兴技术可能会创造新的工作机遇，但是它们也会通过增强发达国家的竞争力造
成发展中国家工作机会流失，而且可能会减少各国对劳动力的净需求。这意味着可能没有充
足的工作机遇来满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国家）不断增加的
劳动力人口的需求，而这可能会加剧社会动荡。
5. 很多新兴技术的利用往往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因为只有掌握互补性资产（例如，拥有
高等教育背景和资金）的群体往往才会得到新兴技术带来的好处，而贫困群体一般会被落
下。
6.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复杂问题，而由于不在关于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全球讨论
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这些问题包括：数据所有权（由于数据已成为竞争力的
一大新的核心资产，数据所有权变得至关重要），数据隐私，数据安全，数据获取给全球数
据巨头（例如，脸书、谷歌、亚马逊、百度、腾讯、信用卡企业、金融企业）带来的优势，
跨境数据流动，互联网先发优势引起的新型竞争带来了监管和治理问题。
7. 发展中国家在内生性创新和技术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一
潜力增强自身能力，从而吸纳并适应现有技术，同时结合本国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
解决方案。
发展中国家需要增强 STI 能力，并通过发挥其创业潜力来利用这些机遇，同时预测应对
这些挑战的方法并增强应对它们的能力。发展中国家还应发展自身技术能力，增强长期应对
挑战的韧性。如想进一步了解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趋势和影响方面的讨论，请参见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国际科学研究与应用促进会《2050 年的世界》报告
（2019，2018）、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成立的“繁荣路径委员会”组织（2019，
2018 a, 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如想了解对发展中国家前景的影响，请参见
Weber（2017）、Hallward-Driemeier 和 Nayyar（2018）、世界经济论坛（2020）、麦肯锡全
球研究院（2020）、Daniels 和 Tilme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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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关键要素

1.4

本手册将“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定义为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框架、
行动方案和/或战略，旨在持续指导行动，利用 STI 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并产生国际影响。正如在 STI 论坛及其相关审议过程中所讨论的那样，其主要特点如下：
•
•

•

•

•

有目标、有重点、有优先顺序：确保与《2030 议程》保持一致，并在战略上聚焦于加
速进展和填补空缺所带来的影响。
以实证、经验、预期为基础：开展各种 STI 生态系统诊断或政策评估，分析各国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上面临的特有挑战或优先事项，评估 STI 的重要贡献、基于实践的同行
学习、和/或建模情况、技术变革的场景构建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
有资金支持、注重本地化、以行动为导向：考虑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重新）分配
预算或其他资源，开展政策和实施能力建设，增强可预测性，激励关键利益相关方作
出贡献，设定明确的里程碑。
具有连贯性、关键行为体所有：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设计和实施，治理结构全面，反映
了符合国家发展优先顺序的具体领域的深度研究，考虑了协同效应和取舍问题，增强
了通过政策和制度改革改善 STI 环境的能力。
动态调整：通过设置里程碑和成功标准进行学习和调整路线，监控和评估进展情况，
报告必要的调整情况，包括国际方面的努力。

本手册旨在提供通用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指导，并分享在敦促各国推进同行学习和进一
步优化方法论和指导方面的早期经验。各国通过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采取的路径不
尽相同，取决于发展水平、现有资源和能力。
本手册中提供的指导意见应被视为通用性指导意见，读者需要视具体情况，包括政治、社
会和行政环境，对指导意见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手册作者不是为了提供关于利用 STI 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全面科学展望或理论论述，而是为了提出实用的建议，以切实推动路线图的开发
和实施。
1.5

结构说明

在简介这章之后，第二章将就开发和实施国家层面“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
线图”分步骤提供指导，聚焦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
策制定者。
第三章将在对全球 STI 体系进行宏观描述的基础上，介绍如何通过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促进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有效设计和实施。本章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可能会参与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目的的 STI 相关的合作伙伴关
系的其他国际利益相关方。
第四章将进行总结，提出重点内容，概括性评估“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
图”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其他挑战，并为下一轮可持续发展目标后续审议向国际社会提供加强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目的的 STI 方面的建议。

9

第二章 走向国家“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9
本章将为开发国家“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提供概念框架并分步骤地
提出指导意见。这些路线图与 STI 战略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这些路线图不仅聚
焦于提升经济竞争力和解决增长问题的 STI 战略，而且聚焦于旨在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的 STI，
因为社会和环境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次，STI 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基
于研发的创新，STI 所强调的创新是更广义的创新，不但包括基于研发的创新，而且包括非技
术类创新、自主创新、民间创新、组织创新、社会创新（如需进一步了解，请参见表 2.1）。
第三，一直以来，STI 的关注点主要是通过科学家和工程、研发经费、专利数和生产率来衡量
学术水平，而如今的关注点在于，被赋予了更广泛意义的 STI 如何能够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包括消除饥饿、减少收入和性别不平等、保护环境、推动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及其他可
持续发展目标。
本章的结构如下：首先，考虑到开发“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不同
切入点，简要介绍机构设置；接着，对框架和核心内容进行总结，提出有具体步骤的详细指导
意见；最后，指导各国评估如何设置国家创新体系来利用全球 STI 投入。
2.1.

机构设置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可以在国家层面开发，或由负责国家开发计
划的中央机构或部门开展，或由负责 STI 计划的科学技术部门或其他机构开展，抑或由直管部
门或具体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划的专门机构或特别小组开展。图 2.1 展现了这三类机构
的交叉部分以及它们内部一些重要的行为体。
图 2.1：开发计划、STI 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的交叉和重要行为体

⚫
⚫
⚫
⚫

⚫
⚫

大学、学术界
行业，企业家

国家开发计划
总统办公室
规划部门
财政部门
统计办公室

STI 计划
国家 STI 委员会
⚫ 科学技术部门
⚫ 工业部门
⚫ 信息与通信技术部门

⚫

⚫

⚫

⚫
⚫

可持续发展计划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
牵头机构（外交部门、
规划部门）
直管部门（例如，医
疗、农业、能源部门）
地方政府
发展合作

⚫
⚫

公民社会
发展合作伙伴

来源：作者

本章内容取材于 2018 年和 2019 年举行的专家组会议以及 2019 年 STI 论坛期间发表的大量口头和书面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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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情况下，路线图的开发工作由总统办公室、规划部门、财政部门或负责此项工作的
其他高级别专门机构在最高层进行协调，可以参考肯尼亚的案例（框 2.1）。然而，此项工作
也可以由科学技术部门或其他类似职能部门负责开展，或由负责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的直管部
门或地方政府开展。无论由哪一部门负责，开发有效的路线图的关键在于，要让来自不同政府
部门、学术界、各领域、企业界、公民社会、开发伙伴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行为体聚合在一
起相互交流研讨。
框 2.1：肯尼亚在开发国家“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方面的早期试点经验
作为联合国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全球试点项目的一部分，肯尼亚近期
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旨在负责开发和实施“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
图”。肯尼亚的做法有以下特点：
•

•

•

统一了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目的的 STI 供需方的制度安排。肯尼亚的试点项目是在
国家财政部门和规划部门的主责下，联合国家信息通信技术部门、国家大学教育和科学
技术部门、外交部，通过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予以实施。该跨部门委员会还会邀
请农业部、医疗卫生部门和工业部等直管部门作出贡献。
政策框架。“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以肯尼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路线图（肯尼亚财政部门主责）和 STI 政策（最终由教育部门确定）为基础，致力于推
动肯尼亚现政府的“四大议程”，同时在范围上对标非洲大陆数字转型战略（非洲联
盟）。
国际组织支持。该试点项目的设计得到了联合国机构在评估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例
如，世界银行评估了肯尼亚政府 STI 政策、项目和预算以及与 STI 相关的开发合作的效果
和效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估了肯尼亚财政部门和区县地方政府在国家和次国家水平
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差距分析的情况下 STI 体系的运转状况，以及具有性别包容性的 STI
政策实施情况。这些评估旨在促进政策制定者、学术界、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加强交
流，共同设想和规划，将政策行动聚焦于通过更好地利用 STI 体系，填补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上面临的关键差距。

技术创新是肯尼亚路线图试点项目第一阶段的重点，通过技术创新提升食品安全的农业生
产率，促进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推动医疗服务全覆盖（包括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
加强疾病诊治）。这三点是肯尼亚政府“四大议程”的其中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是住房），
有助于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在 2020 年的未来几个月里采取易执行的
行动方案，非洲技术研究中心将作为知识载体将有关经验分享给其他非洲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与肯尼亚政府的初步协商，双方在 2019 年 3 月组织了一场数字农业创业竞
赛，并同期举行了“STI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四次专家组会议。有关政策研讨的要点包
括：在权力下放后要注重加强相关部门与其他国家的联系；要建立数据共享和数据保护的整体
性框架；要为人力资本和年轻一代或新一代政策实践者进行投资；要在面临困难的政策抉择时
增强国内科学界的发声。

来源：肯尼亚政府，《增强科学、技术和创新对实现肯尼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作用：
概念说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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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章是正文的篇首部分，但是本章提供了框架，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子目标
在 STI 投入的规划方面提出了“六步走”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只是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也需要很多不同的技术、创新和代理，而 STI 只是其中一个要素（其他要素包括政治意
愿、资金、机构和组织、网络）。本章提供的指导意见是通用的，在结合实际进行调整后应该
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无论“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是一份单一的文件，
还是某个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开发计划、领域开发计划或 STI 计划的一部分。第
三章则概述了为实现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受援国和援助国在利用 STI 发展国际合作伙伴
关系时应考虑的具体步骤。10
框架

2.2.

图 2.2 提供了一个“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开发框架示意图，六边形
代表六个步骤，中间还列出了三个核心内容。这六个步骤的具体内容如下：
1.
2.
3.
4.
5.
6.

确定目标和范围
评估现状
设定愿景、目标、子目标
评估替代性路径
开发用于实施的详细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
执行计划、监控计划、评估计划、更新计划

本框架只是一种程式化的框架，步骤顺序无需与图中一致，因为不同步骤之间的相互作用
很强。另外，该框架之所为呈环状，是因为路线图必须根据评估结果和新的进展情况（例如，
新技术的发展）持续不断地进行更新。虽然步骤 6 与步骤 1 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
今时代，全球环境正在发生着诸多变化，从贸易到极端天气事件，同时新的颠覆性技术也在飞
速发展，但是绝大多数计划中一般没有这种联系。图中的三个核心内容——利益相关方协商、
技术和管理知识以及数据和循证基础——对所有步骤都至关重要。
本手册旨在帮助政策制定者系统性地思考和实施利用 STI 更早或更有效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所要考虑的关键要素。以上步骤着眼于实现政府决定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其子目标。
正如前文所述，“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不一定必须另行开发，事实上既
可以作为政府正在制定的国家开发计划或领域开发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作为致力
于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计划的一部分。关键在于，要确保路线图能够系统性地指导
利用 STI 加速实现目标并协调相关实施工作。可以使用不同国际组织推荐的方法，在路线图开
发的不同阶段提供支持。

一份与本章内容相关的背景材料总结了对国家进行差距和需求评估的不同方法，同时分析了国家最初
自愿开发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和国际 STI 体系及其与国家路线图的关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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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开发的六个步骤
1. 确定目标和
范围
6. 执行计划、
监控计划、评
估计划、更新
计划

2. 评估现状
核心内容：
-利益相关方协商

5. 开发用于实
施的详细的“着

-技术和管理知识
-数据和循证基础

眼于实现可持续

3. 设定愿景、
目标、子目标

发展目 标的STI
路线图”
4. 评估替代性
路径

来源：作者，基于对背景材料和某些国家的分析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的是本框架有三个层级（如图 2.3 所示）。第一层级是次国家层级，
路线图必须符合当地情况。11这对大国尤其重要，因为大国各地区的情况非常不同，而且包容
性也至关重要。第二层级是国家层级，也是本章的核心所在。这一层级已经综合了次国家层级
的内容，将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路线图。第三层级是国际层级。正如图 2.3 所示，不同层
级之间流动的关键信息应构成统一的政策学习环境，下一章讲进一步进行阐述。12
图 2.3：“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三个层级
⚫
⚫

国际层级

⚫

⚫

国家层级

⚫

⚫

次国家层级

⚫

数据，证据，良好实践
需求和差距评估，国际专
业知识
为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提供融资
监控进展
规划和匹配资源
私营部门计划
本地和本土知识

来源：作者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也可以在机构层面上予以制定，例如，可以通过国家科
学委员会、国家科学院/工程院、专业学会等，研究如何利用 STI 的专业知识在最大程度上助力实现特定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科学院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Improving Scientific Input into Global Policy Making,
with a Focu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提升科学对全球决策的贡献，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就强调了这一点。网址：https://www.interacademies.org/50429/SDGs Report.
12
除此之外，还有多国区域性路线图，例如，非洲联盟路线图。这不仅需要相关国家政府之间协调配合，
还需要其与双边或多边机构、国际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等协调配合。
11

13

2.3.

核心内容

虽然以上三个核心内容极为明显，但是在开发很多“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过程中对它们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利益相关方对话
虽然每个国家因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决策过程而可能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协商方式，但是利
益相关方协商对几乎所有步骤而言都至关重要，因为要获得利益相关方的看法并与之保持一致。
计划的范围越广，越有必要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理解他们的需求和优先考虑。要将不
同利益相关方（例如，来自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的利益相关方等）视为合作伙伴，让
他们共同参与制定路线图。此外，协商有助于平衡各方利益，让不同利益相关方更大程度地参
与路线图的实施和监控。
在路线图开发过程中需要防范的一个重要风险是，路线图开发过程可能会被既得利益者抢
占或受到既得利益者的严重影响。这些既得利益者可以是政府内部的某些群体，也可以是强大
的商业或政治游说团体。为防范这一风险，负责管理路线图开发的有关方面需确保利益相关方
（包括可能受到影响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研讨，提出不同见解，保证路线图开发过程透明
清晰。在利益相关方参与整个路线图制定的过程中，可以使用的方法有：智慧专业化（欧盟委
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转型创新政策
（转型创新政策联盟）。

技术和管理知识
专业知识，包括关于科学、技术、管理甚至政治方面的知识，不仅对确定目标和范围至关
重要，而且有助于评估现状，尤其是其他路线图。专业知识，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对
确定愿景、目标、子目标也非常重要。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路线图的过程中，还要明确 STI
的具体内容，包括具体负责人、负责的具体事项、预期成本、不同主责机构和主责人所需具备
的能力、需要设定的里程碑及时间节点。另外非常关键的是，要对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控，
特别是要评估什么起作用/不起作用、主要困难是什么、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如何针对形势变
化对计划进行更新、新技术的开发情况。
如果国际专家和国际组织在分析可持续发展目标差距和分析 STI 在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上发挥的作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那么他们将提供很有用的帮助。本章后文部分将概述有关
方法和经验，《关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现有制定方法概述的背景材料》
详细介绍了一部分方法和经验，其中不少经验和能力介绍对不同阶段以需求为基础的路线图制
定有很大帮助。其他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方面所积
累的经验教训也非常宝贵。因此，应该系统性地从实践的角度加以整合总结，促进相关经验和
知识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共享。
关于专业知识方面，路线图制定过程有可能会被某些游说团体所抢占，他们可能会将路线
图用来服务某些技术开发项目。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那些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众多专家和利
益相关方群体围绕不同的方法和具体项目展开专业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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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循证基础
数据和循证基础指关于国家或行业发展形势的基础性数据和知识、现有和未来可能的技术
发展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性，还包括计划实施相关的信息和需要被监控的具体指标相关的
信息。其他有用的数据来源包括关于上述所有内容的定性信息以及关于实施阻碍或问题的信息。
另外，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及新技术对计划产生的潜在积极或消极影响相关的信息也包括在内。
如果没有成熟的数据，确定优先顺序、监控进展以及评估结果都会很困难。
数据研究机构一般会收集大量数据，但是要认真思考的是，路线图的开发、实施和监控需
要收集和分析什么类型的数据和信息。而很多发展中国家或缺乏数据，或难以提供数据。因此，
在开发路线图的过程中，数据收集和评估可能是需要开展的首要工作之一。而这还需要专家对
相关国内外数据以及全球趋势进行研判。本章最后将举例说明用于现有方法中的数据。绝大多
数现有方法能够对现状进行很好的评估，各种数据库和知识库也有助于路线图的制定。随着各
类信息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以及地理空间制图工具的不断完善，如今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利
用新的数字数据来提供传统手段无法提供的一些信息。13 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开发相关系统，
对多数据流进行整合，同时将聚合的数据传输给不同层次的决策者。14
2.4.

“六步走”策略
步骤一：确定目标和范围15

路线图的目标是什么？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有很多目标，无论它们是另行制定的文件，
还是属于其他规划和实施文件的一部分。制定路线图的目标究竟是就某个愿景达成共识，还是
对路线图进行细化？如果是前者，那么就需要加大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度并加大宣传，从而创造
共识。但是如果是后者，那么仍然需要让那些预计会参与路线图实施的利益相关方或会受到路
线图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并统一行动。开发路线图和统一各方利益的过程，往往是路线
图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有助于综合各类观点，并让对路线图成功实施至关重要的机构和
代理商都能够参与进来。

请参见许正中教授 2018 年 11 月 27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关于路线图的第三次专家组会议上发表的讲
话. 也可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7b）关于支持前瞻性分析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工具的论
述.
14
联合国技术促进机制有一份关于开发路线图的详细参考清单，收录了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国际和双边机
构的有关参考资料.
15
如需进一步了解初期规划和准备工作相关的参考资料，请参见 TEC（20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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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路线图的组织还需要考虑各类实践相关的细节，包括确保领导层作出承诺，成立指导
委员会，该指导委员会成员在活动的范围和边界、对预计参与计划制定的组织和专家的咨询程
度以及咨询对象的类型上应该有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和决策权。在理想情况下，整个过程应该得
到政府最高层面的支持和领导。框 1.2 解释了为什么开发“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应该得到总统办公室、财政和计划部门的关注。

范围是什么？
这是国家层面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还是科学技术部门用来指
导利用 STI 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线图？抑或是关于深度研究某个领域或问题的路线图？
它关注的是某个跨领域的挑战还是某个以使命为导向的活动？其范围涵盖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还是仅专注于个别可持续发展目标或领域？（如想进一步了解农业、教育、能源、环境、健康、
信息通信技术、海洋、STI、水资源等各领域路线图的参考资料，请参见背景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协同效应和取舍关系。联合国秘书
长亲自委托的独立科学家小组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一次详尽的分析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
论：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需要在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保持
同步，唯此才能充分利用协同效应并避免取舍。他们发现，可以从六个切入点去分析这些相互
关系，而且有四个杠杆可以撬动这些切入点（参见框 2.2）16。因此，在决定路线图的范围时，
要考虑以上因素。当前，各国正在开发各类方法，用来审查协同效应和取舍情况，从而更好地
决定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实现目标（参见框 2.3 举例）。

国际科学研究与应用促进会在 2018 年发布的报告——《2050 年的世界》也有说服力地指出，可持续
发展目标之间不仅可以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而且存在着取舍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被划分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必须完成的六类关键转型：人力和人口转型；消费和生产转型；脱碳和能源转型；食品、生物圈
和水资源转型；智慧城市转型；数字革命转型（《2050 年的世界》，2018）.
16

16

框 2.2: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提出的重要观点和建议
首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独立科学家小组，2019），由联合国秘书长指定的 15 名著
名科学家组成的小组编制，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要的转型进行的一次详尽的科学
性评估。该报告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虽然我们尚未开始实现很多......可持续发
展目标，但是有足够科学证据表明，我们正在朝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向前进......在未
来 10 年里，我们有可能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是前提是我们能够系统性了解不可
分割的通用性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同时能够有意识地去处理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在的取舍
关系并利用它们之间强大的协同效应”[p.131]。该报告提出，可以从六个切入点去分析可
持续发展目标背后的基础性体系，同时可以利用四个杠杆推动实现可持续和均衡发展所需
的转型，具体内容可参见下表。
转型的切入点

杠杆

人类福祉
和能力

可持续的食品 能源脱碳
可持续和公 系统和健康的 和人人可
营养
正的经济
得

城市及周
边地区的
发展

全球环境
公域

治理

经济和金融

个人和集体
行动

科学技术

该报告指出，“光有切入点可能还不够，特别是如果行动无法应对全球互联互通的情
况或没有充分考虑自然的非经济内在价值”（p.23）。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虽然每一个杠
杆都能够撬动切入点，但是一般在所有杠杆都使用时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因为只有在实施
过程中才能发挥作用，同时切入点和杠杆需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这不仅
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而且需要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开展创新型合作。因此，各国不仅
需要启动政治层面的相关工作，而且需要竭力扩大行动和行为体的范围。此外，正如该报
告标题——“当下即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所强调的那样，现在就要采取行动，
同时科学技术将发挥关键作用。国家和全球层面都需要采取行动。全球 STI 团体不仅需要
进一步应用现有 STI，而且需要开发实现目标所需的各种新技术。这就要求各方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增强发展中国家的 STI 能力，同时形成全球联盟，推动技术和创新发展，从而增
强协同效应，消除目标和子目标之间的一些取舍关系。
来源：联合国秘书长指定的独立科学家小组，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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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3：国家“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初期试点经验——以塞尔维亚为例
作为全球试点国家之一，塞尔维亚已决定利用“智慧专业化”方法来开发国家层面
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和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正在为塞尔维亚提供支持。塞尔维亚政府在 2020 年批准了塞尔维亚智慧专业
化战略。
智慧专业化的概念：“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本地化

Opportunities
to
向价值链上
move up the
端移动的机
value
chains

遇

经济潜力
Economic
potential

Societal and
社会和环境方
environmental
面的挑战
challenges

Innovative
创新潜力
potential

Adding value to
为现有活动增
existing
加价值
activities

Niches to
在国际市场上
compete on
竞争的利基
international
markets

Create
new
创造新的解决
solutions

Scientific
potential
科学潜力

方案

该系统性方法意味着，从地域的视角来审视新的路线图，在地域中，经济社会和环
境体系之间相互作用，同时 STI 被用来应对发展和转型方面的挑战。以塞尔维亚为例，
该系统性方法的实施需要对以下六类相互关联的优先事项进行明确。
塞尔维亚智慧专业化重点项目
Serbia’s
Smart Specialisation priorities
纵向与横向重点项目及交叉创新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riorities and cross-innovation
SYSTEMIC CHALLENGE
Information and

Food for Future

信息与通信技术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未来的食品

Custom Software Development
定制化软件开发

High Tech Agriculture
高科技农业

Software Solutions
软件解决方案

Value Added Food products
具有附加值的食品

Development
Future Machines and
未来机械和制造系统
Manufacturing Systems
General and specific purpose
通用和特定用途机器

零饥饿

Sustainable Agrifood
可持续农产品生产
Production
Creative industries
未来的食品

未来的食品

SYSTEMIC CHALLENGE
生态包装，
减少废弃
SYSTEMIC
物，绿色发
展
产业、创新
和基础设施

machines

Information in the Smart

Creative audio-visual
创意视听制作
production

4.0

Video Games and Interactive
视频游戏和交互式内容
content

智能管理服务信息-工业
4.0
Management Service - Industry
Smart Components and Tools
智能零部件和工具

工业生物
技术，纳
米技术

Smart Packaging
智能包装

Key 关键使能技术（KET）
Enabling Technologies (KET)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节能和生态智慧解决方案
Energy
Efficient and Eco-Smart Solutions
KET-关键使
能技术

自动化，机
CHALLENGE
器人，传感
器，农业和
食品加工机
器

智能包装

创意产业

物联网， 软件，物联
人工智 网，应用，
能，GIS 区块链，大
追踪，智
数据
能花园

用户界面和
用户体验设
计

SYSTEMIC CHALLENGE

资源管理，嵌
入式解决方
案，物联网，
SYSTEMIC CHALLENGE
人工智能产品
和解决方案
能源
设施
未来的机械和
生产工艺

生态和能效

BD，物联网，基于人
工智能的环保和废弃物
管理解决方案，智慧城
市，智能电网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信息与通信技术

人工智能，BC，物联网解决方案

塞尔维亚智能创意制造

考虑不同政府优先事项之间可能存在的协同效应和取舍关系，有助于预见并避免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产生的不良后果。与此同时，要加大力度，构建实现各种目
标和子目标的广泛联盟。
来源：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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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路线图制定者需要认真考虑的地方。范围更广的路线图更为复杂，因为它们涉及众
多不同领域，而领域越多，涉及的专家、利益相关方和行业也就越多，同时相关协商和协调工
作一般也会越多。即使是单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线图或聚焦于某一具体领域的计划，也需要
有不同技术技能和能力的专家和行为体参与。例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消除饥
饿”，可能需要开展如下工作：改善种籽质量，增加灌溉和肥料等其他投入，开展新技术使用
方面的培训，改善食品存储和分配体系改善营销体系，改善政府对食品供应或现金补助的针对
性从而让贫困人口能够获得食品，完善健康和营养方面的信息，改善教育，提高技能，改善就
业形势等。

有哪些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子目标？
由于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很多子目标，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可能会非常困难。因此，
各国在加强能力建设和总结经验时，要仔细考虑应优先实现哪些目标。这一考虑一般可以在制
定国家开发计划时予以明确，但是也可以作为补充被纳入不同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 STI 路线图”之中。各个国际组织都在想方设法帮助各国识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差
距以及可能的协同效应。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差距分析，可以参考基准评估，例如，贝塔斯曼
基金会和千年发展研究院（Millennium Development Institute）开展的基准评估。
国际科学理事会以制图的形式展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2、3、7、14 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
正在与国际政府科学资讯网络在牙买加进行试点。17 除此之外，千年发展研究院还利用发展目
标战略一体化模式，模拟了各种政策单独和同时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后果。其他有用的工具
还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的“快速一体化评估工具”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和瓶颈
评估工具”——两者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识别能够给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积极影响的关键
领域。欧盟委员会开发了一款用于追踪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的交互式工具，并放
在了“KnowSDGs Platform”平台18上，同时附有一份使用说明书19。其他一些工具在考虑协同效
应和取舍关系时，试图应对各个国家或次国家地域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挑战（如需
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请参见背景材料）。
在具体的目标明确后，谁来指导将这些目标转化为可执行的计划？这对步骤 3-5 至关重要。
正如前文所述，这需要数据、可行性的循证分析、专业知识、利益相关方协商。

这与整体的国家开发计划及其他战略性文件有什么关系？
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覆盖面广泛的国家开发计划和众多领域开发计划，因此要考虑路线图与
这些计划的关系。在理想情况下，STI 规划应该是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和国家开发计
划或领域开发计划的一部分，后续的衔接也会更加自然。开发“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就是为了明确各国在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利用创新和技术加速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具体里程碑。

参见：https://council.science/publications/a-guide-to-sdg-interactions-from-science-to-implementation
平台网址：https://knowsdgs.jrc.ec.europa.eu/interlinkages/tools?visualization=chord&edges=0
19 欧盟委员会，2019，《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联系与政策连贯性：系统性识别取舍关系和协同效应
的操作方法》，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技术报告。
17
18

19

绝大多数国家已开始明确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各自开发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很少有国家
指出 STI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将发挥什么作用，更重要的是，STI 如何能够确保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此外，还要考虑“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与整体的 STI 计划或
领域发展计划之间的关系（图 2.1 维恩图中三个圆圈的交汇之处），因为可以进一步利用这些
计划之间的协同效应。从为编制本手册而对国家计划进行审议的情况以及从五个进行中的国家
试点项目来看，20 各种计划之间显然有很多可以融合的地方（参见关于五个试点国家的进展报
告）。这种更加紧密的融合不仅有助于资源的利用和行动，而且有助于提升各种计划中所提出
的行动的效率和效果。
步骤二：评估现状

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子目标的现状如何？
对一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现状的基准性研究，对路线图的成功开发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在了
解一国的现状后才能设定现实的目标。21除此之外，还要评估什么会影响这一现状的未来走向。
例如，各种趋势（例如，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水资源和食品的可获得性、冲突和
安全形势等）可能会如何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STI 会缓解还是加剧这类影响？而这不但涉及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差距评估，而且涉及这些差距在不同场景下的变化。下一个步骤将讨论
探索未来场景的方法。这一步骤致力于评估当前存在的差距及其可能会受新兴趋势的影响，从
而了解对目标进行优先排序所面临的挑战的规模。
有助于识别可持续发展目标差距的方法有：贝塔斯曼和 SDSN（2018）、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2017）、千年发展研究院（2018）开展的评估。另外，还需要评估的是大幅改善目标
面临哪些挑战。而这就要求对一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现状进行专业的研究22，同时要了解该
国正在使用哪些技术、这些技术扩散的范围有多广泛、该国还使用和部署了哪些其他技术。
关于 STI，还要通过基准评估确定一国的整体 STI 体系。全球创新指数根据被分为创新输入
和创新输出两类的 80 项指标对 126 个国家进行了基准评估23。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根
据 12 项指标对各国进行了基准评估，其中数项指标与创新非常相关。2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
计研究所正在对 6 个领域的 STI 重点指标进行研究，包括 STI 框架条件和治理、STI 基础设施、
STI 研发及其他科学技术活动的人力资本、创新过程和产出、知识交流和转移。

本手册目前正在五个国家进行试点，这五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印度、塞尔维亚。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一个线上数据库存储了联合国大家庭在实施《2030 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上采取的各种行动以及制定的各种方案和计划。该数据库的链接是：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unsurvey/index.html.
22
此类联系可以在更新后的“智慧专业化”方法中找到，该方法目前正在塞尔维亚进行试点，是全球试
点项目的一部分。
2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2018.
24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提供的是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环境下国际竞争力相关的指标（
http://gcr.weforum.org/）。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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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各国的 STI 体系，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 STIP 审议框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工具观测台（GO-SPIN）25、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的 STI 政策审议。欧盟利用智慧专业化战略（智慧专业化研究和创新战略）开发了对于分
析国家或区域状况非常有用的评估方法，还制定了具体的战略，这些战略如今已在所有欧盟成
员国和很多非欧盟国家实施。26除此之外，鉴于财政资源的有限，各国政府应对 STI 预算的效
率和效果进行审议。其中一个审议方法可以在世界银行科学、技术和创新公共开支审议中找到，
审议内容包括 STI 需求评估、政策组合评估、工具质量评估（世界银行，2016）27。还有很多
其他的审议方法，包括运用于领域的审议方法，即审议在具体某项政策（工业政策、农业政策、
性别政策等）的实施背景下 STI 的应用情况，以及最适合各种步骤的模块化审议方法，包括现
状评估（参见本手册的使用须知和关于方法的背景材料）。
评估一国现状涉及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5：性别平
等”上取得的进展，这会影响作为输入和输出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
28
在全世界 7.5 亿未受教育的成年人中，女性占 2/3；同时在 STEM 教育、研发、技术出版、专
利申请、创新和管理等领域，女性远远落后于男性。另一方面，女性在无偿护理和家庭工作中
花费的时间平均是男性的三倍以上，因此女性在教育、有偿工作和休闲方面投入的时间就受到
了限制，同时女性的薪酬也低于男性。29 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转变社会对性别平
等的态度，更好地利用技术减少女性在家庭琐事上花费的时间从而让她们能够在教育和工作上
投入更多时间，并通过数字技术等其他技术和创新进一步增加女性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

有哪些金融资源可以用来实现这些目标？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要评估是否有足够资源来确保实现目标。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政府，一般面临财政紧张的问题，对有限的财政资源有诸多需求。有哪些现有资源可以用于
制定“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政府还可以利用哪些其他资源来制定路线
图？如何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获得资源支持？如何确保他们能够提供资源？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哪些能力？

GO-SPIN 建立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电子平台，用来评估各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网址：
https://gospin.unesco.org
26
如需进一步了解评估工具及其应用，请参见线上平台：http://s3platform.jrc.ec.europa.eu/
27
除此之外，世界银行还开发了一份关于创新政策的用户指南，在如何运用工具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能
力并加速追赶发达国家上提供了有益建议（Cirera et al, 2020）。
28
关于输入方面，请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和工程领域性别平等评估：SAGA 工具包》（地址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5/002597/259766e.pdf）关于输入方面，请参见：联合国教科文
组 织 ， 《 科 学 和 工 程 领 域 性 别 平 等 评 估 ： SAGA 工 具 包 》 （ 地 址 ： http://undg.org/wpcontent/uploads/2018/02/Gender-equality-and-big-data-en.pdf）
29
如需进一步了解性别不平等的情况，请参见联合国秘书长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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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评估的是：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在计划实施上需要具备哪
些能力？可以从国外获得哪些支持？可以开展哪些配对和培训项目？哪些技能开发计划需要纳
入路线图？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为此，各国应充分利用各方提供的技术性支持，包括很
多联合国机构（例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国际组织（例如，欧盟、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多边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
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双边国家项目、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参见第三章）
步骤三：设定愿景、目标、子目标
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可以用来设定愿景、目标和子目标。选择哪一种工具或方法
取决于期望的颗粒度和深度、时间安排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意愿。
不过，无论选择哪一种方法，或者说，即使没有选择任何一种方法，以下一些重要的问题
仍然需要考虑：

愿景是什么？
设定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愿景，还需要政治领导层了解现状并从资源、能力、技术
/创新和时间的角度确立现实的目标。30

愿景有多么宏大？
各国还需要确定愿景和目标的宏大程度。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决策，也是一个经济层
面的决策，其决策取决于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是否与一国整体的战略、资源和能力
相适应，取决于加大 STI 投入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作用，还取决于全社会对愿景及其
核心要素的接纳程度。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决策还取决于他们能够收到或尽力争取
到的国外技术和资金援助的类别和规模。

如何设定愿景并获得所有权？
如何设定愿景并共享其所有权是一种务实的考虑。从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这取决于领导
力水平、高级别利益相关方的承诺以及其参与路线图实施治理的程度。获得利益相关方所有权
还取决于设定愿景的过程。通过广泛协商确立的愿景可能会得到更大的所有权和可信度，从而
有利于实施过程。然而，愿景涵盖的范围越大，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会越多，达成共识的
难度也就可能会越大。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取舍问题。

设定愿景被放在了第三步，而实际上可以被放在第四步，即排在其他技术性和创新性路径开发工作之
后。这反映了开发路线图的迭代本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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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愿景的方法有：通过模型探索关于气候变化、贸易、收入分配等问题的预期场景；召
开研讨会进行前瞻性分析；提出不同的未来设想；开展“地平线扫描”研究；开展场景式研究
等。31采用这些方法主要是为了用更宏大的方法来替代对当前趋势的简单预测，帮助政策制定
者及利益相关方找到有说服力的关于多个未来场景的理由，同时帮助他们对未来国家可能受到
的影响进行系统性思考。这有助于设定目标并开启关于未来形势的大胆讨论——这种讨论在一
般情况下不会被考虑。在各方对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未来形势达成共识后，政策制定者可以开始
利用“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开发实现这一形势的路径。有助于设定愿景
的方法有：智慧专业化（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STIP（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TIP
（TIPC）。一些国家还成立专门机构来评估趋势及其对国家的影响。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一些联合国机构还以研讨会的形式介绍这些方法，
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步骤三。

短期（3-4 年）、中长期（5-8 年）、长期（8-10 年至 2030 年）的具体目标和子目标是什
么？
在设定愿景的过程中，还需要制定实现不同目标和子目标的时间表。否则，就需要在步骤
五中进一步详细地予以明确。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如何宣传愿景。除了准备相关文件之外，
还要考虑何时以及如何发布愿景。要在其他重要的政府通告中发布愿景，还是要单独进行发布？
要因造势和招揽支持的需要尽早发布愿景，还是要等完整的路线图开发完以后再进行发布？这
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和惯例。不过，愿景应该由一国政府的最高层面予以宣布，并通过报刊
杂志、电视、社交媒体等大众传予以传播，以达到造势和对标的效果。
步骤四：评估替代性路径
这一步是开发“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最关键的一步，因为在这一阶
段，需要明确考虑通过投入 STI 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当然，这也是现有路线图最脆弱的
阶段，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32 一部分原因是，绝大多数可获得的路线图是为发达国家开发的，
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在任务导向型研究方面的强大实力创造新的技术。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创新涵盖的领域超过以科学或技术为目的的纯粹性研究，因为创新还包括可能
已经存在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付、使用的新方式，而且如能被有效利用，还可以加速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被用来支持对替代性路径的评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利
用包括步骤四的 SIIG 方法评估各领域的 STI 政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则建议联合审查经济、
社会和环境等不同领域的挑战（STIP）。除此之外，其他方法倾向于前瞻性技术研究，但是不
会系统性地使用。

31

前瞻性方法可以用于支持很多步骤，具体请参见以下内容：

某个关于 STI 路线图的审议也得出了这一结论。参见：Carayannis, Grebeniuk, Meisner (2013), 国际能源
署(2015), Miedzinski, McDowall, Fahnestock (201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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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创新的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创新的主要方面

产品和服务创新
• 满足特定经济或社会需求的创新性技术，包括使能技术（例如，信息通信技术）和支撑特
定社会技术体系的技术（例如，可再生能源技术）。
• 创新产品
o 产品特性能够给用户带来价值的新产品
o 便宜、耐用、可修理、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可生物降解的材料和产品，使用方便，
环境影响小。
• 创新服务
o 企业对企业（B2B）：减少成本或时间或完善生产、管理或分配流程的新服务。
o 企业对客户（B2C）：以较低成本或更高效率满足客户需求的新服务。
组织（机构）创新
• 以较低成本或更高效率组织商品或服务（包括政府服务）生产或交付的新方式
• 管理商品或服务生产/交付的新方式：可以提升对实现污染防治、废弃物减少、企业社会
责任、包容性等新目标的效率、质量或问责。
营销创新
• 以较低成本或更高效率对产品和服务进行营销，例如，通过社交媒体及其他互联网平台进
行营销，或通过环保标签、公平贸易标签、确保产品生产过程尊重人权的标签进行产品差
异化营销。
• 开展以科学为基础和增强意识的营销活动（例如，节约水资源和保障卫生，或注重可持续
消费）
商业模式创新
• 组织企业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新方式。例如，利用互联网平台对商品（例如，亚马逊上
的商品）或服务（例如，优步、来福车等个人交通服务，以及爱彼迎等短期住房租赁
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进行匹配，而无需拥有任何资产。
• 企业价值主张和产品服务体系的改变（例如，循环经济商业模式，包括产品共享和功
能型销售）
益贫式、包容性和节约型创新
• 旨在满足贫困群体和边缘群体需求的各种创新。
• 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廉价产品：因资源和能源的使用较少以及材料和成分的可再利用，
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这些产品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它们在印度被称为
“jugaad”，在东非被称为“jua kali”，在巴西被称为“gambiarra”，是为降低成本和减
少复杂性（兼具模块化与高科技）同时保留核心功能而进行设计或再设计的产品或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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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创新
•

基层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等）往往在地方层面利用知识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
的过程。

社会创新
• 对社会和环境有益的新型合作式安排（例如，对主要生产者、能源合作组织、维修集
市、生态村庄等进行奖励的供应链创新）。
制度创新
• 一般由很多组织实施的支撑大量创新的制度性变革：能够转变向社会交付医疗、水资
源和食品、住房、交通服务等关键商品和服务的职能体系。例如：
o 改变废弃物管理体系的循环经济方法（融合了废弃物收集、分类、处理和清除的一
体化方法）。
o 一体化城市系统解决方案（例如，联运系统）。
来源：作者，基于《奥斯陆手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统计局，1992-2018，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2017，2019），Miedzinski et al (2017a, 2017b)，Radjou and Prabhu (2015)，Dutrénit and
Sutz (2014)，Cirera and Malony (2017).

表 2.1 完整展现了各类创新，从渐进式改进到制度创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33，
再到基层创新34、益贫式、包容性和节约型创新。35 本手册中“创新”一词的含义将视不同语
境而有所不同。有时，创新是指全球新技术方面的创新；有时，它可以指一种在一个地方已经
存在但是在其他地方从未出现过且可能需要根据当地需要进行调整的产品或服务；有时，它还
可以指需要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向其他用户普及的自主创新。虽然本手册明确指出了该词的用法，
但是读者还是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除此之外，不同情况需要不同类型的创新。例如，
如果要推广某一已经过试验的现有技术，例如，太阳能技术，在应用这一技术上可能仍然需要
开展大量创新工作。考虑到未来客户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发经济上可行的商业模式可能需要组
织创新。现有技术的本地化可能需要产品创新（例如，屋顶设计、气候及其他自然条件、包括
标准在内的监管要求）。除此之外，正如本手册简介部分所言，还需要较多地关注创新的非技
术方面，例如，替代性商业模式、组织、交付体系和社会层面，包括新兴技术使用面临的障碍。
图 2.4 根据对发展中国家“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重要性呈现了三
类技术/创新：现有技术/创新、新兴技术/创新、尚待开发的新技术/创新。在这一语境下，创
新指的是通过传统手段利用技术交付一种对于某一发展中国家而言属于新生事物的产品或服务。
对一个国家而言，还需要评估在本土环境下有效利用技术/创新的替代性路径。

制度创新是研究变革型创新的一个切入点（Geels, 200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5）。
举一个基层创新的例子：农村地区创新者为追求更好更高效的方式，在开展农业和非农业活动过程中，
开发了各种创新型产品或服务。但是由于其创新仅限于被当地所了解，因此在推广方面存在较大困难。
在印度，蜜蜂网络（Honeybee Network）开发了一个覆盖面很广的数据库和支持性网络，用于寻找和推
广基层创新。
35
益贫式、包容性和节约型创新指的是旨在满足贫困群体和边缘群体需求的各种创新，包括高科技创新
和低科技创新，例如，为贫困农村居民寻找干净水源的卫星技术，消除白内障的低成本先进技术（手术
费可低至 30 美元/人），低成本水净化泵，农村居民使用的低成本太阳能灶。如需进一步了解相关举例，
请参见在纽约第三届 STI 论坛举行前在 2018 年 6 月全球解决方案峰会上展示的一些创新成果（网址：
www.globalsolutionssummit.com）。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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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起到 2030 年，如能够最大限度地传播和利用现有或新兴技术/创新，绝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将受益无穷。如图 2.4 所示，这些发展中国家就位于金字塔的中间部分和最底端，金字
塔最顶端则代表尚未开发的新技术/创新。不过，从以往开发、测试和应用新技术的经验来看，
即使现在已经开发了新技术/创新，2030 年也难以实现传播。 36目前，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
（例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具备研发变革性新技术的能力，绝大多数此类技术的
研发可能都在发达国家开展。不过，各国可以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开发可能与发展中国家有关
的新技术，第三章将具体介绍这部分内容。
图 2.4：不同技术/创新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性
新技术/ 创新

新兴技术/
创新

现有技术/创新

来源：作者

哪些现有技术和渠道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基准评估结果表明，在绝大多数技术领域，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方面的技术，发展
中国家离全球技术前沿的距离都还很远。虽然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从各领域生
产率的比较性研究来看，平均而言，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平均不到发达国家的 2%，发展中
国家制造业生产率和服务业生产率分别是发达国家的 5%-20%和 5%-25%。37这意味着，关于利
用现有技术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获得这些技术，因为 68%的低收入国家
人口和 61%的中低收入国家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世界发展指标》，2018）。此外，三分之
二以上的低收入国家劳动力和约 40%的中低收入国家劳动力仍然主要从事农业活动，而且绝大
多数是自给农业活动。对小农和低收入群体而言，基层创新、节约型和益贫式创新提供了缩小
创新差距的方式。而这类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实现现有技术的本地化、如何扩
大其规模并进行部署。

36
37

关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不同技术所需要的时间，参见 Comin and Mestieri, 2014.
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4）以及 Cirera and Malone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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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现有技术的渠道有很多，包括外国直接投资，进口代表先进技术的资本品和零部件，
对技术进行许可，通过公平市场交易或双边政府技术支持一揽子计划购买技术，非政府组织或
专业团体技术传播，外国教育培训，复制和逆向工程。然而，即使某种技术或创新已经存在世
界某一地区且有很多方式可以获得这一技术或创新，也不意味着它可以被轻易地掌握和使用。
例如，为吸引可能引进理想技术的外国直接投资，一国必需对外国投资者有吸引力，而决定一
国吸引力的不仅有吸引人的市场机会，而且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及其他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一
个问题，即如何在一国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为体之间传播技术。
STI 体系如何促进创新的传播？
要记住的是，技术只是对使用产生影响的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需要财力、企业优
惠政策以及具备通过部署技术/创新将商品和服务交付给能够从中受益的企业或消费者的组织
和管理能力的企业。例如，传播疫苗等医疗技术/创新需要医疗服务供应体系。此外，像口服
补液疗法等有助于降低腹泻脱水导致的死亡率的简单医疗技术，需要的不仅仅是便宜的化学物
质，更需要的是目标人群对医疗服务供应商的信任以及干净的水源（在腹泻脱水问题最严重的
地区，人们一般很难获得干净的水源）。图 2.5 以示意图的形式，展现了技术/创新部署体系的
一些关键要素。
技术部署涉及已经准备好传播的现有技术。不过，新技术往往需要以原型的形式进行应用，
并在全部部署之前进行测试。此外，经测试和调试后，往往还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来降低生产成
本，而这也有利于其被更广泛地接受。因此，技术部署涉及的步骤还有很多。不过，为使示意
图简单易懂，在此进行了省略。
没有哪一技术能够独立运作。所有技术一般都需要其他要素的补充。例如，工业品可能需
要不同种类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以及部分能源物质，服务则包括硬件和软件以及其他形式的非技
术创新（例如，商业模式和服务组织及交付的新形式）。
此外，技术还需要支持性基础设施，包括能源类基础设施，例如，化石燃料和用于发电的
替代能源系统（例如，风电场或太阳能系统）。完善的光纤电缆和无线网络信息通信技术基础
设施，对手机及其他连通性电子设备等数字技术（在新的环境下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的重要性
正在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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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技术和创新只是让受益者受益所需的部署体系的一个部分
补充性要素
支持性基础

技术/创新

设施

最终受益
者
交付机制

资金

创业精神和技
能

来源：作者

技术/创新的开发和部署还需要资金。由于在开发和测试新技术的过程中存在风险，因此
往往需要一些资金，这些资金可以来自于开发者的自有资金、种子资金或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提
供的某种形式的补助。某项新技术只有在走完概念阶段之后，才有可能吸引风险资本或社会投
资资金。而且即使某项技术已被广泛证明是有效的，要想吸引资本进行推广往往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银行是厌恶风险的，所以一般会在放贷前要求有某种形式的有形抵押品。除了与新
技术相关的智慧资本以外，初创企业显然没有多少实物资产。因此，需要在技术/创新部署的
生态系统中寻找特定的资金来源。除此之外，消费者也可能需要资金来购买产品或服务。因此，
还有必要考虑如何向消费者提供融资。对于贫困的目标人群而言，这可能需要能够绕开正式金
融系统的创新型融资方案，包括利用数字系统提供小额融资和追踪还款历史的金融科技融资。
38

技术/创新的部署还需要创业精神。无论是企业，非政府组织，还是政府机构，都需要率
先将技术带给最终受益者。对于目标市场上从未出现过的技术/创新，往往存在的风险是，这
些技术/创新如不进行一些调整，可能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或由于高成本、文化差异及其他
社会原因，这些技术/创新不一定会被接纳。因此，必须要有人去承担风险。除此之外，技术
的有效使用还需要一定的技能，不仅包括基本的读写能力，而且包括专业技能，例如，上网或
使用新应用的能力。
技术/创新的部署还需要交付体系（参见框 2.4）。对于商业技术/创新而言，一般是私营
企业为赚取利润而销售产品或服务。对于基础教育、预防性医疗、安全和社会保护等领域的社
会技术/创新而言，一般是通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进行交付。由于新技术一般没有现有交付体
系，因此需要在交付生态系统中进行开发。另外，对于某些技术/创新（例如，医疗卫生或农
业等领域的技术/创新）而言，交付体系在被接纳之前需要获得目标用户的信任。

参 见 一 些 创 新 型 融 资 体 系 ， 例 如 ， Aamra 在 孟 加 拉 国 推 出 的 网 上 银 行 平 台 （
https://www.aamratechnologies.com/ ） ， 宜 信 在 中 国 提 供 的 融 资 平 台 （
http://www.creditease.com/english/press-center/pressReleases），Ignite Power 在东非地区提供的融资平
台 （ https://www.ignite.solar/ ） ， Shared Interest 在 南 非 提 供 的 融 资 平 台 （
https://www.sharedinterest.org/approach）。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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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新兴技术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还有一些新兴技术可以以较低成本或较高效率的方式实现一些目标。例如，新的离网型太
阳能发电技术可以以较低成本交付给农村地区，而无需建造中央发电站和广泛的电网系统来提
供没有服务的用电。另外，相较于传统的有线电话或有线服务的延伸，廉价蜂窝电话和无线服
务技术可以以更低成本和更短时间向农村地区提供电话服务甚至电话上网服务。同样，比起增
加昂贵的常规性水供应系统，高级纳米薄膜净化水的新技术或其他新技术能够为农村地区提供
更便宜的水源。人工智能也可以带来具有广泛影响的补充性创新，而且可能会填补发展中国家
的一些技能和知识缺口。
然而，还要记住的是，像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3D 打印、新材料等一些颠覆
性技术，还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发展前景产生负面影响。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可能会
导致发展中国家丧失用于生产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3D 打印可能会打乱全
球供应链并产生“回流”现象，而全球供应链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制造业提供了切入点。39新材
料和人工合成食品可能会减少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和增长至关重要的金属和大宗农作物产品出口。
除此之外，像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一些新兴技术还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造成生
物和环境危害。

近期实证分析指出，关于 3D 打印及其他数字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前景的影响，相关观点表现谨
慎。参见 Freund, Mulabdic, and Ruta (2019), Rodrik (2018), and UNIDO (201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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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4:全球解决方案峰会观点摘录
在联合国 2018 年第三届和 2019 年第四届 STI 论坛召开之前，全球解决方案峰会在纽
约举行，研究了五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在峰会上，企业家、基金会高管、高净值人士、非
政府组织、科学家以及政府官员，围绕“从实验室到最后一英里：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技术部署商业模式”的主题进行了研讨。
1. “全球最后一英里挑战”的概念。此概念比传统上临近电网的地理概念要更广
泛，涵盖将与实现关键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现有技术传递给贫困人群和边缘人
群的挑战。仅仅部署技术既不会减少脆弱性，也不会在长期保持韧性，无论是部
署净化水的过滤器、耐旱种子、医疗卫生诊所、离网太阳能或风能发电设备、离
网制冷系统，还是食品加工及其他小规模分布式解决方案。实现后者需要通过增
加本土社会资本共享资产和信息并推广自助式方法，同时需要将社区和本土网络
与政府和官方机构联系起来。
2. 扩大规模应对挑战。虽然很多企业家已经开发了相关技术以及创新型新商业模式
和向贫困群体交付商品和服务的创新型新融资形式，而且虽然它们已经惠及了成
千上万甚至数十万贫困人群，但是这显然仍无法满足数亿人口的需要。而只有满
足了他们的需要，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以要大幅扩大这些成功的创
新型解决方案的普及范围并对其进行大量部署。
3. 创建高效有效的部署生态系统。扩大并复制交付可持续发展目标解决方案的成功
商业模式，需要一个囊括技术、金融、人力资本、供应链、基础设施、政治支
持、创业、创新型商业模式和交付体系及融资的生态系统。而这需要采取双管齐
下的战略。一是开发（线上）平台，“让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都能更容易地找到
彼此并相互作用”；二是“加强本土组织、机构和个人的能力建设，推动他们更
积极全面地参与部署过程”。
4. 将资金送到最后一英里。这意味着要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基础上将发
展资金从十亿规模提升至万亿规模，同时开发融资渠道，让资金能够投入成千上
万和数百万美元的增量。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正在通过传统和非传
统银行系统开发一些此类创新型融资渠道和新型金融科技解决方案，让资金抵达
通向客户的最后一英里。
5. 通过创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让资金抵达通向客户的最后一英里，问题在
于客户负担不起相关服务。因此，“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需
解决收入约束的问题。向群体提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基本服务和为这些群体
购买这些服务所创造的收入会形成一个反馈回路。一些非政府组织已经意识到了
这一点，并将其角色从技术供应商扩展为创收市场准入项目执行方。这还需要增
加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一点需要被纳入项目中，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以上研究结果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关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
图”的讨论还需要聚焦于技术部署生态系统的非科学方面。
来源：Watkins (2018) and Watkin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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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不断注意新兴技术和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在评估其他路
线图的过程中要考虑推出什么特殊规定或补偿项目来保护受到新兴技术快速传播消极影响的群
体。例如，加强安保和隐私保护可以是特殊规定，技能再培训和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是补偿
项目。

新的全球发展努力可能会促进什么新的技术发展？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农业领域的全球创新举措（耐旱和抗虫能力更强的农作物、营养更丰
富的食物）、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全球创新举措（替代能源技术的发展、碳捕获、碳封存）、健
康领域的全球创新举措（新疫苗或更好的诊断医学和预防医学、便宜的器官移植）、水资源领
域的全球创新举措（更低成本的脱盐和水处理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全球创新举措，可以为实
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更多低成本高效益的方法。因此，要考虑探索这些新技术的潜力以
及各国应如何加之利用。例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需要哪些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技能、实
体和虚拟基础设施、机构（例如，技术和培训中心、企业孵化器/技术园区）才能获取/开发/
使用这些新技术？

有哪些替代性创新型路径可以实现这些目标？
由于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利用 STI 实现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以重要的是要探索不同的路
径。要从现有替代性技术/创新路径和部署生态系统以及新兴技术、新技术和其他形式的创新
提供的潜力等方面考虑每个路径的要求。对于每一个技术/创新路径而言，要考虑在国家或地
区层面有效传播这一技术所需的成本和组织能力，以便对不同路径进行整体比较。
另外重要的是要评估这些路径对性别、不同年龄段群体、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影响。既
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所以在决定选择哪一路径时要考虑这些影响。还需要制定一
些特定的政策来抵消一些群体受到消极影响。一些技术/创新路径可能能够更有效地传播到某
些特殊的群体。例如，对于电力而言，常规的集中式电网可能是向人口稠密的城市供电成本效
益较高的一种供电方式，而离网太阳能或风能供电等其他供电方式可能更适合于人口较为分散
的农村地区。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研究，评估不同路径的可行性和成
本效益。而这可能不仅需要本土研究人员，可能还需要国际专业人士。
一般认为，随着新技术/创新不断被开发和应用，其成本将不断下降，同时竞争力将不断
增强。另外，旧技术一般会到达饱和点并最终被新技术所取代。因此，要关注部署不同技术所
需的生态系统。除此之外，对于替代性路径而言，还要考虑采用新技术所涉及的社会因素，例
如，用户对新技术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在理想情况下，在评估每个技术/创新路径时都要考虑
这些因素：为用户提供服务所需的不同代理商的能力，包括其作为主要交付代理商的企业能力，
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组织作为主要交付代理商的能力，实体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
要求，补充性输入，资金，政府决策和交付能力，以及利用不同技术路径所涉及的相对成本和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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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路线图选择创新路径时，要考虑现有 STI 能力
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程度。简而言之，实现不同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不
同类型的创新，同时不同类型的创新又需要企业及其他行为体成功实施、扩大和传播创新的不
同能力。例如，如果其中一个优先目标是普及清洁的低碳用电，各国政府则需要评估与实现这
一目标相关的现有 STI 能力和体系条件相关的知识和创新需求。这需要对通用型 STI 能力（例
如，STEM 技能、创业潜力、吸收能力）和在一国采用及传播可再生能源技术并升级能源基础
设施所需的特定能力。要关注应对特定挑战所需的 STI 能力，因为它们会因主题、行为体、技
术领域、经济部门和地区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规划者将通过此评估更好地调整 STI 相关政策，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确保政策组合与具体的政策和国情相适应。
步骤五：开发用于实施的详细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
步骤五聚焦于开发“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STI路线图”以及为实现愿景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而采用的关键工具和采取的优先行动。此步骤属于决策阶段，相关流程需要嵌入既定
政策过程并与之保持一致，同时要让具有权力和能力的关键行为体参与进来，作出正式承诺。
流程要保证透明并充分考虑前面几个步骤中的证据和审议意见。
流程应形成一份路线图文件，即行动计划。文件需建立在前面几个步骤的基础上，同时应
介绍基线分析的重要结论，并说明路线图审议过程，尤其是在制定路线图的过程中如何考虑关
于阐释和比较替代性STI路径的不同声音和利益。在路线图开发的这一步骤中，可以运用智慧
专业化（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STIP（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TIP（TIPC）等方法提
供支持和指导。
行动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
•
•
•
•
•
•
•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STI路线图”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愿景
路线图的目标、具体目标和里程碑及其与一国关键战略性文件之间的联系
选择的创新路径和技术领域，以及路线图支持其大规模部署的方式
路线图中包含的政策工具及其他行动（例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它们对实现路
线图目标的促进方式，以及政府机构的实施能力
在考虑突发事件、关键依赖关系和行动顺序的基础上进行实施的预期时间表
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实施和协调路线图方面的角色与职责
资源配置
旨在保证利益相关方持续参与和路线图包容性治理的合作伙伴关系及沟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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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踪路线图实施进展的监控和评估体系
利用监控和评估调整路线图的反馈回路

以下是需要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

政府相对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角色是什么？
一般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线图由政府开发。但是鉴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质属
性，政府并非总是关键的或最重要的行为体。对于实现某些领域的目标，例如，高质量教育、
清洁水和卫生、和平与正义、强大的机构，政府可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无论是直接提供服务、
给予资金支持，还是通过监管。而对于实现很多其他领域的目标，例如，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
长、行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廉洁能源和清洁能源，则需要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共同提供服务或
开展活动。另外，实现零贫困、零饥饿、幸福健康等目标，需要众多不同的行为体参与，包括
非政府行为体和公民社会。因此，政策制定者要考虑如何激励和组织其他行为体参与进来，利
用政府政策、规章制度、政府直接支持、政府资金、补贴、补助等促进相关目标的实现。

什么政策组合才是合适的？
对此，政策制定者需制定合适的政策组合和工具组合。对这类组合的工具选择，不仅取决
于所支持的创新的类型、成熟度和颠覆性水平，政府及其机构的制度和实施能力，而且取决于
得到直接或间接政策支持的行为体的创新能力。
在设计政策工具组合时，应考虑各种政策工具如何激励不同需求和能力的行为体，如何对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创新进行投资。这包括调整一国的监管制度和旨在促进和支持某些
活动的特定工具。
表 2.2 介绍了“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相关的一些通用性监管手段和
政策工具。调整监管制度主要是为了开放经济，吸收世界各地的有益知识，并使用与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技术提供正确的指导，尤其是鼓励促进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监管（可
能不会反映在当前市场信号中）。除此之外，相关调整还包括应对专有数字平台促进的新的不
公平竞争形式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以及解决数据所有权、隐私权和安全等问题。这与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相关。
提供支持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三大目标：
•

采用和使用现有及新兴技术/创新。在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生产和服务都是由制造
业、服务业、自给农业领域规模很小的非正式企业所提供。这些企业对能够改善商品
和服务的生产和交付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现有技术了解有限。在这些国家，
虽然可能存在某个较小的现代化行业，但是一般以自主创新或基层创新为主。因此，
不要过多地专注于鼓励研究，而是要鼓励现有技术/创新的使用，同时扩大基层创新。
因此，相关工具旨在提供技术信息和创新传播，增强管理能力和技能，完善国家高质
量基础设施。推广非技术创新。在很多情况下，创新需求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性、
组织性或管理性的（与业务流程和市场营销等有关）。此类创新对发展中经济体或转
型期经济体尤为重要，因为企业和社会可以用此适应和接受变革。除此之外，此类创
新还有助于实现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因为其可以推动社会变革和本地化（非技术）
解决方案。因此，要将那些促进开发和推广社会问题和挑战的新解决方案的工具包括
进来。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公民社会组织都可以开展创新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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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应现有和新兴技术及创新。一般而言，这对处于技术发展中等程度的国家和多元化
程度更高的生产部门较为重要，因为其创新和创业体系能够使之利用更成熟的技术和
商业模式并积极主动地使这些技术和创新与本土环境和需求相适应。此外，还要关注
促进企业和社会的研发与需求之间的交流，以及促进所适应的技术的商业化。
创造新技术和系统化创新。一般而言，这对技术能力和生产部门更先进的国家较为重
要，而且包含对更宏大且更具有变革性的体系创新的支持。因此，关注的重点在于促
进更多应对重大挑战的协作式方法并缓解风险。

无论开发和技术能力如何，各国都可以选择利用支持以上三类目标的工具。使命导向型或
变革性创新政策等挑战驱动型 STI 政策，可能会用到具备以上三类目标的工具。即使是处于技
术发展低水平的国家，也有必要使用使用具备以上第二类甚至第三类目标的政策工具，以实现
特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使农业技术适应特定的土壤、气候、水资源环境、农业规范、
本地习惯等，或引进数字技术系统等先进的新兴技术并使之适应本地环境。同样，甚至先进国
家可能也需要具备第一类目标的政策，以帮助中小型企业利用现有新技术。
表 2.2:“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监管杠杆和政策工具40
监管框架杠杆
• 促进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技术的准入和使用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政
策，包括促进投资和创新的良好的营商环境。
• 旨在通过减少外国投资者和技术供应商关于技术盗版的担忧促进新技术的开发和
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保护。除此之外，专利文件中包含的信息也可以为如何开发
其他技术提供一定的参考。
• 反映经济成本的价格（例如，碳定价、碳基燃料补贴的取消）。
• 对不公平竞争、隐私、安全、数据访问和所有权等数字经济挑战的监管。
• 旨在为那些受到颠覆性技术负面影响的群体提供支持的再培训和社会保障方面的
立法及制度。
• 促进 STEM、研究和创业中性别平等的规章制度和制度安排。
• 旨在实现安全、健康、社会和环境目标的产品和流程标准及认证。
• 促进技术的使用和传播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知识产权规章制度和激励措
施（例如，许可证的购买）。
• 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技术相关的风险投资及其他融资方面的规章制
度。

40

关于工具的其他有用分类，请参见 Cirera et al. (2020) and UNCTA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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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传播和使用相关技术和创新的工具
• 支持利用技术/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公共宣传和推广活动。
• 促进技术获取和转让的线上创新平台（例如，联合国线上技术平台和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绿色技术平台）。
• 提升管理能力、提高生产率、促进安全、健康和环境标准的制定和性别平等的商
业咨询服务。
• 为支持相关技术创新和使用而提供知识产权增值服务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TISC 国
家网络。
• 旨在展示和传播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新技术/创新的技术推广服务，包括
自主创新和基层创新的扩大和传播。
• 通过利用相关新技术/创新有助于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企业问题的技术/创
新中心。
• 国家高质量基础设施，包括计量学、标准、测试、质量控制，以及增强利用这些
服务实现质量、健康和环境相关目标的意识的项目。
• 帮助企业融入国内外价值链的供应商开发项目。
• 通过签订合同寻求专业的技术支持从而利用相关新技术/创新的企业凭单。
• 为那些最先使用相关新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的税收激励或补助。
• 为了解并有效使用（和开发）相关新技术/创新而促进规模经济和集聚形成的企业
集群。
• 使用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的技能提升和培训项目。
• 为那些使用带有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技术的产品的企业或个人提供的税
收激励或低息贷款（例如，为安装高效率熔炉或购买电动汽车的企业或个人提供
的税收激励或低息贷款）。
适应和传播新兴技术和创新的工具
• 为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兴技术/创新提供的发展补助和补贴贷款。
• 为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交付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开展研究的企业研发凭单。
• 为那些适应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技术的企业提供的研发税收激励或补助。
• 承担技术商业化有关工作的大学和研究中心的技术转让办公室。
•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领域的技术初创企业提供支持的企业孵化器。
• 为开展海外科学和工程培训以及发展国内大学提供的补助。
开发新技术和系统化创新的工具
• 为开发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新技术/创新的大学和研究中心提供的补助。
• 为开发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新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的研发税收激励或补
助。
• 促进相关技术/创新发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商业化的集群和科技园区。
• 附带研究补助的新技术或创新解决方案的采购规范，以及在所需产品或服务符合
性能规范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采购的承诺。
• 用于开发新技术和创新以满足环境、健康、教育、农业领域的具体需求从而有助
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补助。
• 为研究人员和创新团体在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特定领域开发新技术/创新
的补助和税收激励。
• 为开发新的激进式技术创建商业团体、学术团体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具有充足政府
资金并由政府协调的重大计划。
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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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和设计用于支持被选路径的 STI 政策工具时，不仅要考虑部署和实施特定工具和组
合的现有政策和制度能力，而且要考虑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传统政策工
具往往不足以满足这些需求，因此有必要刺激和鼓励公共部门的创新。而这需要进行一次重要
且务实的评估。这既有可能会增加某些工具，也有可能会剔除某些工具，或适应工具交付机制，
或设计可行的功能避免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GO-SPIN 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可
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 STI 政策组合方面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如需对政策组合的有效性和改善
进行详细的评估，可以运用 PER for STI（世界银行）。
使 STI 政策组合适应现有 STI 能力不需要对“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加
以限制。各国政府可以灵活地选择合适的工具组合并调整其设计特点，促进创新，从而满足不
同目标群体和社群的特定需求。“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可以成为设计和
实施政策组合的有用框架，从而逐渐增强 STI 体系应对关键社会挑战的能力。路线图可以创造
“边做边学”的环境，让政府可以与利益相关方紧密合作，评估、共同设计并逐渐完善 STI 政
策组合，从而更好地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的知识和创新方面的挑战。

谁在哪段时期会做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行为体会在哪个时间段做什么。这涉及不同政府部门和机构的角色
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包括决定如何协调不同政府机构的活动。还要决定哪一机构
负责协调政府活动，要考虑此机构协调相关工作所需具备的权力或手段。为此，有必要让来自
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履行各自职责（参见框 2.4：让私营部门参与）。
这就是为什么利益相关方参与对成功开发路线图如此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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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其他行为体需具备哪些能力？
另一重要的考虑是，不同机构或其他行为体，包括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是否具备成功履
行各自职责所需的能力和技能。如不具备，则需要在路线图中加入培训或能力建设。这可能会
增加成本，但是从路线图实施的角度而言是必要的。为增强本国能力，发展中国家可以尝试从
国际机构获得技术支持，与双边机构和外国企业共同开发能力建设相关的安排，同时在多边开
发银行的贷款中加入技术培训的内容。

需要什么融资？如何获得和交付融资？
还有另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如何为不同方案所涉及的成本进行融资。不幸的是，绝大
多数计划中都没有充分地论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政府的职责是什么以及政府从哪里获得资金？
是否通过当前的税收进行融资？是否会通过国内外借债或发行债券来进行额外融资？或通过特
别指定的新税（例如，智利和哥伦比亚就曾据此进行了特殊创新融资）进行融资？或通过非政
府组织或其他捐赠者提供的特别补助进行融资？一些国家可能习惯于在其他文件中写明预算的
具体情况，但是成本的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如果有充足的资金来实施计划，财政部门可能就
需要对相关预算进行审查。

37

框 2.4：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更有效地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私营部门以逐利为主，对市场信号和政策环境会作出回应。此外，私营部门还可能会
受限于与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市场机遇的信息有限以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交付商品和服务的相关技术和创新的知识有限。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一般会关注提供商
品和服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即使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经济上对私营部门而言可能
并没有吸引力。政策制定者需对此有一定的了解，并想办法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利用 STI
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政策制定者还需要了解的是，从企业的规模和能力方面而
言，私营部门是非常多元化的，既有技术和创业能力有限的非正式小规模企业，也有能力
强大且有全球业务的国内外大型跨国企业。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针对这一复杂的现实情
况有针对性地实施战略和政策。除此之外，很多企业，无论大小，也会时不时地出于企业
社会责任而非营利的目的采取行动。这种精神需要加以利用。
公共政策可以为通过各种工具利用和投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
提供正面和负面激励。市场化工具（例如，对技术采用或新技术开发的直接资金支持）和
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领域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网络的措施等工具（参见表 2.3：政策工具
概览）可以提供正面激励。既可以通过新的工具，又可以通过改变现有工具的设计特点
（例如，改变补助的获取标准和采购合同，根据投资的风险状况改变公共融资的水平）来
推出激励措施。除此之外，公共政策还可以完善市场机遇和技术方面的信息（例如，集
市、农业、工业、增值服务业、示范项目、企业孵化器、科技园区），促进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现，同时培训企业家和工作人员使用相关技术和创新。
负面激励或限制会抑制对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项目的投资，包括减少或禁止已
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的产品和材料（例如，有毒化学品）以及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和材料
（例如，一次性塑料制品），对水和碳等物质进行定价以反映真实的经济成本，还包括取
消会产生不利激励的现有工具（例如，化石燃料补贴等给那些对社会和环境有害的经济活
动提供的补贴）。为有力促进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并交付公共产品，STI 政策组合需在正
面与负面激励之间寻求平衡。
作为指导行动的战略政策框架，“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可以在统
一公私部门创新战略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构建政策环境，激励各个行为体投资最有可能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 STI 活动并围绕其展开合作。通过制定统一的愿景和创新路径，
路线图的开发过程有助于识别具体的障碍和优先考虑并扩大有利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 STI 投资所需的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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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六：执行计划、监控计划、评估计划、更新计划
毫无疑问，“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开发后的关键一步是其执行和实
施，而这正是其价值所在。需要考虑的一些关键要素如下：

如何执行路线图？
由于路线图会涉及政府的诸多方面以及私营部门、基金会、公民社会组织及其他国内外合
作伙伴等其他行为体的行动，因此有必要建立良好的治理和协调机制。那么，哪个政府部门来
牵头组织呢？这一政府部门将如何协调其他政府部门和行为体呢？如何解决能力约束的问题？
如何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瓶颈和问题？如何对路线图进行调整？因此，为有效实施路线
图，有必要建立合适的监控、评估和更新机制。

会有哪些监控和评估机制？
为使计划可靠有效，应对监控进展予以明确，确定是否按目标实施计划或在实施过程中是
否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谁来监控？怎么监控？有哪些指标？监控的频率是多少？监控指
标不仅仅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术文件、专利等常规的 STI 输入要素，还包括技术许可、技
术援助、培训等。更重要的是，还有输出指标，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例如，饥饿减少的
程度、收入和性别不平等的削弱程度、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量、非化石燃料能源使用的增加量、
母婴死亡率的下降量、传染性疾病发生率的减少量、预期寿命的增加值、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程
度。另外，还需要选择合适的评估机制和时间（前期、中期、后期），例如，通过程序理论和
形成性评价方法进行评估，或通过多方参与和严格的影响评价进行公开评估。支持路线图监控
的方法有：GO-SPI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PERs in STI（世界银行）、SIIG（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

谁来开展评估？
这一问题不仅涉及选择谁来开展评估，而且涉及选择哪一既有资格又充分独立于各行为体
的可靠的机构或小组。因此，可能需要在路线图中对此予以明确。

什么机制来持续地关注不断变化的次国家、国家和全球形势？
技术以及科学和创新在“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
用，因此需要有一个机制来追踪新技术的潜在影响，这些影响既包括新的机遇，又包括新的挑
战。除此之外，不断变化的次国家、国家和全球形势可能会影响计划，因此也需要得到持续关
注，例如，贸易紧张局势、脆弱局势、冲突、极端天气频发的影响、其他突发事件。那么，谁
来负责这项工作？怎么开展这项工作？此项工作一般由对口的政府部门或智库来承担。
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认真地监控这些趋势的影响，尤其是新技术带来的影响。例如，墨
西哥努力评估了颠覆性技术对自己的影响（Lopez-Portillo, 2018）。这不但涉及咨询国内外技
术专家的意见，而且广泛涉及咨询各行各业及公民社会的领军人物。这将成为墨西哥“着眼于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一个重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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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对实现目标的进展和形势变化进行评估来调整计划？
这可能是绝大多数计划（包括发达国家的计划）最薄弱的部分。很少有明确的机制可以对
此类评估进行处理，从而据此调整路线图。有些国家每年会对计划的进展情况进行审议。还有
一些国家则会每 3-4 年进行一次审议。这需要将路线图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根据进展情况、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技术进行调整。
持续学习和监控的框架需整合到现有政策过程和规范中，需要包括可靠且有效的反馈机制，
确保实施经验能够被分析并据此采取措施。还要与本地、国家和国际利益相关方持续开展合作，
支持数据采集，共享相关证据和方法。
可以为路线图建立一个“学习平台”（或“实践社群”），充分利用当前的“自愿国家审
议”过程，提供各国关于在依据《2030 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制定的各类计划和取
得的进展的报告。在该“学习平台”的支持下，路线图将不仅仅是行动计划，而且是一种学习
机制，将各个部门、利益相关方和国际经验都汇聚在一起。
还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步骤一和框 2.2 指出的那样，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是相互依存的。
因此，在积累路线图实施的经验和评估进展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如何扩大路线图的范围，以充
分利用协同效应，同时解决调整计划过程中出现的取舍问题。国际专业机构的经验共享和进一
步支持，对利用协同效应和解决取舍问题将非常重要。
2.5.

方法介绍

选择哪一种方法取决于一国的需求、环境和目标。例如，如果一国的需求是探索 STI 政策
工具的有效性，那么 GO-SPIN、STIPR 或 PER 可能会更加合适。而如果目标是开发专注于发现
瓶颈并消除生态系统中的薄弱环节的 STI 路线图并利用 STI 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那么
从审议的各种方法来看，S3、TIP 或 STIP 可能会更加合适。从本手册的内容看，不同方法在制
定路线图的不同阶段还能够发挥最大作用。
对现有方法的审议表明，当前没有一种方法是全面的。因此，要探索各种方法之间的协同
效应和互补性，促进各个国际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在路线图设计的全过程中，一些组织和
机构在利益相关方参与方面很有经验，智慧专业化、STIP、TIP 等方法在此会发挥很大作用。
关于对政策和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和规划，有关国家可以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 GO-SPIN 的运
用或世界银行对 PERs in STI 的运用。后者对监控和评估工作也非常有用。绝大多数方法都能够
支持各国开展有价值的分析工作，但是能够支持实施工作的方法不多，仅有智慧专业化、STIP
和 TIP。由于这些“专业化”，有关国家或次国家地区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方法，满足其在路
线图制定的不同阶段的需求。通过综合运用不同方法，能力建设和不同组织之间的新型合作会
带来额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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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确保各国充分利用全球 STI 体系

在制定“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过程中，还需明确考虑国际层面的
工作，包括如何借鉴和有效利用国际的 STI 输入要素、方法、基于数据和证据的良好实践、技
术援助、资金。绝大多数国家利用全球 STI 输入要素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法非常分散和不
协调。本部分内容旨在帮助各国更系统性地评估和开发计划，从而获取并有效利用全球 STI 输
入要素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般而言，一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负责协调全球 STI 资源和知识的获取和利用（参见第三
章）。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评估一国国家创新体系获取、适应、部署和利用全球 STI 推动可持续
发展目标实现的能力。正如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背景材料指出的那样，有多种有用
的方法可以用来审议一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参见本手册的“使用须知”部分）。本部分关注的
是，在有效利用和部署全球 STI 体系的要素以帮助一国实现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上，一国的国
家创新体系能够提供多大程度的支持。以下是需要考虑的一些重点内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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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一国创新体系识别和匹配全球体系中相关 STI 输入要素并获取和有效利用它们的能力，
包括政府及创新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尤其是企业及其他重要的实施代理商）在这方面的
能力。41
评估国家创新体系如何利用相关全球 STI 输入要素。通过市场和非市场化渠道获得或没有
获得什么类型的输入要素？国家创新体系有没有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如果没有，问题出在
什么地方？如何解决？同样，通过非市场化渠道获得的国际经验和技术援助是否产生了积
极的实际影响？如果没有，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何解决？
审查一国的政策和监管框架对获取全球技术和创新的促进而非阻碍作用。例如，由于跨国
企业和很多中小型企业在创造和传播技术及创新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有哪些政策可以吸
引相关外国投资，或在这方面有哪些其他障碍？同样，由于政策限制，在访问外国科学和
技术数据库方面是否存在监管或政策方面的障碍？除此之外，还要评估国家的社会政策是
否妥当。新兴技术可以带来很多机遇，但是也可以扰乱就业并加剧不平等现象。因此，要
有相关政策和机制来开展再培训，同时为失去工作或因新技术的出现而无法就业的群体提
供社会保障。此外，还要考虑政策是否会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因为很多能够促进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技术需要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例如，水资源和能源的合理定价、良好的监管、
关于环境污染的指控。
审查一国基础设施的约束。一国的 STI 基础设施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既包括开展有助
于追踪、监控和获取全球技术及创新的相关研究的能力，又包括开展适应和开发与其需求
相关的技术/创新方面的研发。另外，还要在 STI 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加入信息与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如今对数字技术的利用至关重要）、技术利用所需的教育和技能、金融和劳动力
市场的深度和灵活性。

为更广泛地分析 STI 体系，还应评估 STI 专业化和一国重要部门及重要研究领域的竞争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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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应考虑哪个重点领域的 STI 要素能够从海外被最有用地获取42，以及需要对国家创
新体系做什么样的调整。有些可能需要从国外获取的较少，但相应的时间可能会较长。还有些
通过“快速技术转让”可能可以较快看到结果，但是对本土的能力建设帮助不大。这里还涉及
政策一致性这一关键问题。此问题比较复杂，但是也非常重要，因为一些实现特定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 STI 路线图可能与其他路线图产生矛盾。公开咨询利益相关方有助于识别一些取舍关系
和问题，同时还可以邀请技术专家提出解决此类取舍问题和约束的替代性方法。
关于短期（未来 1-2 年）、中期（未来 3-5 年）、长期（未来 6-10 年）的相关考虑如下：
•

•

•

短期可以采取的干预措施是：促进国际信息的获取，调整可能约束信息获取、非政府部门
政策制定者和关键行为体的高强度培训和意识增强的政策和规章制度，获取和部署智能手
机而非固定电话和电脑、为人口分散的农村地区输电的离网式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而非集中
式电网、很多预防医学实践和疫苗而非昂贵的治疗等有利于跨越式发展的创新。除此之外，
还应考虑如何增强本地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参与开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技术的国
际项目。
可以在中期（未来 3-4 年）开展的项目应聚焦于增强关键的基础设施要素和更广泛的创新
生态系统，推动 STI 要素的组织和交付，从而加速一国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还应
聚焦于加强有助于部署相关知识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些关键的 STI 基础设施机构。
长期的方案包括：投资能够开发新技术并将其有效部署至所需要的地方的国内研发能力，
建设世界一流研发中心和大学等。不过，中长期行动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看到结果，而
且甚至需要在短期就开始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一国“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如何能够利用区域
性计划，例如，非洲联盟关于科学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计划，以及非洲的数字转型计划。
除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主要流域的水资源管理）内在的跨境溢出效应之外，在解决一
些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问题时，还存在重要的规模经济，例如，通过共享数据和良好实
践的经验、培训项目、地区健康隐患等特定挑战的说明、对安全水的获取、天气监测、环境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
另外，发展中国家还应考虑如何将自己的一些 STI 需求最好地聚集起来，采取一致的全球
行动，例如，开发对抗全球流行病和热带疾病的新疫苗、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新技术
（如耐旱性更强的农作物）、非化石替代性能源。明确开发此类技术的需要以及解释它们对很
多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重要性，有助于国际 STI 供应体系作出一致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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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 STI 合作的背景材料简要总结了五大援助国针对官方发展援助中的 STI 采取的方法。发展中
国家政府还需要积极探索如何从联合国机构及其他行为体的 STI 活动中获得更多协调和协同效应，应用
于 STI 的供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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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围绕“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国
际合作伙伴关系
本章主要从国际层面介绍第二章提到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框
架43，旨在概述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如何能够进一步支持“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
线图”的开发和实施，大量借鉴了本手册的背景材料——“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 STI 合作与
投资”。
本章的结构如下：第一节介绍了围绕“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国际
合作伙伴关系的全球形势，所涉及的三类群体，全球创新体系与各国创新体系之间的关系，以
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相对规模和 STI 投入方面的区别。第二节介绍了国际社会的三大支
柱框架，即“构建”国家 STI 能力、“促进”STI 在各国的发展和传播、“斡旋”各方组建国际
联盟为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创造全球公共产品。第三节针对发展中国家利用着眼
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所获得的国际支持的现状进行了总结性的质性评估，概述了政府、
国际机构、私营部门、科学和专业团体、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主要行为体的任务。最后，第
四节重点介绍了援助国政府在利用 STI 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可以采取的三大行动方案，
并将之与接受国为利用国际合作所需开展的工作联系起来。
3.1

围绕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国际合作形势
领域与行为体

从国家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来看，在国际层面，还有三个与开
发此类路线图相关的政策领域（图 3.1）。虽然有一些推动合作的势头，但是相关努力仍然呈
现碎片化的状态。因此，更系统性地推进合作并协调不同地区采取一致行动是比较困难的。
图 3.1: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国际合作
围绕发展的合作
双边官方发展援助
⚫ 发展资金（国际金融机
构、基金会）
⚫ 私营部门：外国直接投
资、企业社会责任
⚫

围绕 STI 的合作
研究机构、科学家、工程
师
⚫ 科学院、科学外交、国际
论坛
⚫ 跨国企业和基金会、研
发、技术转让
⚫

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合作
⚫ 联合国、技术促进机制、为
最不发达国家设立的技术库
⚫ 专题机制（例如，联合国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

来源：作者

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中技术相关的子目标（子目标 17.6，子目标 17.7，子目标 17.8，子目标
17.16）一致，聚焦于围绕 STI 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参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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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合作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共同体建立在千年发展目标共同体的基础上，但是直到 2015 年
才成立。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在实现绝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进展自然推进。可持续发
展目标 17 明确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 9 明确了创新，
同时更有效地利用 STI 有助于加速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44政府、基金会、私营部门、
学术团体和专业团体、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很多行为体都参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共同
体。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国际合作正在不断推进，而且在有充足时间和资源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在于要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要进一步强调
更有效地将 STI 融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计划中。

围绕发展的合作
来自政府、联合国系统、多边发展银行、国际基金会、公民社会组织、专业团体的很多行
为体，包括个人，都是发展合作共同体成员。发展合作共同体的目标也非常广泛，包括帮助发
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和个人利益。STI 在围绕发展的合作中能够
提供支持，但是这些支持一般相对较小，本章将在后文予以阐述。此外，STI 的组成要素并非
全部集中在协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而且也不应如此，因为围绕发展的合作包括增进国家
利益的目标。不过，可以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围绕发展的合作，利用 STI 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下一节将介绍不同参与者的行动。

围绕 STI 的合作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应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创新体系，而且该体系应该
有很多关键的行为体，不仅包括政府、学术界和私营部门，还应包括本土知识和节约型创新拥
有者，同时基金会在资助研发和创新上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过去研发和创新的资金来
源仅局限于政府和私营部门。STI 共同体正日益意识到，有必要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工作
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8，201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另外，有必要创
建一个新的创新体系，更多地关注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目前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仅得到
一些持续进行的国际 STI 合作的部分关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必要在 STI 方面投入更
多。同时，还需要加强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帮助他们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随着围绕发展的合作正在逐渐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主要目标来对待，三大共同体正在慢
慢融合。围绕 STI 的合作过去主要聚焦于发达国家在研发方面的竞争力与合作，而如今则开始
更多地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过，正如后文所
述，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可持续发展目标 9 明确将创新写进了目标的内容中。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明确将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
合作作为三大国际合作领域之一。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唯一前提是，能够更明确地利用 STI 促进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关于对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分析指出，STI 被正式认定为实现 12 个目标和 26 个
子目标（共 169 个子目标）的手段或方法，具体内容可参见附录 2。不过，STI 实际上与所有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间都存在着间接的联系，而且几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都能够受益于 STI。利用可持续
发展解决方案网络提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和指示板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的差距分析表明，最落后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 2，3，9，12，14；相对居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 7，8，10，13，15，16；相对靠
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 1，4，5，6，11，17（IATT, 2017）。因此，如要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则
要进一步增加紧迫感，更积极地利用 STI 促进最落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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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关系
图 3.2 描述了全球 STI 体系，将全球范围内提供给一国国家创新体系的 STI 与加速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所需的 STI 联系起来。为便于理解，国际 STI 供应可以理解为包含全球科学供应和
全球技术及创新供应。
科学合作的主要形式有：科学和数学培训、与发展中国家参与者的合作研究、正式的科学
合作与网络（例如，贝尔蒙特论坛）、研究人员和高技能人才的流动，关于发展中国家具体需
求的研究。还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报告、国际科学会议和研讨会、科学数据库获取科学工作成果，
从而实现科学转移。很多此类科学合作都是通过非市场机制实现的。45
私营部门是技术和创新供应的主要行为体，技术和创新主要通过制成品（尤其是资本品和
技术密集型中间品）、技术许可、外国直接投资、信息与通信技术、商业服务、专利、商标、
工程和管理培训等市场化机制传播给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少技术和创新通过非市场化机制进行
传播，例如，国际旅行、国际技术和商业博览会、逆向工程与复制、非正式网络。国际 STI 体
系既可以与 NIS 的供应方互动，也可以与 NIS 的需求方互动。科学方面与供应方互动的较多，
而技术和创新方面则主要与需求方互动。
图 3.2 中间部分描绘了国家创新体系46，区分了四类主要行为体（大学和研究中心、企业
和组织、国家和次国家政府、消费者和公民社会）、更广泛的背景和框架条件、基本的自然资
源禀赋。
知识、人口、资金在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流动和积累是关键要素。更广泛的背景包括与国
家创新体系关联度最大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STI 基础设施（大学和研究园区、研究中心、
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计量学、标准和质量控制等）、信息与通信技术（如今已成为国家创新
体系和经济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关键制度（资金和风险资本、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
场）、政策和监管制度（宏观政策、商业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STI 政策、竞争政
策、社会政策、环境政策）。
国家创新体系的很多目标都是由关键行为体驱动的（例如，科学家追求知识，企业追求竞
争优势，公民社会追求更好的生活，政府追求安全、竞争力和福利）。2015 年，国际社会就
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一致，为全球和国家创新体系提出了另一广泛且多方面的要求 ，并将社
会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作为额外的关键目标（联合国，2015）。

这些活动不是基于市场关系通过金钱交易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而是包括补助、奖励和合作，各方投入
时间和精力，朝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46
有大量关于国家创新体系方面的文献。这里只是简要地强调国家创新体系运作的不同代理方以及更广
泛的相关制度、政策和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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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合理定位国家创新体系，使其受益于国际 STI 供应并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需求
国际
STI 供应 STI Supply
International

国家创新体系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全球科学供应
Global Science Supply
大学合作
⚫ 合作研究
•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 文章，出版物
⚫• 外国科学教育
Joint research
⚫ 电子平台

Government: oversight,
resolution of market and systemic failures, coordination
政府：监督、市场失灵和系统性失灵问题的解决、协调
国内供应
Domestic
Supply

⚫

• Electronic platforms

实物资本
Physical
capital

人力资本
• Human capital
⚫ 对用户能力升级的支持
• Support
to user capability
o 生产率/质量延伸服务
o 工艺/最佳实践的传播
upgrading
o 咨询服务
o Productivity/quality
⚫ 研发体系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

Innovation Supply
⚫

制成品

• Manufactured goods
⚫ 外国直接投资

o Process/best practice
dissemination
o Consulting services
• R&D systems

• 信息与通信技术，商业服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积累的激励
Incentive to accumulate

⚫

知识
Knowledge

务
ICT and commercial
⚫• 知识产权
services
⚫ 外国教育和工程及管理类
培训
• Intellectual property

• Foreig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宏观环境
竞争结构
oo 贸易制度和国际网络
Competitive structure
⚫ 企业和农场能力
oo 管理能力
Trade regime and intl.
networks
o 生产体系
o 技术吸收和生产
• Firm and farm
o

o Macro context
o

• 所有积累的障碍
Barriers to all accumulation

⚫

信用
o Credit
o 进出的障碍
o o 商业/监管环境
Entry/exit barriers
o 法治
o Business/regulatory
知识积累的障碍
climate
o 刚性（例如，劳动力）
o o 种子/风险资本
Rule of law
o 创新外部性
o

⚫

• Barriers to knowledge
accumulation

⚫

企业、农场、公共机构、公民
Firms, farms, public

institutions, citizens

extension services

extension services

Global Technology and
全球技术和创新供应

Domestic
Demand
国内需求

Accumulation
/ Allocation
积累/配置

Universities, research
大学、研究机构、技术延伸服
institutes,务
technology

• Papers, publications
• Foreign science
education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需求
Demands from SDGs

o Rigidities (e.g. labor)
o Seed/venture capital

capabilities

o Management
competencies
o Production systems
o Technological
absorption and
production

o Innovation externalities
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标准、法律、监管

Physical and soft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standards, laws, regulation

来源：作者，图中中间部分取材于 Cirera and Maloney (2017)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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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三大支柱框架：构建、促进、斡旋

发展中国家低水平的 STI 能力严重制约了国际合作的有效开展47。这体现在不同的行为体上，
包括企业和企业家、研究和教育系统、政府、消费者/用户、公民社会和公民。因此，要构建国际
STI 合作的三大支柱框架，如图 3.3 所示。48
第一大支柱聚焦于增强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 STI 能力，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
临的挑战，包括加强内生能力建设和吸收外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建设。这一支撑国际合作的支柱
能够使国家直接受益。相关支持可以由一个国家（以双边合作的形式）、多个国家、国际组织或
科学和专业团体提供。
图 3.3: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 STI 合作的三大支柱
⚫

•

1.构建国家
STI
1.
Build country
STI 能力
capacity

⚫

•

开发关键 STI 行为体的人力、制度和
Develop
human,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政策能力，构建
STI 基础设施
capabilities of key STI actors, build STI
协助设计“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infrastructures
标的
STI 路线图”
Help
design
STI for SDGs Roadmaps

• 支持
Support
and non-market flows of
STImarket
在各国的市场化和非市场化
STI across countries
• 流动
Support cross-country STI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local STI
challenges
⚫
支持通过跨境
合作应对本土挑战

2. BoostSTI
2.促进国际
international STI
流动

⚫

flows

• 采取宏大的
Mobilize ambitious
STI collective actions
STI 集体行动弥补全球关
to
address
global
critical
gaps
键差距
• Transform global STI system toward
⚫
改变全球
STIof体系，加速实现可持续
acceleration
SDGs
⚫

3.斡旋组建
STI
3. Broker STI
coalitions
联盟

发展目标

来源：作者

第二大支柱聚焦于促进相关知识、技术和创新在各国流动同时推动围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跨国 STI 合作。此类国际合作的目标之一是，塑造国际 STI 市场，解决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需的知识、人员和资金流动的瓶颈问题，包括调整国际框架条件以促进现有 STI 对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推动作用，促进科学、学术、专业领域的合作等非市场化流动。另一目标是促进 STI 合
作，创造新的 STI，帮助各国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本土挑战。在这一干预措施下，与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知识、人员和投资将流向最需要的国家和社群。这一支柱还包括供应能
够更好地平衡 STI 供需关系（例如，数据、专业知识、科学知识）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第三大支柱聚焦于采取一致的国际 STI 行动，应对全球挑战。相关干预措施着眼于增强全球
STI 体系，通过一致的能力和组织结构，采取足够大规模的一致行动，弥补关键差距。这些一致的
参见 Colglazier (2018)，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增强发展中国家 STI 能力非常重要的原因。
关于基础分析、案例研究、各种干预措施的类型学，参见关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 STI 合作
与投资的背景材料；世界银行（2018b）运用“构建、促进、斡旋”三大支柱的框架，创造新兴技术的机遇
同时规避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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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 行动明确聚焦于应对全球挑战并带来变革性影响。该支柱对维护全球公域（公共池塘资源）以
及共同开发新知识和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关注的是全球的 STI 能力。
可以利用强大的科学政策共同体和成熟的科学咨询生态系统，促进这些联盟的形成。目前存
在的问题是，政府及其他行为体，包括私营部门，没有太大意愿投入资源和组织来支持这些联盟。
另一严重的挑战是，要通过合适的治理水平协调和管理多个行为体，从而推动必要的 STI 发展，同
时利用部署体系大规模交付 STI。
这些支柱及其对应的行动和合作机制是相互依存的，因此需要进行调整，以产生带有乘数效
应的最大共同影响力。这些相互依存度不一定是线性或单向的。例如，仅聚焦于增强发展中国家
的 STI 能力无法解决国际 STI 流动方面的瓶颈问题，也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挑战。仅促进
国际 STI 流动无法弥补国家层面的能力差距。国际一致行动也无法替代各国的能力建设。
成功的工具和合作机制往往涉及不止一种合作支柱。例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开展专业
活动，旨在增强本土能力建设（构建），促进知识共享（例如，通过参与利益相关方平台进行知
识共享）（促进），推动着眼于应对全球挑战和促进全球变革的一致国际行动（斡旋）。同样，
“创新使命”合作机制涵盖了信息与知识共享活动（促进）以及联合技术示范（斡旋）。表 3.1 总
结了当前国际 STI 合作关于每一个支柱的实践。关于促进 STI 流动，该表基于支持目标和工具的不
同，对典型的非市场机制与市场机制进行了区分。该表最后一列以举例的形式进行了说明，不过
很多例子不止与一个支柱有关。虽然斡旋组建全球联盟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但是有不少经验
可以借鉴，而且有一些努力正在进行之中（参见关于国际 STI 合作的背景材料）。
鉴于当前挑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各国和国际社会需致力于国际合作的三大支柱建设，调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要简单地将这三大支柱转化为“三步走”战略（例如，先关注提升国
家的 STI 能力，再促进知识的跨境流动，最后考虑在国际上采取一致的 STI 行动），而要将国际 STI
合作的每一个支柱都与具体的挑战和背景联系起来。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从战略的角度，利用面
向全球公共产品的一致 STI 行动，将国际努力聚焦于严重受困于特定挑战或可以创造有利于其他国
家或弱势群体的价值的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不限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定 STI 能力建
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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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关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 STI 合作的实践情况
干预单位
国际支持领域（工具和受援者）
构建 STI 能力
个人
- 研究人员：奖助学金、研究补助
- 农场/企业吸收和创新能力：培训、商业开发服务、农业/管理
延伸服务
- STI 政策制定者：培训、同侪学习、边做边学
人力资本基础和制 - STEM 教育、数字化技能、基础和应用研究机构
度
- 创业/部署体系、中介机构、网络
- 公共服务交付（例如，健康、教育、水资源、环保……）
更广泛的 STI 体系 - STI 相关的基础设施（质量体系、连通性……）
- STI 体系诊断、政策咨询、改革援助
- 部门研发和创新体系（例如，能源）
促进 非市场 联系/增强着眼于
- 大学合作伙伴关系、交换项目
STI
化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 多利益相关方平台、网络、从业者团体
流动
标的现有 STI
- 推动利用多利益相关方协作的方式形成合力

市场化

斡旋组建 STI
联盟

增加新的 STI 应对
本地挑战

- 供应方：合作研究项目
- 需求方：政府采购、奖励

市场壁垒
贸易和投资流动

- 支持线上技术平台的开发和使用，促进 STI 供需方的平衡
- 援助者/国际金融机构项目通过民间资本和混合金融推动研
发、技术转让和创新联系
- 有利于 STI 流动的条约及其他协议（例如，IP）

规范、价值、标
准、统计
弥补关键全球差距
的联盟
变革性 STI 体系
（全球/区域）

- 全球愿景、战略、监控报告
- 跨国监控和评估体系
- 合作伙伴关系/融资/治理框架
- “创新使命”项目、重点挑战
- 联合或联盟财政/采购/研究政策
- 探索协同效应并促进系统化利用，以支持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和多利益相关方关于路线图设计和实施的举措

案例
东盟-印度科技发展基金

世界银行 ACE 框架
联合国机构 STI 培训项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TNA
STIPR/Go-Spin/PER
联合国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 STI 多利益相关方论坛
PASET
AOSP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S3P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英国
全球研究挑战基金 X 奖；欧洲
地平线国际研究合作伙伴关系
技术促进机制在线平台
“照亮非洲”
US FtF
世界经济论坛 NVA，水资源集
团
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
US PEPFAR, DE4A, 世界经济论
坛 Frontier 2030
地平线 2020，技术促进机制

来源：作者，取材于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国际合作背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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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合作的关键优先事项和行为体

在说明政府的角色之前，可以先考虑关键行为体和三大支柱的要素。图 3.4 从人口、GDP
和 STI 活动等方面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的相对规模。重点如下：

UMIC

LMIC

中低收入国家

LIC

34%

40%

12%

STIDistribution
流动的分布，以收入为基础划分
of STI flows, by country income groups
的国家之间的对比
HIC
Population
人口 17%

低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图 3.4: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STI 的分布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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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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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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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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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服务进口
Business service
import
知识产权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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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use of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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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International
bandwidth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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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
流动的相对重要性

制成品进口
Manufactured
goods impor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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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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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14%

87%

10%

Foreign
留
education

官方发展援助
中的
STI 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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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人口占全球的 83%，其 GDP 却仅占全球的 36%。中高收
入国家的这一差别不太明显，低收入国家的这一差别最为明显，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只
有高收入国家的 1.8%。
从研发经费来看，各国在研发能力方面的差距更大，发展中国家研发经费仅占全球的 23%。
除此之外，中国的研发经费在发展中国家的研发经费中占较大比重（60%，即 2580 亿美元，
表中没有相关统计数据）。中低收入国家的研发经费仅占全球的 1.9%，而低收入国家几乎
没有研发经费。
各国在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量上的差距没有在研发经费上的差距大，发展中国家发表的科
技期刊文章数量占全球的 38.9%。中低收入国家发表的科技期刊文章数量占全球的 7.5%，
是其全球研发经费占比的 4 倍左右。
企业规模排名全球前 1000 的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全球的 42%（以名义美元计算全球研发经费
总额约为 18600 亿美元，其中这些企业的研发经费为 7820 亿美元）。49另外，跨国企业主
要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活动以及供应链驱动的技术信息交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技术
和创新。
通过已用国际网络带宽代理的跨境数据流动，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甚至在中国和印度
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只有小规模的跨境数据流动），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化转型
方面面临着落后的严重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国家的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和创新都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和增强自
身的国际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面临着比高收入国家大得多的挑战，
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差距更大。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研发都是私营部门开展
的，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
为推动更适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 STI 合作，有必要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审视现状。
官方发展援助、STI 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体以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绝大多数
49

关于大型企业研发的相关内容，请参见 Jaruzelski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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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都是非市场化的。50这与市场化的流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市场化流动会转移那些可能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技术和创新，而且主要受私营部门活动的驱动。市场化流动主要有：外
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制成品进口，信息与通信技术和商业服务进口，知识产权付费使用，国外
大学留学（获取外国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51正如图 3.4（右侧图）所示，这些市场化流动
比以 STI 为导向的官方发展援助活动要大得多。
图 3.5 对主要援助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中科学和创新以及技术进行了量化。如图所示，
科学和创新援助远大于技术援助。综合图 3.4 和图 3.5 的数据来看，可以得出关于三大支柱的
关键行为体相对行动的结论，如下所示：
•

与 STI 的市场化流动相比，官方发展援助的 STI 规模极小。除此之外，官方发展援助还强调
STI 的能力建设（成果具有争议性且面临计量的问题）和研发的融资，但似乎较少关注促进
现有 STI 在各国之间的流动，遑论关注全球公共产品，因为其主要通过双边项目进行交付。
不过，尽管规模不大，但是政府可以利用官方发展援助和 STI 相关的多边活动，推动科学
界、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等其他行为体发挥作用，下一节将进一步介绍。

•

围绕 STI 的合作更多地聚焦于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开展研发，而非通过国家的能力建设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相比规模较小52。不过，STI 共同体
可以在所有支柱中发挥很大作用。《2019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2019 独立科学家小组，参见框 2.2）。该报告重点强调了要进一步发挥科学对开发新科
技的促进作用，从而利用各目标之间的协同效应，解决取舍问题并缓解负面影响。STI 共同
体在第三大支柱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原因是鉴于规模、资金有限和治理的可行性问题，很
难通过斡旋组建联盟来应对大规模挑战。

•

尽管有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明确需要，但是围绕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合作，例如，联合国的技术促进机制，一直无法在任何一个支柱上发挥太大作用，主要
原因是没有充足资金促进现有知识的流动以及通过斡旋开展具体的合作以创造新的 STI 或
加强培训、方法和政策咨询之外的国家能力建设。不过，其可以强有力地斡旋组建全球 STI
联盟，通过宣传和召集来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严峻挑战（参见附录 1）。下一章将
进行详细介绍。

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一般都是非市场化的。国际机构的一部分活动属于官方发展援助，但是绝大多数属
于私营部门的市场活动范畴，因为虽然他们为一些 STI 能力融资，但是主要通过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
向部署现有技术和创新的政府和项目提供商业贷款，对 STI 相关的活动（甚至包括研发活动和 STEM 教
育）进行融资。
51
如需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请参见关于国际 STI 合作的背景材料。
52
由于此类活动绝大多数都是非市场化的，因此较难量化发展中国家研发的真实规模和利用 STI 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研发的真实规模。如需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请参见背景材料。
50

52

图 3.5:官方发展援助中支持科学和创新（左图）以及技术（右图）的 STI 的来源和内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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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营部门在交付第二大支柱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研发、
知识产权销售、制成品销售、商业服务销售等市场化活动创造和转移知识及技术。一般而
言，市场激励不一定能够确保最边缘的群体获得包容性成果。虽然跨国企业往往会通过供
应链、合同和增强研究中心等国家创新体系关键要素来构建中小企业吸收能力和改善管理
规范以及开发 STI 相关的大学培训项目，但是私营部门在增强国家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能力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小。另一方面，私营部门在第三支柱上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原因是专属权的缺乏、高风险、复杂性等导致激励出现问题。不过，近来，私营部门意识
到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扮演着关键和举足轻重的角色，2020 年 1 月启动的一项重
要项目就说明了这一点（参见框 3.1）。这说明各国政府可以与私营部门、科学界、非政
府组织共同促进和斡旋，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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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1：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解锁技术的新私营部门计划
世界经济论坛是利用多利益相关方计划让私营部门系统性参与应对全球挑战的机
构之一。其中一些重要的计划，例如；“农业和水资源集团新愿景”，旨在让各行各
业、国际开发伙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参与进来，将技术开发和部署与投
资、政策改革及其他互补性措施整合在一起（关于案例研究，参见背景材料）。
在 2020 年年会上，世界经济论坛发起了“Frontier 2030”的新计划，即一个创造全
球产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平台，并发布了相关报告。该报告分析了 300 多种有助
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但同时也发现，它们的推广存在着巨
大的障碍和风险。障碍包括：“数据访问和数据质量较差，缺乏基础设施，治理和政
策环境堪忧，面临技能提升和技能再培训的需要，（以及）缺乏专注于公共产品的解
决方案，缺乏可行的商业模式和商业激励”（p.7）。基本论点是，如果一切照旧，则
可持续发展目标无法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因此“现在就需要换档变速，部署新技术，
促进短期增长和私利转变为有原则的长期方法，充分发挥技术在促进人类发展和保护
环境方面的作用”（p.20）。该报告指出，私营部门在与政府、科学界、公民社会共
同开发和推广技术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管控技术
革命的不利方面，包括安全和控制方面的风险，裁员等社会经济方面的风险，甚至环
境方面的意外风险。该报告提出了“持续加速将创新和投资转化为有助于应对最严峻
挑战的新型解决方案所需的八大驱动因素， 这八大驱动因素可长期为此类解决方案创
造可行的市场”：
1.
2.
3.
4.
5.
6.
7.
8.

负责任的技术治理：从“无害”到“原则和积极影响”
领导力：流动承诺和标准方面的领导力
合作伙伴关系：一致行动和合作
公共政策：适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政策和规定
金融机制：促进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好的市场解决方案
突破性创新：推出应对最紧迫的社会和环境挑战的创新议程
数据和工具：着眼于全球目标影响的新数据协作模式
技能：升级、技能再培训、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合作

该报告还号召技术行业高管和政府领导人采取行动，“协调、组织、追踪各项承
诺和行动，围绕共同的使命进一步更快地发挥技术在促进全球目标实现上的潜力”，
利用重要的路径帮助不同利益相关方意识到各自在改变一切照旧的现状上需要发挥的
不同且互补性作用（世界经济论坛，2020）。

下一节将介绍在有效利用官方发展援助和更多利用国际社会其他关键行为体开展的 STI 活
动方面政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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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国和试点国政府的角色

3.4.

援助国政府
国际发展界已明确认识到，鉴于需求和金融资源的有限，更有效地利用创新对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合作司在一份即将发布的报告（发展援助委员会，
2020）中指出，“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领导和支持的创新工作，涉及将新技术和技术发展与
新商业模式和组织方法融合，以及改革和改变制度、规范和政治环境”。该报告指出，“此类
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他全球承诺的最佳路径”。不过，该报告发现，相关努力
不够统一，而且在促进创新成为发展援助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方面，相关工作开展的还不够。
该报告敦促发展援助委员会及其他发展组织推动创新“成为一种融合式核心战略能力”，同时
“大胆且系统性地（利用）......这一能力，努力实现最紧迫最复杂的发展和人道主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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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手册的角度来看，这包括进一步构建、促进和斡旋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活动。援助国政府，包括发达国家政府和具备强大 STI 能力和发展援助项目的发展中国家政府，
可以发起各种计划，推动发展中国家对 STI 的利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54
相关工作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
•
•

提升援助国政府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的 STI 要素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通过激励或提供便利的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渠道利用除直接的官方发展援助之外的更广
泛的 STI 供应
组建 STI 行为体参与的国际联盟，应对严峻挑战

改善官方发展援助 STI 要素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世界银行详细分析了 2017 年五大援助国——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在 STI 和
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支出（Kanehira et al，forthcoming 2020）。根据这一分析以及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的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9），关于国际 STI 合作的背景材料指出，对 STI
的优惠融资每年大约为 100-200 亿美元，占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多边组织及其他国家提供的
优惠融资总额的 6%-10%左右。这些着眼于 STI 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和活动的有关数据没有被很
好地报道、共享和分析，目前亟需建立一个健全全面的循证机制，在援助国内部和援助国之间
进行协调，利用不同的比较优势获得更大的影响和更好的成果。55
援助国政府还要从战略性角度思考如何支持发展中国家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目
前，援助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STI 支持极不统一56。援助国需要进一步系统性地了解哪些部门和
机构已经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工作。对国际研究和创新合作开放的欧盟联合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57不同国家有不同的 STI 相关的官方发展援助模式。背景材料概述了美国、德国、英国、
日本和法国五大援助国 STI 相关的官方发展援助。通过对比发现，各有利弊。

如需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请参见关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 STI 合作的背景报告。
三方合作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发达国家可以为相关技术和创新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另一个发展中
国家的转让过程提供资金支持，这对常见于发展中国家的基层创新及其他包容性和节约型创新的转移尤
其重要。
55
需要进一步分析各国在应对挑战方面所应采取的行动的连贯性。
56
很多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的努力也极不统一，甚至体现在机构内部，还有机构之间。在开发国际层面
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需要应对的严峻挑战。
57
欧盟及其成员是全球主要的发展援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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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援助国应考虑其国家战略性外交政策和竞争性利益以及其在 STI 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并以
此确定其推动发展中国家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和范围。除此之外，援助国还可
以从公共开支的角度对其官方发展援助中 STI 要素的高效性和有效性进行审议。58
如果援助国能够跨政府部门或机构与其国家创新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和其他国家共同开发更
多具有战略性且融合性更好的活动，同时更系统性地作出贡献，其利益则可能得到更好的增进。

利用国家更广泛的 STI 供应构建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 STI
援助国政府还可以尝试利用本国更广泛的 STI 供应。虽然官方发展援助只是一国向发展中
国家供应的 STI 要素总和的一部分，但是各国可以战略性地对其进行利用，更广泛地影响 STI
的供应。然而，绝大多数援助国政府没有系统性地了解私营部门、大学、智库、非政府组织、
专业团体、海外群体或个人如何向发展中国家供应 STI 要素。
为提供更有效的援助并利用 STI 要素加速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了解谁在
做什么、有哪些驱动因素、取得了什么成就、如何将他们组织成员起来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一
评估对确立现实的愿景、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的行为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政府内部进行协商，
而且需要与私营部门、学术界、公民社会等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因为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对制
定和交付各种计划非常重要。
正如前文所述，私营部门在创造技术和创新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对其进行传播上发挥着主要
作用。虽然私营部门的相关工作主要是为了营利，但是在逐利的过程中其开展的 STI 活动也有
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能效更高和替代性更强的能源技术，更低成本的医疗服务，
疾病的治疗，更低成本的可持续庇护所）。此外，政府部门还可以利用各种规章制度、激励及
其他工具来影响私营部门的活动。因此，可以尝试影响私营部门对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作出的贡献，例如，对化石燃料实施碳定价，对排放及其他环境“外部性”进行监管。创新
型公共采购在创造新型解决方案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样，政府也可以通过除直接资助以外的一系列政策工具，影响非政府组织、学术界、研
究人员和广大公民的活动，如表 2.2 所示。因此，各国政府可以鼓励其他代理方利用 STI 促进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包括组织相关活动积极应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定挑战。

世界银行为开展一国内部 STI 的公共开支审议编写了一本手册（世界银行，2014），在援助国如何审
议其官方发展援助 STI 要素的有效性方面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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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方面来看，这将涉及外交、发展、科技、电信、工商、财政等诸多部门以及相关机
构、委员会、议会、政府首脑的参与。另外，大众媒体也应参与进来，呼吁公众支持相关计划，
同时考虑政府所支持的发展中国家的 STI 需求。在从政治和经济可行性角度审议不同的方法后，
再制定相关目标和子目标。
利用其他代理方或机构开展的活动不仅包括通过激励增加其他代理方或机构提供的 STI 支
持，例如，提供等额研究补助、设立奖学金、为技术援助进行共同融资、对融资风险项目中存
在的一些风险进行承包，而且包括利用非金融杠杆，例如，提供领导力并协调活动，支持投入
更多 STI，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要开展利益相关方协商，达成共识，让不同行为体参与进来，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还要
设置清晰的目标和重点行动，包括不同代理方的职责、融资、特殊激励。政府可以使用诸多政
策工具，包括通过各个部门、机构、特殊项目采取直接行动，建立税收和激励体系，发起宣传
运动，进行道义劝说，协调各种行动。
政府要评估如何通过以上任何一种途径来优化相关工作。这与政府最高层面获得的政治支
持力度相关，因为更大的政治支持力度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已经提供的 STI 援助，同时也意味着
增加支持的可能性，甚至在开发一些相关技术或创新方面发挥全球领导力的作用。不过，即使
是有效利用现有的全部预算，也需要一定的政治资本，因为总是会存在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
另外，还需要协调不同政府部门和项目，设置相关流程，组建一些牵头机构或在政府高层指定
相关联系人，例如，国家元首或内阁办公室。
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受援国一样，援助国也应该在监控和评估结
果以及根据情况进行定期调整上制定明确的规定。为此，可以考虑在官方发展援助的同行审查
机制中正式监控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活动（例如，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进行监控），还可以考虑设置同侪学习机制，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
等援助国（包括在该领域较活跃的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之间共享方法和最佳实践。
路线图不仅要明确政府直接融资以及对本国其他行为体和其他国际援助国和受援国的要求，
还要明确具体时期内具体的可监控的里程碑。

斡旋组建 STI 行为体国际联盟应对严峻挑战
除了协调本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STI 供应之外，援助国还要考虑组建 STI 行为体国际联盟，
应对严峻挑战。正如 GSDG（2019）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当前亟需在科学层面采取更加一致的
努力，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效应，尤其是处理取舍问题，同时研究可能会给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带来负面影响的一些全球趋势，例如，气候变化、不平等程度的加剧、环境恶化。
很多此类全球性挑战难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而是需要很多国家和利益相关方朝着共同
的目标一致努力，例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根除流行性疾病，应对能源、水资源、粮食方面
的挑战，尤其是贫困国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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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类似国际合作的范例，例如，“绿色革命”，艾滋病/艾滋病病毒疫苗（参见背
景材料），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全球性影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组建联盟并开发带来突破性创新和更优成果的科学技术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因
此，要加速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包括颠覆性技术可能给社会和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新型全
球性挑战。
斡旋组建利益相关方联盟需要开展以下工作：
•
•
•
•

•

举行国际研讨会，探讨如何应对挑战并开展基线评估和目标评估。
设计和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将各种不同的能力综合起来，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
设计合适的治理结构和关键工具，用于协调、融资、监控、进度评估和定向/重新定向。
设计由其他行为体和机构（例如，政府机构、企业家和企业、非政府组织、延伸代理
方、要素供应方、共同体组织、融资代理方）组成的生态系统，让最终受益方获得技
术。
增强意识，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开展战略性沟通，以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信
息影响消费者选择。

关于通过斡旋成功组建国际联盟来开展全球技术公共产品方面的协作性项目，主要有如下
可以借鉴的经验：
•
•
•
•

•
•

明确挑战和 STI 的角色
探索应对挑战的替代性路径和解决方案
对不同路径的成本和潜在效益开展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现实评估
建立明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并作出长期承诺（这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不同利益相
关方参与和持续参与相关工作所需的激励和奖励，不仅包括资金方面，而且还有社会
和声誉方面）
建立追踪进展和调整项目的自适应机制，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开展相关合作
除了技术开发之外，还要考虑设计使最终受益方受益所需的生态系统。

将数字革命部分收益带给非洲的全球性联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所谓的“非洲数字经
济”（参见框 3.1）。虽然此举仅有助于非洲利用数字革命，但是其计划（“250 亿美元+250
亿美元”的融资承诺）提供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能、数字平台、数字金融服务、数字创业等
关键要素，这是值得注意的。这需要地区性组织、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多边开发银行、私
营企业、慈善机构相互配合。
还有其他一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其他目标而组建国际 STI 联盟的初步尝试，例
如，解决海洋塑料污染的问题，开发低碳能源，促进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可以从中汲取经
验，推动国际层面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开发，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
关的一些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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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援国政府需要做什么？
从本章内容看，国际社会不仅非常需要进一步利用 STI 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
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 STI 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且在此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正如前文
所强调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在 STI 能力方面的欠缺构成了一大挑战。但是挑战不仅限于脆弱的
人力和实体基础设施以及资源的有限。正如第二章最后一节所指出的那样，还有发展中国家固
有思维模式和政策及监管框架方面的挑战。为应对挑战，下面是需要注意的一些重点内容：
•
•
•
•
•
•
•

开发内生性 STI 方面的潜力和能力，以合作伙伴的角色投身于全球联盟
在获取、适应、部署和利用现有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和创新上要更加开放和积极
要多关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全球动态，尤其是既能够带来巨大潜力又能够带来风险的颠覆
性技术方面的全球动态
对新的颠覆性技术的潜力和风险以及如何对其积极方面进行最好的利用并缓解和适应其负
面方面开展前瞻性分析
加强广泛的创新体系建设，评估和参与全球创新体系，开发满足需求的新技术和创新
要对整体的创新部署体系进行思考，包括（国内外）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角色，将技术
和创新大规模运用于实践
还要考虑能够从带来规模经济和相关经验的区域性 STI 计划中收获什么，以及如何增强对
一些严峻挑战的意识，如何加大国际 STI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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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2：非洲数字转型战略
数字革命为非洲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
确保每一个非洲人、非洲企业和非洲国家政府在 2030 年之前实现数字化，在世界银行集
团和众多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下，非洲联盟已踏上了雄心勃勃的征程——启动“非洲数字
经济”（DE4A）项目，促进非洲各国加速进展，为所有人带来高速和低成本的互联互通
的体验，为创造一个有活力的数字经济奠定基础。
非洲联盟正在开发“数字转型战略”，同时世界银行集团也在联合非洲联盟成员国及
其他众多合作伙伴制定一项行动计划，采取多线程的方式激活数字经济的五大基础性要
素：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能、数字平台、数字金融服务、数字创业。相关合作伙伴包
括：非洲联盟委员会、区域经济共同体及地区性机构（例如，东非共同体、西非经济货币
联盟/西非国家中央银行、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智慧非洲”、非洲开发银
行）、双边机构和慈善组织（例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英国、法国、德国、挪
威、日本）、联合国机构（例如，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私营部门
（例如，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谷歌、微软、阿里巴巴）。
实现每个人、每个企业和每个国家政府数字化互联互通的目标，需要为数字经济的五
大基础性支柱设立宏大而又易于理解的目标，促进相关行动的开展，如下所示。目前，在
设立宏大目标方面已开展了关于制定详细数字化计划的评估。

“非洲数字经济”的参考性目标

数字基础设施
DIGITAL

数字技能
DIGITAL
SKILLS

数字平台
DIGITAL
PLATFORMS

互联网全覆盖

所有学生在
15 岁
All 15 year old
掌握基本的“数字
st udent s wit h basic
‘digit al skills’
人人接通互联网，费
技能”和能力
compet encies
Af f ordable Int ernet f or
用低于人均国民总收
All at less t han 2%of
100,000
es in
GNI
per capit
入的
2% a
每年 10graduat
万名毕业
advanced digit al skills
生参与高级数字
programs annually
Int erim Milest one
中期里程碑：到
2021
Doubling broadband
技能培训项目
connect ivit y by 2021
年实现宽带连接翻一
番的目标
Universal Int ernet
net work coverage

DIGITAL FINANCIAL
数字金融服务
SERVICES

INFRASTRUCTURE

评估所有国家政府的

Doubling of Online Services
在线服务指数增加一
Index rat ing f or all
Government
倍 s

数字金融服务全

Universal Access t o
覆盖 Services
Digit al Financial
Af rica-wide payment s

All individuals are able t o
prove
t heir ident it y digit ally
实现所有人的数字身

份认证
At least 50%of t he

在非洲所有地区配
inf rast ruct ure/ plat f orm
in place
备支付相关的基础
设施/平台

DIGITAL
数字创业
ENTREPRENEURSHIP

将每年新成立的数字
Tripling t he number of new
化企业数量变成过去
digit ally-enabled
businesses
creat ed
的3倍
annually

Financing f or Vent ure
风险资本融资达到
Capit al t o reach .25%of
GDP 的
0.25%
GDP

populat ion regularly uses t he
Int ernet t o access
至少一半的人定期通
Government or Commercial
过互联网享受政府或
services

商业服务
来源：非洲联盟委员会在 2019 年 4 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第四次
专家组会议上的陈述，2019 年 4 月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的春季会议上开展的“All Africa Digital
Economy Moonshot”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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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和下一步安排
4.1.

内容摘要

本手册为政策制定者开发实施国家层面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并
参与和受益于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一
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本手册还通过介绍一套共有语言解决“巴别塔”问题。鉴于当前的数据情
况以及关于 STI 需求和潜在供应的知识的不断变化，相关基础性分析一直处于初级阶段。不过，
本手册已经开始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法以及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需要采取的思维模式、战略和规
划。因此，本手册的第一版旨在推广一种通用的方法并开发用于审视差距的连贯性框架，合作
评估协同效应和取舍关系，对行动进行优先排序，以增强国家 STI 体系。整体而言，在确保愿
景一致性、职责划分、塑造利益相关方所有权方面，治理、制度安排以及参与流程发挥着关键
作用。
本手册还强调了在利用 STI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不仅存在着巨大潜力
而且面临着紧迫性。然而，开发这一潜力所需的注意力和金融资源目前还比较缺乏。因此，下
一步很重要的是，要探讨发达国家和援助群体如何才能在这一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在融资方面，
关于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目标的 STI 增加融资的讨论已经开始（框 4.1）。这一讨论不但要持续
进行下去，而且要进一步涉及关于如何让国际社会的支持更加连贯和有效的讨论。
当国际社会在 4 年前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计划时，科学和创新“前
沿”发生的数字技术变革还不太突出且尚不具备全球影响力。因此，要在评估近期进展和提高
机遇和风险意识的基础上，考虑重新设计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路径和方法。在借鉴现有和历
史经验以及新兴实践的基础上，“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有助于为应对新
旧挑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系统将通过技术促进机制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合作构建从业者和合作伙伴共同体，
营造一种学习环境来测试和改善本手册中提出的各种方法，针对各国特定的“着眼于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采取不同方法，汲取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完善本手册，发起或促
进更合适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4.2.

关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全球试点项目

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一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科学、技术和创新跨机构工作团队
（IATT）在 2019 年 7 月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与五个试点国家共同
发起了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全球试点项目。在该项目的第一阶段，IATT 将
支持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肯尼亚、塞尔维亚等国路线图的设计和实施。除此之外，欧盟
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也参与了该项目，旨在加强围绕路线图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最终成果将
在 2021 年举行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多利益相关方论坛上公布。
这五个国家（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有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差距和 STI 能力，如图 4.1 所
示。与创新指数基本相同的国家（例如，马里、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印度、美国）相比，一
些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上得分较低。这表明创新能力并不等同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上的能力，因为后者需要承诺、有效的战略和政策、资金以及强大的实施能力。因此，在根据
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的过程中，开发有效的路线图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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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五个试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与全球创新指数对比
丹麦
日本

塞尔维亚
2019
年
可
持
继
发
展
持
数

中国

美国

加纳

印度
肯尼亚
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
马里

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
注：红色圆点代表试点国家，蓝色圆点代表作为参考的国家。
来源：基于联合国秘书长指定的独立科学家小组发布的指数数据（2019）；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8）。

表 4.1 描述了五个试点国家59初级阶段“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状
态。虽然各国在筹备情况以及分析、协商、规划方面的差距很大，但是还是有一些可供同侪学
习的早期经验和机遇，如下所述：

59

关于各国不同的背景、进展以及对成果的相关考虑，参见《试点国家案例研究》（IAT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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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某些国家只有一个部门负责路线图的试点工作，而有的国家则在政策智库
（例如，肯尼亚的非洲技术研究中心、印度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中心、加纳的科学与工业
研究委员会科技政策研究所、塞尔维亚的国家智慧专业化团队）的支持下，建立了跨部门协调
和协商机制。这并非意味着协调机制是保证政策连贯性的前提或是实现预期目标的预测指标，
毕竟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例如，不同的政治和管理文化，不同程度的高级别所有权，主责部
门或机构所具备的不同影响力和资源）。但是各国可以考虑作出跨政府部门的制度安排，促进
利益相关方更广泛地参与以及确保各行业保持一致，在符合国家开发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利用 STI。
政策规划周期。各国有不同的规划周期（无论是国家发展、STI，还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的规划），因此在支撑路线图试点（以及将路线图融入较短的政治周期的强大行政势头）方
面基础性政策框架的构建程度和更新程度是不同的。另外，从规模和所有权看，一些国家的着
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对更广泛的政策规划的下一周期很有用。
范围和方法。鉴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基础性差距、STI 能力和国家优先发展事项的多样性，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范围和内容也不尽相同。肯尼亚的案例表明，深度
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法的广度（例如，解决取舍问题，利用协同效应，将恶性循环转化为良
性循环）之间存在着矛盾。实际上，试点国家正在做的是识别国家对援助的需求。虽然 IATT
不会给出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但是联合国及其他援助方可以为资源有限且往往面临能
力和带宽约束的试点国家提供支持，并总结相关协调性方法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该试点项
目旨在展现联合国系统在 STI 领域推进协调性和协同性发展的方法。
STI 与数字化的融合或互补。从概念上看，“科学、技术和创新”与“数字经济/数字转型”
毫无疑问存在着很大的重合（无论是在政策问题上，还是在利益相关方群体上），而且两者都
需要有连贯有效的政策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最大化地利用机遇和规避风险。不过，实际上，
各个国家和国际实体都在以单独和非协调性的方式推动这些议程。这涉及制度安排和范围/方
法（既是结果又是原因）。如果试点国家或援助方的路线图变成了“孤岛”并因此无法利用协
同效应，那么就会错失良机。
国际层面。试点计划也不尽相同，体现在仅从国内/国家角度考虑次国家、国家和国际的
路线图，以及从国际层面出发的意愿（例如，印度）。国际合作伙伴（日本和欧盟）已对路线
图的试点提供了支持，推出了包括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合作的新兴计划，例如，日本-印度-非
洲政策智库三边合作，欧盟支持的全球试点网络的扩大，丰田与肯尼亚共同牵头发起的促进私
营部门参与的倡议，以及关于试点国家和合作伙伴科学研究院所作贡献的讨论。为产生更大的
一致性影响，IATT 及其他合作伙伴可以积极主动地鼓励试点国家设立更宏大的愿景并发现能够
产生积极的国际溢出效应的机遇。
政策学习的促进作用。在以上试点国家中，只有印度和塞尔维亚60建立了监控和评估体系，
或已经明确考虑将学习和反馈机制作为其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一部分。
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路线图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一种学习过程，要在路线图
的实施过程中开展监控和评估，以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正。另外，鉴于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的规
模和紧迫程度，政策学习至关重要，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而且体现在国际层面，这就要求我
们采取协同性方法，监控和评估国家层面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以及集体
学习和路径修正机制。

60

从塞尔维亚采取的智慧专业化战略来看，监控和评估体系是路线图的必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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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T 在 2020 年联合国论坛/会议上展示了一些试点国家的中期进展情况，并将在 2021 年
联合国论坛/会议上展示项目第一阶段的全部成果。为支持每个国家的试点项目、分析对比新
的经验教训以及推动国际支持，IATT 将继续与现有和潜在合作伙伴共同努力，通过试点项目等
取得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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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参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全球试点项目的五个国家
牵头部门及其他参
与部门

基础性政策框架

路线图的范围和目
标

试点方法

肯尼亚
- 财政部门，规划部门
- 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
非洲技术研究中心
- 直管部门（教育、科技、外
交、信息与通信技术、农业、
工业部门）

加纳
- 环保部门、科学技术
和创新部门
- 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
会科技政策研究所

埃塞俄比亚
- 创新和技术部门
-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门

印度
- 印度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办公室
-国立印度转型研究院，外交部门，发展
中国家研究与信息中心
- 国家协调委员会

- 肯尼亚 2030 愿景
- 中期计划 III 2018-22, “四大议
程”
- STI 政策，研究重点
- 数字经济蓝图
- “四大议程”（农业、医疗、
制造、住房）
- 农业加工和信息与通信技术
（初期重点）

- 就业议程 2017-2021
- 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
协调项目 2017-2024
- 国家 STI 政策 2017

- 增长与转型计划 III 20152020
- STI 政策 2012

- 新印度战略@75
- STI 政策 2013

（待定）

可持续发展目标 8（创造
就业）

- 农业、能源、水资源、医疗；与关键计
划（例如，农民收入翻倍计划、JAM 三位
一体）匹配
- 促进国际社会对非洲和远东的关注

- 基于部门的“深潜”，以目标
为导向（到 2022 年实现 100%
的粮食和营养安全）
- 研发和采用/传播
- 创建东非地区模式

- 以技术孵化中心为基
础
- 投资计划和制度强化

- 基于部门：以 24 个技术
路线图为基础

- 国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Lighthouse
India，合作联邦主义）
- 通过 STI-PER 输入形成的数据/仪表盘

时间表和重要里程
碑
合作伙
伴（联
合国经
济和社
会事务
部：秘
书处）

（待定）

IATT

- 世界银行（STI PER）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aga, GoSPIN）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世界银行

联合
国，其
他组织

- 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关系（丰
田）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STIP 审议）
-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塞尔维亚
- 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
- 协调跨部门工作组，与国家的
2030 议程小组合作
- 企业界和学术界领导的重点领
域工作组，统计办公室，专利
办公室，（学术界领导的）国
家分析团队
- 加入欧盟进程和智慧专业化
- 总理治下新 STI 和产业政策
2030 议程

- 确定智慧专业化重点领域和横
向行动
- 创意产业；为未来储备的粮
食；未来的机械和生产工艺；
信息与通信技术
- 国家层面的工作，也包括次国
家和国家层面
- “深潜”与横向活动的混合

- 前 6 个月（在印度）
- 第一年年底（非洲开发银行 年会？）
- 第二年年底（在纽约）
- 世界银行（STI PER）
-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 S3 的采用（2020 年 2 月）和
详细路线图（2020 年 10 月）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RIS3）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可能包括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合作伙伴关系，非洲联盟委员
会，区域经济共同体，日本-印度-非洲三边合作
* 重要缩略语：（肯尼亚）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NACOSTI），非洲技术研究中心（ACTS），中期计划 III（MTP III）；（加纳）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科技政策研究所（CSIR-STEPRI），经济和社会
发展政策协调项目（CDESDP）；（埃塞俄比亚）增长与转型计划 III（GTP III）；（印度）国立印度转型研究院（Niti Aayog），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中心（RIS），"Jan Dhan 帐户-Aadhar 卡-移动电话号码"
三位一体（JAM 三位一体）；非洲开发银行年会（AfDB AMs）；（塞尔维亚）智慧专业化研究和创新战略（RI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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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展望未来

为回应到目前为止参与审议的各国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IATT61与合作伙伴一道致力于
对国家层面的路线图进行试点和扩大，总结分享相关经验教训，并加强相关国际合作。在进一
步协商和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闭会期间工作项目下一阶段
的任务如下：
•

•

•

•

•

•

加强对试点计划的联合支持：IATT 机构努力获取额外资源，参与联合国国家团队，接触新
的联合国及其他有兴趣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根据不同试点计划对标各国的目标和约
束。
创造学习环境：安排经验共享的多层次活动，例如，由联合国地区委员会和/或其他地区
性机构（例如，东盟、非洲联盟委员会、欧盟）领导的且现在及潜在试点国家参与的各种
地区性活动。促进从业者和知识职业网络（例如，试点国家的政策智库）总结并传播新的
经验教训。弥补证据和数据差距，支持监控和评估体系的发展。
发起或促进国际 STI 合作伙伴关系：利用试点作为有形的切入点，推动利益相关方论坛呼
吁一致行动，应对已知的共同挑战，并与私营部门、援助国和 STI 利益相关方一道开发构
建合作伙伴关系的渠道和方法。
使 STI 成为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的重点：如相关国家愿意，可以将《全球可持续
发展报告》中提出的的 6 个切入点放入现有或新的试点国家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 STI 路线图中。这 6 个切入点是：人类福祉和能力；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食品系统和
营养模式；能源脱碳和人人可得；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全球环境公域。
固化多年期工作：明确在 2020 年和 2021STI 论坛上展示的中期和最终成果，与试点国家协
调一致采取逆向思维，利用里程碑事件加速路线图的推进。规划第二阶段的试点工作，为
总结第一阶段的有益经验和延续现有势头（20 多个有意向的国家仍然保持着兴趣）找到一
个合适的时间。设置长期目标，例如，通过利用临界量需求和召集援助国及研究资助者解
决当前国际支持活动分散的问题。
调动资源：调动多边资源支持单独试点项目和集体项目的交付/扩张，并与有意向和有意
愿的援助国保持一致62。

技术促进机制一开始只是 IATT 成员自愿发起的一个项目，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利用。在试
点国家及其他有意向的国家的努力下，在机构合作伙伴和一系列专家组会议参与者作出的技术
性和学术性贡献下，以及在日本和欧盟委员会提供的种子资金的支持下，技术促进机制在着眼
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上的工作已成为过去 2 年来最显著的成果之一。IATT 关于
STI 路线图工作小组分组的联合牵头机构，即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欢迎有意向的合作伙伴和国家参与进来，进一步推动这一
有前景有意义的工作。

如需进一步了解 IATT，请访问：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fm#un
援助国可以支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信托基金，或其他机构的信托基金，或与 STI 相
关的信托基金，或考虑建立一个协调性更强的资助机制。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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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1：关于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融资的全球讨论
世界领导人正在同步推进关于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融资的审议，为 STI 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围绕为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高效
有效的融资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空间。
关于 STI，在日本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二十国集团已通过发展工作组确认多利益相关
方的参与对释放 STI 的潜力至关重要，并就开发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
指导原则达成了共识。该指导原则涉及路线图的结构和政府的角色，旨在促进知识共享和
国际合作等。二十国集团发展工作组和联合国技术促进机制以相互知会和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推进关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工作，意识到该指导原则代表了在
“为什么”制定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上的政治共识，而 IATT 编写的本
手册则旨在探索“如何”制定路线图。在发展工作组的协调配合下，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
工作组审议了一项利用数字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计划，并聚焦于非洲和最不发达
国家，旨在共享数字化的成果，不让任何人掉队。继 2019 年 6 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
峰会之后，日本又在同年 8 月举行了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成为与非洲国家领导人探讨的关键议题之一。
在融资方面，技术促进机制及其来自科学界的合作伙伴采取了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
式资助利用 STI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2018 年 STI 论坛间隙举行的资助者圆桌会议。
在 2019 年发展融资论坛上，联合国宣布组建“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者联盟”——2019 年 9
月正式成立。在这次论坛上，与会者还讨论了“技术、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的三角关
系”，认为其是一个需要得到关注和融资的新兴重点领域。除此之外，联合国发展融资跨
机构工作团队还负责支持各国运行一体化国家融资框架（INFF）。INFF 是用于资助国家可
持续发展的规划和交付工具，旨在协同全球层面的国际合作推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
程》在国家层面的运行。INFF 已在 2020 年 7 月推出。
在为二十国集团审议发展融资提供咨询服务的过程中，二十国集团全球金融治理专家
团在 2018 年发布的报告中建议对发展融资进行全面系统性地再定位，实现多边机构和区域
性双边机构之间的互补性，同时建议通过打造政府主导的有效国家平台，建立一套明确的
度量体系来追踪资金的影响和价值，促进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发展合作伙伴作出贡
献。为对此作出回应，2019 年 4 月各国财政部长在发展委员会公报中敦促“世界银行继续
与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在内的公私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最紧迫的发展挑
战”，指出“各国元首将出席在 9 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峰会，共商气候、医疗全覆盖、可持
续发展目标、发展融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议题”，强调了“利用多边开发银行（包括
协调一致地利用国家平台）进一步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性”（第 12 段）。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如制定和实施得当，将有助于上述国家平
台进一步促进国家合作伙伴和发展合作伙伴之间的互补性。
来源：日本外交部，2019 年 4 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第
四次专家组会议上的陈述；2019 年 4 月世界银行理事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向发展中国
家转移真正资源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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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技术促进机制
联合国技术促进机制由《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创建，旨在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 年 9 月由《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 议程》”）发起。从一开始，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司就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科学、技术和创新跨机构工作团队（以下简称“IATT”）
和秘书长任命的科学界、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高级别代表小组（由 10 名成员组成的专家组）的秘
书处，支持技术促进机制。这两个小组动员联合国系统内外专家，通过 STI 在各个方面推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自 2015 年以来，这两个小组均得到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2015 年
至今）、环境署（2016-2017 年）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8 年至今）的协调和支持。
在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政府间谈判过程以及 2014 年和 2015 年举行的第三次发展融资问
题国际会议的筹备过程中，会员国明确表示，技术开发、传播和转让以及加强所有国家的科技能
力是实施《2030 议程》的关键要素。
《2030 议程》第 70 段启动了技术促进机制，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技术促进机制最
早由《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建立，该议程于 2015 年 7 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的第三次发展融资问题国际会议上商定。
议程决定，该技术促进机制将建立在会员国、公民社会、私营部门、科学界、联合国机构及其他
利益相关方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开展协作的基础上，由以下部分组成：
•
•
•

IATT。IATT 将利用现有资源，与 10 名代表（由秘书长任命）合作，组成 10 人专家组，
支持技术促进机制。该小组的成员来自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科学界，每次任命任期两年。
STI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相关方协作论坛；以及
线上平台

下图概述了 STI 方面的关键机制，并绘制了促进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联合国进程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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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 2030 年议程》下绘制 STI 的关键机制
联合国安理会
联合国秘书长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会员国
多利益相关方：学术界、私
营部门、公民社会、非政府
组织等

联合国专门机构

主要组别科技共同
体（ISC/WFEO）

联合国经济
发展委员会

可持续发展知识平台

高级别专家
组或任务组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报
告[年度]

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GSDR）[每四年一次]

产品/输出
联合国永久机制
联合国机构和结构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证
明

IATT（所有具有 STI 授权的联
合国系统）

十人专家组

线上平台

STI 多利益相关方论坛（每
年）

高级别特
别小组

技术促进机制（TMF）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可持续发展目标司摘自国际科学院组织（IAP）关于《提升全球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助力—
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09 年）的报告，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15 日：
https://www.interacademies.org/50429/SDGs_Report

技术促进机制的成立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僵持数十年之后，技术
促进机制使实质性的 STI 风潮重回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过去 3 年来，技术促进机制为联合国系统
探索了一种新型多利益相关方工作模式，迄今已有 42 个联合国实体、100 多名联合国系统专家工
作人员以及数千名科学家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大大推动了 STI 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促进作用。
技术促进机制的 STI 论坛也发挥着特殊作用，该论坛正式向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报告，支
持后者正式审议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并明确履行“加强科学与政策互动”的职能。
IATT 在其会议上定期思考工作方向以及与联合国系统各参与实体和技术促进机制十人专家组
的关系。与此同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的秘书处，而联合国
区域委员会、IATT、环境署、世界银行、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电联、粮农组织
和联合国系统许多其他参与实体纷纷发布了关于其专长领域 STI 的趋势和政策选择以及拟议调查
结果的文件。此外，联合国系统以外的若干组织也已加入合作，并为技术促进机制工作作出卓越
贡献。
IATT 的一项重大成就是这本关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联合指南及其操
作说明，目前正在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印度和塞尔维亚五个国家试行。

74

附件 2:《2030 年议程》语言中明确的 STI
目

子目标

语言

关联

1.4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享有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享有基本服务，获得对土地

结果：技术

标
1

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继承遗产，获取自然资源、适当的新技术和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服务
2
3

2.a
3.b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技术开发、植物和牲畜基因库的投资，

指导方法：

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

科学/技术

支持研发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传染和非传染性疾病的疫苗和药品，根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与公

指导方法：

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的规定，提供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多哈宣言》确认发展中国家有权充分利用《与

科学/技术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关于采用变通办法保护公众健康，尤其是让所有人获得药品的条款
4

4.3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技术、职业和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教育

结果：科学
（教育）

4.4

到 2030 年，大幅增加掌握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相关技能，包括技术性和职业性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

结果：科学
（教育）

4.b

5

5.b

到 2020 年，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增加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

指导方法：

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提供的高等教育奖学金数量，包括职业培训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技术、工程、科学项目的奖学

科学（教

金

育）

加强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增强妇女权能

指导方法：
技术

6
7

到 2030 年，扩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它们开展与水和卫生有关的活动和方案，包

指导方法：

括雨水采集、海水淡化、提高用水效率、废水处理、水回收和再利用技术

技术

到 2030 年，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获取清洁能源的研究和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效，以及先进和更清洁的化石

指导方法：

燃料技术，并促进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

技术

到 2030 年，增建基础设施并进行技术升级，以便根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

指导方法：

陆发展中国家各自的支持方案，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

技术

8.2

通过多样化经营、技术升级和创新，包括重点发展高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力

结果：创新

8.3

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支持生产性活动、体面就业、创业精神、创造力和创新；鼓励微型和中小型企业通过

结果：创新

6.b
7.a
7.b

8

获取金融服务等方式实现正规化并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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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4

到 2030 年，所有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行动，升级基础设施，改进工业以提升其可持续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结果：技术

更多采用清洁和环保技术及产业流程
9.5

在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工业部门的技术能力，包括到 2030 年，鼓励创新，大幅增

结果：创新

加每 100 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量，并增加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
9.a
9.b

向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技能支持，以促进其

指导方法：

开发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可持续基础设施

技术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与创新，包括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实现工业多样化，增加商品附加值

指导方法：
创新

9.c

大幅提升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普及度，力争到 2020 年在最不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普遍提供因特网服务

指导方法：
技术

12

12.a

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和技术能力，采用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指导方法：
科学/技术

14

14.3

通过在各层级加强科学合作等方式，减少和应对海洋酸化的影响。

结果：科学

14.4

到 2020 年，有效规范捕捞活动，终止过度捕捞、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捞做法，执行科

结果：科学

学的管理计划，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鱼群量至少恢复到其生态特征允许的能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的水平

17

14.5

到 2020 年，根据国内和国际法，并基于现有的最佳科学资料，保护至少 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结果：科学

14.a

根据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技术转让标准和准则》，增加科学知识，培养研究能力和转让海洋技术，以便改

指导方法：

善海洋的健康，增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贡献

科学/技术

加强在 STI 领域的南北、南南、三方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加强获取渠道，加强按相互商定的条件共享知识，包

指导方法

17.6

括加强现有机制间的协调，特别是在联合国层面加强协调，以及通过一个全球技术促进机制加强协调
17.7

以优惠条件，包括彼此商定的减让和特惠条件，促进发展中国家开发以及向其转让、传播和推广环境发好型的技

指导方法

术
17.8

促成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库和 STI 能力建设机制到 2017 年全面投入运行，加强促成科技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

指导方法

使用
17.16

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以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作为补充，调动和分享知识、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
以支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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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方法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的 STI 承诺
国家 STI 政策框架
• 我们决心正式通过 STI 战略，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119）
• 我们要制定政策，鼓励发展中国家发明新技术，开展研究，并支持创新（§116）
科学研究和教育
• 我们要增加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教育投资（§119）
• 我们将考虑利用公共资金，使关键项目在公共领域得以保留，对公共资金资助项目的研究酌情争取开放使用权（§118）
• 加强技术、职业和大学教育与培训，确保妇女和女童有平等机会，并鼓励她们参与其中，包括通过国际合作（§119）
• 我们要加强合作，强化高等教育体系，努力增加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网上教育机会（§119）
• 我们要增加给发展中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助学金数量（§119）
产业与创新体系
• 我们要考虑酌情设立创新基金，在开放、竞争的基础上支持创新企业，特别是支持研究、开发和演示等各个阶段（§118）
• 我们要鼓励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系部门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包括政府、公司、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之间，交流知识，发展合作与伙伴关
系。我们还要促进多国公司与国内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促进技术开发，按照彼此商定的条件转让知识与技能 （§117）
• 我们要促进创业精神，包括支持企业孕育机制 （§117）
• 我们要推动社会创新，促进社会福祉和可持续生计（§116）
• 我们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能促进社会福祉和可持续生计，我们重申土著人民有权保持、控制、保护和开发他们
的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达方式（§117）
支持具体发展成果的技术
• 我们要促进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能力建设，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包括快速普
及和价廉的使用互联网的途径（§114）
• 我们要鼓励传播、扩散、转让环境发好型技术（§120）
• 我们要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 STI 能力，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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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们要增加科学知识，发展研究能力，（……）转让海洋技术，以改善海洋健康状况，让海洋多样性作出更大贡献（§121）
我们要努力加强科学、研究、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协作，包括结成公私伙伴关系和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以共同利益和彼此互惠为基
础，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20）[我们要支持疫苗和药品的研究与开发，包括支持免疫联盟等有关举措。
（§121）；传染病和非传染病预防措施与治疗方法的研究与开发（§121）；地球观测（§121）；农村基础设施（§121）；农业研究和推广
服务、技术开发 （§121）；增加科学知识，发展研究能力和转让海洋技术（§121）]
我们要努力向妇女、青年和儿童普及科学技术。我们要进一步促进可供残疾人利用的无障碍技术（§114）

支持性国际安排
• 我们要加强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包括官方发展援助，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我们还鼓
励开展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包括南南合作，以补充上述努力（§120）
• 我们还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国家确定的优先事项，完全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充分、均衡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116）
• 我们承诺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各种科学和技术举措的一致性和协同作用 （§122）
• 为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决定设立一个技术促进机制（§123）
• 以期使技术库在 2017 年底前开始运作（§124）
* 作者对承诺和粗体文本进行分组是出于分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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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主要方法概览
方法步骤/组

智能专业化

STI 政策审查

STIP

GO-SPIN

SIIG

TIP

PERs in STI

织

（欧盟委员

（经济合作与

（联合国贸

（联合国教科

（联合国工业

（TIPC）

（世界银行）

会联合研究

发展组织）

易和发展会

文组织）

发展组织）

中心）

议）

定义项目范

系统性方法： 模块化方法：

系统性方法： 模块化方法：

部门方法：侧

利用创新应对

模块化方法：

围和目标

经济、社会和 侧重于 STI 政策

经济、社会和 侧重于 STI 管

重于工业政策

社会、经济和

侧重于 STI 政策

环境挑战背景 数据的收集、

环境挑战背景 理、明确和隐

中的 STI 组成部

环境挑战的系

支出及其影响

下的 STI。

下的 STI。

含的 STI 政

分，包括社会

统性方法

策、法律框

包容、经济竞

架、政策工具

争力和环境保

和指标

护

政治、经济、

基于现有的发

基于广泛的定

STI 及研发方面

分析、报告和
传播

评估现状

基于现有的政 在宏观经济背

STI 政策有助

策框架，需要 景和社会需求

于经济增长和 社会、文化和

展计划和策

性过程并审查

的公共支出质

跨机构间的合 下对 STI 绩效进

发展。广泛的 教育背景因素

略。包括根据

现有政策。使

量根据一系列

作。 经济、

行详细分析。

定性数据收

的描述；分析

国家发展目标

用案例研究方

定性和定量指

STI 和可持续

STI 量化指标加

集，包括文献 明确的科技和

对工业格局进

法和学习历史

标进行评估，

发展目标指标 上对具体部门

综述和定量分 创新政策、政

行的深入定量

目的是了解政

的定量和定性 的深入分析

析。

和定性分析。

府如何能够更

分析

策周期和 STI
组织结构图；

好地用于 STI，

研究研发和创

或如何能够改

新指标。

善 STI 支出对经
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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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愿景、

外部和内部利 各国根据分析

内部和外部利 审查现有 STI

各个国家在利

通过 STI 政策

改革远景的发

目标和子目

益相关方共同 和建议各自制

益相关方共同 政策的影响，

益相关方的广

和系统变革的

展可以从 PER

标

制定的领土可 定的愿景

制定的转型变 并以一项调查

泛参与下单独

其他要素实现

中产生。

持续社会经济

革协同愿景

制定的愿景

转型变革的广

发展愿景

为基础，以便
编制国家概

泛愿景

况，对 STI 政
策进行全面评
估
与利益相关

企业家发现过 在实况调查团

参与 STI 政策

参与提供调查

在整个政策周

利益相关方的

利益相关方

方进行对话

程要求公共和 期间约谈利益

审查进程的多 答复和讨论结

期内，利益相

广泛参与，包

的参与是数

和协商

私营部门、学 相关方。参与

个利益相关方 果的内部和外

关方均参与了

括地方和基层

据收集的一

术界和民间社 审查的国际社

部利益相关方

参与性决策进

创新者

部分，其形

会长期参与战 会

程

式包括访

略的制定，执

谈、获取数

行监控及相关

据等。

活动
评估替代途

建议预见性和 各国可为加强

强烈推荐技术 此步骤可以包

制定工业政策

前瞻和未来研

在分析的基础

径

类似的实践， 国家 STI 生态系

前瞻

含，但为可选

设想方案的可

究活动被认为

上，小组讨论

项

能性

有价值，但也

了不同的选择

但并非强制性 统制定设想方
案

为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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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着眼于

需要有明确的 不明确，提供

提供了关于执 该方法概述了

由各国政府个

注重实验。政

评估产生了一

实现可持续

干预逻辑，包 了建议

行、政策工具 STI 政策文

别制定，但以

策组合是 TIP

套建议，支持

发展目标的

括执行行动计

和财政工具的 书，但没有规

建议的政策文

发展的一部

使创新政策工

STI 路线图”

划、政策组合

具体指导

书为基础

分，可提供融

具更好地与国

的详细文件

和工具以及筹

办法，这些办

资指导

家发展目标保

资工具

法可应各国的

持一致，提高

要求制定

所用工具的质

定具体的解决

量和效率，并
建立一个基于
证据的框架，
以跟踪结果并
将支出与产出
和成果相联
系。
监控评估和

监控评估框架 监控评估十分

强烈建议建立 定期更新国家

监控评估是方

需要监测和形

监控评估是方

更新计划

在 S3 方法中

监控评估框

法的一部分

成性评价，重

法学的核心部

重要，但未包

概况可成为一

至关重要，并 含在内。可应

架，并可应要 种有用的监控

点是学习和改

分。STI 中的绩

具有明确界定 要求进行审查

求提供额外支 工具

善

效评价的一个

的衡量标准和 后分析

持

独特特点是在

指标

有效性阶段纳
入了影响评
价。

资料来源：（Matusiak 等人，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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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全球试点项目的主要经验教训汇总
IATT 启动了“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全球试点项目第一阶段，首批有五个试点国家。在第一阶段，路线图已
在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肯尼亚和塞尔维亚试行（见下表）。此外，欧盟和日本也加入了围绕“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全球试点项目。这些试点项目在《“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制定指导原则》草案的指
导下实施。
迄今为止，已有 20 多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该项目。当支持他们参与的资源可用时，他们将被纳入该项目。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
挑战是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积极参与。相对较好的试点国家已成功地使多个部门和机构参与进来，为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其他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协作创建平台。一个相关挑战是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计划和“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
的制定工作中。第二个主要挑战是提供最新数据和相关专门知识进行评估，制定优先事项。除新冠肺炎之外，另一个拖延路线图制定
工作的共同问题是“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开发和实施的预算的缺乏。

参与“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全球试点项目的五个国家

牵头部门

目标和范围

埃塞俄比亚
创新和技术部是牵头
机构；
有兴趣加入的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
研究合作方式。

迄今为止的所有努力
均基于 2019 年完成的
《科学、技术和创新
政策审查》；

加纳
环境、科学、技术和创新
部；
科学、技术和创新和科学
与工业研究委员会科技政
策研究所（政策研究
所）；
技术监督委员会，由总统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咨询单
位和国家发展规划委员会
共同主持；
包括财政部门，规划部
门。
2019 年 12 月利益相关方
协商会议和技术任务组第
一个中期计划审议了可持
续发展目标 1、2、4、
6、7、8、9、10 和 13 的

印度
总理首席科学顾问办公室
和国立印度转型研究院
（政府主要政策智囊团）

肯尼亚
财政部下属的国家计划司
和教育部下属的国家科
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
与信息通信技术部、外交
部、农业部和工业部合
作，并得到非洲技术研究
中心的支持

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2、
3、6、7 和 17（因为印度
具有强大的 STI 能力以及与
发展中国家结成伙伴关系
的浓厚兴趣）。

主要目标是实施 STI 政策
的计划，并支持落实总统
的四大议程，该议程侧重
于农业、制造业、卫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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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 STI 路线图”由两
个工作组制定：由总理内
阁领导的智能专业化和产
业政策部际工作组和由可
持续发展和战略部长领导
的《2030 议程》部际小
组（26 个部委）；
该路线图由教育部、科学
技术部实施；
多个部门、私营部门和学
术界参与。
塞尔维亚“着眼于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
图”是塞尔维亚智能专业
化战略（4S）的详细行动
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在 6

现状评估

替代性技术途
径

时间框架和关
键里程碑

埃塞俄比亚
计划指标的主要可持
续发展目标是 1、2、
3、8 和 10。

加纳
优先事项。还将审议可持
续发展目标 3 和 5。

印度

肯尼亚
住房，因此包括可持续发
展目标 1、2、8 和 9。

已作为 STEP 审查的一
部分完成；
包括收集关于国家发
展状况的数据和知
识，包括 22 个部门技
术路线图的国家创新
系统状况。

主要基于 STI 生态调查；
《2018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基本报告》；正在进行
其他 STI 情况分析，包括
伦敦大学学院硕士学生小
组作为与教科文组织伙伴
关系的一部分进行的桌面
研究。

使用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差距和国家情况的各种
国际和国家数据库中的指
标；
正在进行 STI 公共开支审
查，目的是促进研发和技
术的采用和传播，提高效
率和效力。

埃塞俄比亚
到目前为止，讨论的
重点是拟订一项执行
计划，涵盖为埃塞俄
比亚绘制的 22 个部门
技术图中的若干个。

加纳
侧重于新兴技术的大学技
术孵化器。

在国家以下和国家一级进
行详细的研发评估（2019
年）；
国立印度转型研究院在
2018 年制定的 62 个优先指
标中为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的 13 个构建了可持续
发展目标印度指数; 2019 年
更新了 100 个指标，涵盖
16 个目标中的 54 个子目
标，但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除外;
一些关键部门的绘制完
成。
印度
作为制定路线图的一部
分，正在对替代技术进行
分析。

新冠肺炎推迟了筹备
进程。

对政策、战略、实施计划
的现状进行评估研究；
2020 年 3 月-8 月

深入研究具体项目是下一
步；
规划了监控和评估平台。
2020 年 6 月与日本举办了
IATT 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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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2 内，
侧重于提高农民生产力和
收入以及玉米、水稻和马
铃薯技术；
玉米试验方法正在试验
中。
该小组将扩大范围，并举
行磋商，以确定哪些技术
可以交付，调动资源，并
鼓励私营部门参与。

塞尔维亚
个知识密集型优先部门
（食品、创意产业、制造
业、信通技术、关键赋能
技术、能源）的基础上促
进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
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
2、7、8、9。
4S 计划详细评估了塞尔
维亚的经济、创新和研究
潜力；
欧共体联合委员会支持绘
制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统计基线分析和确定
以具体可持续发展目标为
重点的 STI 投入；
在该分析之后，将可持续
发展目标 3、4 和 12 作
为额外优先事项进行讨
论。

塞尔维亚
企业家发现过程为可选子
目标和解决方案的讨论提
供了框架；这在单独的研
讨会报告中均有记录。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 STI 路线图”将有
详细的指标和时间框架。

埃塞俄比亚

执行、监控评
估、更新计划

IATT 侧重点
挑战/问题/教
训

尚未适用

埃塞俄比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
挑战：1）缺乏执行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 STI 路线图”
的具体预算（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为编
制工作提供了一些支
持）；
2）为利益相关方之间
的合作建立一个顺畅
的机制，理想情况
下，这些利益相关方

加纳
-提高关键利益相关方的
认识；2020 年 1 月至 12
月
-技术任务组在一个顾问
和研究援助小组的支持
下，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制
定 STI 路线图：2020 年 7
月至 12 月。
-调动资源、执行方案/项
目/活动，进行监控和评
价；2020 年 1 月至 2030
年 12 月
尚未适用；
监控评估部是技术任务组
的一部分，参与了进程。

印度

肯尼亚

塞尔维亚
预计 2020 年底完成。由
于新冠肺炎危机，进展缓
慢。

尚未适用，但规划包括监
控评估以及战略决策系统

尚未适用，因为规划尚在
编制中。

加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印度
世界银行

肯尼亚
世界银行

挑战：1）让广泛的利益
相关方参与确定优先事项
2）STI 政策更好地与部门
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3）部际合作避免重复的
关键
4）STI 管理方面的能力建
设

挑战：1）获取最新数据
2）机构间的协调
3）新冠肺炎危机减缓了进
展

挑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子目标基线数据不足，或
将政府方案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子目标挂钩的数据不
足；
经验教训：1）技术委员
会提供指导的重要性；
2）由于技能和资金有
限，需要外部支持以制定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 STI 路线图”

尚未适用，但 S4 战略包
括监控评估系统的概要，
将在基于投入、产出和成
果指标的“着眼于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 STI 路线
图”中进一步发展该系
统。
塞尔维亚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
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挑战：缺乏足够的分类数
据，建立信任并促进利益
相关方参与，克服政府孤
岛，关注可持续发展目
标，在制定战略和实际执
行之间取得平衡；
经验教训（成功的关
键）：1）利用欧盟的额
外资金为实施 4S 动员自
己的资金；2）建立常设
的公私对话平台，让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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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路线图

埃塞俄比亚
将参与路线图的编制
工作；
（3）新冠肺炎危机延
缓了整个进程
尚在筹备中:
迄今为止，仅为 22 个
技术路线图中的 3 个
制定了实施计划。

加纳

印度

尚在筹备中

农业、数字连接、卫生、
能源、电子政务、“修补实
验室”、数字身份证、数字
银行、医疗保险等领域的
各种干预措施正在筹备之
中。此外，总理还宣布了 8
项重大创新任务。

资料来源：IATT，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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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3）需要加强与利益相关
方的协商
4）最困难和最昂贵的步
骤为评估替代技术途径
尚在筹备中，但该小组已
确定了六个农业价值链的
需求和差距，以及 STI 系
统目前的差距。

塞尔维亚
别利益相关方参与；3）
获得总理的批准。

尚在筹备中；
“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 STI 路线图”的详
细内容将是 S4 的行动计
划；
将侧重于实现优先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具体行动，并
将包括监控、筹资和执行
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