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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与结构要素分析法，对 2003 年至 2019 年共计 22 份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
要：

进行综合量化研究。首先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识别政策工具三大类型，即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
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三大政策内容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供给型政策工具数量失衡，环境型政策工具相
对过溢，需求型政策工具匮乏，产业链各环节政策工具分布不均。然后运用结构要素分析法依次分析政策颁布
时间、政策文种以及政策颁布机构，结果表明政策发展滞后，文种搭配不合理，府际政策不协调。针对研究
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平衡三大政策工具内容，补充缺失政策，完善微观实施细则；调整政策重心，平衡政策等级，
协调府际关系，以期促进政策内容的科学性，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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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total of 22 Chinese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olicies from 2003 to 2019 with study methods of the policy content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lem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content analysi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supply-based policy tools
is unbalanced, the environment-based policy tools are relatively overwhelming, the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are scarce, and the policy tools of each link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policy structural elements show that the policy development lags behind, The types collo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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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是指以海洋生物为原料

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内容和结构进行定量研究。

或提取其有效成分，利用其有效活性物质进一步

首先从政策工具维度和产业链维度考察政策内容

进行海洋药品、海洋保健品、功能制品等生产加

的完善度，然后从产业政策结构维度梳理政策发

[1]

工制造活动 。海洋特殊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海洋

展脉络，分析政策效力及颁布机构合作程度，最

生物特殊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为治疗人类重大

后提出完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建议，以期助

[2]

疾病带来希望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不仅是国民

力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关乎国计民生与国家安
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由于投资回报周期长并且

1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内容量化分析

成本与风险高而鲜有私人资本注入，运用政策

1.1

分析框架构建

[3]

本文基于政策工具 X 和产业链 Y 二维分析框

指导可以弥补市场失灵，促进资源整合 ，引导
[4]

企业创新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 ：实施符合本国

架，量化分析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内容。政策

[5]

工具维度主要考察政策文本基本属性，即该政策

[6]

属于何种政策工具 ；产业链维度则是从海洋生物

国情的阶段性与针对性产业政策 ，资助对行业
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科研活动 ，加强政企合
[7]

作 ，可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促进本国战略性

医药产业自身活动规律出发考察政策文本所对应

产业发展。

的产业链环节。

1951 年，Bergmann 等

[8]

从海绵当中成功提

1.1.1

基本政策工具维度 X

取出海绵腺苷和海绵尿苷，开启了全球海洋天然

根据政策量化分析法，本文将基本政策工具

产物研究浪潮。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主要经历

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 3 种类型，以此建

了 3 个阶段 ：1963 年至 1985 年为缓慢发展期，海

立 X 维度。如图 1 所示 ：供给型政策对海洋生物

洋生物医药领域研究成果增长缓慢 ；1986 年至

医药产业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需求型政策具有直

2004 年为快速增长期，开启了对于抗癌、抗菌等

接拉动作用 ；而环境型政策工具可以提供良好发

重点海洋药物领域的研究 ；2005 年至今为震荡调

展环境。供给型政策工具包括信息支持、基础设

[9]

整期，主要领域研究均未能取得重大突破 。近

施建设、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和公共服务 ；环境

年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资源消耗加剧背景

性政策工具包括目标规划、金融支持、税收优惠、

下，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因其广阔的发展前景被世

法规管制和策略性措施 ；需求型政策包括政府采

界各国政府视为经济新增长点。2020 年爆发的

购、服务外包、贸易管制和海外机构。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增加了人们对医疗健康
产品的需求。中国海洋生物资源丰富，现已发现
22 561 种，为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了充足
的资源基础 [10]。但是，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仍
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发展质量不高，
“供给侧”严
重不足。这个阶段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投入
大量资金和技术，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才能
推进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升级，满足不断增长的市

图1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场新需求。
因此，探究目前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相关
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者们主要从海洋生
、产业集聚化发展

[12]

产业发展模式，也有通过国际合作

[13]

创新效率

1.1.2

产业链维度 Y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维度包括研发、投资、

等方面探索

生产和消费 4 个环节，涉及不同参与主体与活动

、提高产业

内容，需要针对性政策支持。研发阶段，由于需

等角度探讨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

要巨大投入，对有益于整个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

物医药产业链
[14]

[11]

政策工具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作用方式

Fig.1 The mechanism of policy tools for the marine

展路径。但是，尚缺少关于相关政策的解析研究。

展的基础研究以及重点领域的创新突破应给予专

基于此，本文运用政策量化分析法对现有中国海

项资金支持 ；投资环节，政府应该对海洋生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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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业融资给予一定便利以及税收减免等措施 ；

最终梳理出 22 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相关政策文件，

生产环节做好政策监督与保障。同时可出台消费

涉及文种如下 ：规划、命令（令）、决定、意见、

刺激政策，充分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以需

函（见表 1）
。

求促进生产来确保海洋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能够
实现良性循环。综合基本政策工具 X 和产业链 Y
2 个维度，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综合政策工具见图 2。
1.2 政策文献选择、编码及归类统计
1.2.1 政策文献选择
查阅 2003 年至 2019 年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相
关文件，发现政府尚未出台针对海洋生物医药产
业单独政策。因此，本研究以高新技术产业、战
略性产业、海洋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作为关键

图2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词，查询国务院及各部委网站，并通过电话、邮

Fig.2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China’s

件等咨询各政策部门，确保所收集政策全面可靠。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olicy

表1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文献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China’s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olicy literature
编号 公文文种
1
2

决定

政策名称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

意见

力的意见》

发文字号
国发〔2010〕32 号
国办发〔2013〕8 号

3

《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11 号

4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国发〔2003〕13 号

5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国发〔2012〕28 号

6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

国发〔2012〕50 号

7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国发〔2012〕65 号

8

《“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

国发〔2013〕4 号

9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国发〔2016〕43 号

10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国发〔2016〕67 号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国发〔2017〕861 号

12

《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国办发〔2007〕23 号

13

《高技术产业化“十一五”规划》

发改高技〔2007〕3662 号

14

《“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发改高技〔2016〕2665 号

15

《“十二五”产业技术创新规划》

工信部规〔2011〕505 号

16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国科发计〔2011〕270 号

17

《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 年）》

国科发社〔2011〕673 号

18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暂未查到

19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生物医药高技术产业化专项的通知》 发改办高技〔2006〕2923 号

11

20
21
22

规划

通知

《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若干政策的通知》

国办发〔2008〕128 号

《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国办发〔2009〕45 号

《关于印发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的通知》

工信部联规〔2016〕3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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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内容编码及统计

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基本政策工具分配表（见表

对上述 22 份文件按照“政策编号 - 章节 - 具
体条款”进行内容编码，共计 190 个单元编码，

2），条文数量合计 190 条。
1.3

并按照各自所对应政策工具进行分类，编制成中
表2

政策文献 X 维度分析
基 于 上 述 统 计 结 果， 本 部 分 将 从 政 策 工 具

中国海洋生物医产业政策工具分配表

Table 2 The table of policy tools for China’s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数量 百分比 /% 合计 /%

条文编码
3-6-2,6-9-2,12-2-4,12-4-12

信息支持

基础设施 10-6-1,13-4,2-4-1, 14-2-6, 17-5,18-4-1-1, 21-7-1, 21-7-3,3-5-2-3, 3-6-3, 133-12
供
给

资金投入 8-26-2, 10-7-3, 13-6-20, 14-2-4,2-7, 3-5-1-1, 4-10-3-1, 6-10-3, 7-4-4, 10-83-1, 10-8-3-1, 11-4-4, 12-2-7, 18-6-2,17-7-1

型

人才培养 2-4-3, 3-5-2-4, 4-7-4, 5-4-4, 6-8,7-4-5,8-5-7,8-10,9-10-6,10-4-4,11-4-3,124-13,13-5,14-2-9,15-3-15,17-7-4,18-6-6, 21-8, 22-2-3, 22-4,22-2-3*
公共服务

17-4,6-9-3, 14-2-8

目标规划

2-5-1, 2-5-2,10-4-2,

4

2.1

11

5.8

15

7.9

21

11.1

3

1.6

38

20.0

16

8.4

6

3.2

28

14.7

42

22.1

28.4

1-3-8, 2-4-4, 2-4-5, 2-6-1, 4-3, 4-4-2, 4-7-1,5-3, 6-4-3, 7-3-1, 7-3-6-10, 9-36, 9-4,9-7-1,9-8-2,9-9,10-3-2, 10-4-1, 11-2-3-1, 11-3, 13-2, 14-2-2, 15-2-4,
16-3, 17-3, 18-5-3-3,2-3-3, 2-4-6, 5-2-3，5-3*,5-3**,10-3-4, 11-2-3-1, 131-3, 13-3-10
金融支持 2-6-3,2-6-2, 2-7**,3-5-1-2, 4-10-3-2, 7-4-3, 12-2-8, 12-2-9, 13-7-23, 15-311, 16-5, 17-7-3, 21-11-3,9-10-5,10-8-3-2, 20-6-2
环
境
型

14-2-12,8-25-2,2-7*,11-4-5, 13-6-22,17-7-2

税收优惠
法规管制

68.4

2-5-3,3-5-3-1, 3-5-3-1, 5-4-1, 7-4-2, 9-10-1, 11-4-6, 11-4-6, 13-8, 17-6-2,
20-6-1,7-4-7,8-25-1, 8-25-3, 8-25-4, 9-10-3, 9-10-3, 10-7-1, 11-3*,12-2-5,
13-1-4, 17-6-4,18-6-4, 21-11-1, 21-11-2,4-10-1, 4-10-2, 15-3-16

策略措施

2-8-1, 5-4-2, 12-4-11, 15-2-9, 15-3-12, 15-3-14,21-11-4,3-5-3-2, 3-5-33, 13-3-13,2-4-2, 3-5-2-1, 3-6-1, 4-7-3, 5-4-3, 6-9-1, 6-9-4, 6-9-5, 8-25-5,
8-26-1, 8-26-3, 9-10-2, 11-4-2, 12-1, 12-2-6, 12-4-10, 13-1-1, 13-1-2, 14-21, 14-2-7, 14-2-10, 18-6-5, 21-7-2, 22-5, 23-17-3,2-8-2, 4-7-2, 5-4-5, 7-4-1,
7-4-6, 11-4-1, 13-3-11

需
求
型

政府采购

13-6-21, 15-3-13, 17-6-3

3

1.6

服务外包

—

—

—

贸易管制

—

—

—

海外机构

10-6-2，14-2-11，21-9

3

1.6

3.2

注：
“*”表示 1 个编码对应多个政策工具。

角度分析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内容的完

与科学性，为后文在政策内容方面的改进提供

善 度 与 科 学 性。 对 政 策 内 容 进 行 分 类， 即 供 给

依据。

型 政 策、 环 境 型 政 策 及 需 求 型 政 策， 通 过 统 计

1.3.1

各类政策数量及占比，分析政策内容的完善度

供给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相对完善，但其细分层面政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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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平衡。表 2 统计结果显示 ：海洋生物医药产

策中，政府对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少，各项政

业供给型政策共 54 条，占比 28.4%。其中，人才

策几乎处于缺失状态。近年来，随着老龄化人口

培养、资金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 3 种政策工具数

的加剧，人类疾病谱的改变以及人们对高品质生

量分别为 21 条、15 条与 11 条，而信息支持和公

活的追求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奠定了广阔市场需

共服务数量分别仅为 4 条和 3 条。表明政府比较

求。但是 2018 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只有

重视人才的培养，各类政策中均提出培养、引进

413 亿元，同期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为 19 310 亿

人才，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同时，政府也意识到

元，海洋生物医药产值与其广阔市场需求极不相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仍旧处于发展初期阶段，

称。需求侧创新政策可以克服系统失灵，为企业

而且根据该产业的“高成本、高风险、回报周期长”

提供创新动机 [15]。2020 年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

特点，积极建设基础设施，并对于企业、研发机

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构等在产业价值链各个环节给予资金支持，增加

局”发展战略，旨在深化供给侧改革，发挥中国

其创新与生产积极性。但信息支持和公共服务方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因此，中国政府

面政策工具占比仅为 2.1% 和 1.6%，政府对这 2

应该加大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

个层面的关注度相对不足。

积极开拓海洋生物医药国内市场，同时开拓国际

1.3.2

市场，形成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国内和国际“双

环境型政策工具
政府对环境型政策工具运用相对比较频繁，

循环”发展模式，拉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

但细分层面政策同样分布不均。表 2 政策统计结

发展。

果显示，环境型政策共 130 条，
占比达 68.4%。其中，

1.4

政策文献 Y 维度分析

目标规划和策略措施 2 种政策占比均高达 20% 以

根据政策文献统计表 1，再结合产业链维度

上，法规管制政策占比为 14.7%，金融支持和税

对政策单元编码进一步整理，可得中国海洋生物

收优惠仅为 8.4% 和 3.2%。目标规划和策略措施

医药产业政策二维分布表（见表 3）
。

过度频繁，缺乏相对稳定性，不利于企业制定长

从产业链维度看，目前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

期发展规划，影响产业稳定发展。法规管制工具

业政策工具涉及各环节，但分布不均。政策工具

虽然涉及面较广，涵盖药品注册管理、药品集中

主要集中在研发阶段，占比 54.7% ；其次是生产

采购、药品生产、知识产权保护等，但是执行力

阶段，占比 17.9% ；而投资环节和消费环节政策

度和效度仍有待提高。同时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

数量占比较低，都约为 13.7%。海洋生物医药新

政策不完善也是影响海洋生物医药企业做大做强

药研发是一项动态系统工程，具有高技术密集等

的重要因素。

特点，涉及化学、药理等诸多学科领域，政府对

1.3.3

此给予了一定政策保障，但是研发环节关于信息

需求型政策工具
需 求 型 政 策 工 具 不 仅 总 量 匮 乏， 而 且 细 分

支持、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的相关政策措施相对

层 面 政 策 单 一。 表 2 统 计 结 果 显 示 ：需 求 型 政

更少。投资和消费环节政策匮乏也导致了海洋生

策 工 具 仅 有 6 条， 占 比 3.2% ；在 细 分 层 面， 服

物医药产业低成果转化率。据测算，中国海洋生

务外包和贸易管制尚处于缺失状态。三大类型政

物技术成果转化率只有美国的 1/3[14]。

表3
Table 3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二维分布表

Two-dimensional distribution table of China’s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olicies

信息

基础

资金

人才

公共

目标

金融

税收

法规

策略

政府

服务

贸易

海外

支持

设施

投入

培养

服务

规划

支持

优惠

管制

措施

采购

外包

管制

机构

研发

3

6

10

20

2

26

1

1

13

22

0

0

0

0

54.7

投资

1

1

4

0

0

2

13

1

1

3

0

0

0

0

13.7

生产

0

3

1

1

0

8

1

4

3

10

0

0

0

3

17.9

消费

0

1

0

0

1

2

1

0

11

7

3

0

0

0

13.7

项目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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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并给予各项配套政策支持。

根据表 1 统计结果，本部分将运用结构要素

综合来看，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经历了从

分析法分析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颁布时间、

无到有，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相关部门至今

文种以及颁布机构等文献结构要素，揭示海洋生

没有出台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而是

物医药政策变迁、政策属性以及当前政策制定主

将其归为生物产业或海洋新兴产业一部分，这在

体合作情况。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2.1 颁布时序分析

2.2

政府政策颁布时序分析可以反映政策变迁不

政策文种与频次分析
文种即文献种类。在中国政府所颁布《党政

同阶段中政策价值理念、政策目标等嬗变规律。

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共有 15 种通用文献，

截止目前，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主要经历

包括 ：决议、决定、命令（令）
、公报、公告、通

了政策初步探索、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以及政策战

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议

略发展 3 个阶段 ：

案、函以及纪要。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文体功能。

（1）2003 年至 2005 年为中国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政策初步探索阶段。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通过文种量化分析，可以观察政策效力及文种分
布合理性。

国家资源部以及国家海洋局三部委于 2003 年联合

目前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包括 4 类，

发布《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发

即 ：规划、通知、意见和决定，政策形式较为单

展海洋生物医药业，并指出到 2010 年要形成初具

一。中国现有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有规划 15 项、

规模的海洋生物医药与生化制品业。但是 2004 年

通知 4 项、意见 2 项和决定 1 项。虽然中央政府

和 2005 年当中没有发布任何关于中国海洋生物医

层面指导思想、发展原则和发展目标等在各类规

药产业文件。

划文件中都有充分体现，但是政策制定具有自上

（2）2006 年至 2011 年为中国海洋生物医药

而下鲜明特性，缺少实施细则类政策。这导致中

产业政策体系初步形成阶段。国家发展与改革委

国海洋生物医药规划政策未能充分关注地域差异，

员会于 2006 年颁布了《关于组织实施生物医药高

在产业组合和区域组合上未做更加细致的二次划

技术产业化专项的通知》
，此为国家部委首次颁布

分，造成各区同质化发展，浪费资源 [16]。

生物医药专项文件。国务院于 2007 年颁布了《生

2.3

颁布机构分析

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自此开启了生物产

府际关系是指政府机构之间基于制度和非制

业发展五年规划时代。之后，国务院于 2008 年和

度安排而形成的调控模式、权力配置、利益分配

2009 年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

和责任分担机制。政策文献形成过程往往是多个

化的若干政策》和《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

政府部门博弈结果。对政策文本联合行文关系进

干政策》。此外，科技部等八部委于 2011 年联合出

行分析，可以揭示某一政策领域政府活动规律 [17]。

台《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

本部分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颁布机构联合行

2020 年）》。自此，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

文情况进行了分析（见表 4），以揭示府际合作关系，

策体系已初步建立。

进而剖析政策文件颁布的府际协调问题。

（3）2012 年至今为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

统计结果表明 ：此时，中国共有 14 个部门参

策战略发展阶段。该阶段国务院及各部委出台了

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制定。所颁布文件以单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
、
“十三五”

独行文为主，其中国务院单独发文 8 份，数量居首；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
《
“十三五”生物

国务院办公厅和发改委发文数量次之，各行文 5 份。

产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中均明

其中，发改委联合行文 3 份，且有 2 份文件为第

确提出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

一发文单位。整体上，颁布文件中单独行文占比

并给予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一系列政策支持。

55.88%。这说明政策颁布过程中，政策制定相关

自此，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已经被纳入国家战略性

部门之间协调性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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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able 4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颁布部门分布一览表

The table of China’s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olicy promulgation department distribution
第一发文单位

单独行文占比 /%

颁布部门

行文总数

单独行文

联合行文

工信部

2

2

0

0

100

国务院

8

8

0

0

100

发改委

5

2

3

2

40

国家海洋局

3

0

3

1

0

科技部

2

1

1

1

50

国土资源部

2

0

2

0

0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1

0

1

0

0

教育部

1

0

1

0

0

国务院办公厅

5

5

0

0

100

发改委办公厅

1

1

0

0

100

中国工程院

1

0

1

0

0

中国科学院

1

0

1

0

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

0

1

0

0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1

0

1

0

0

均值

2.43

1.36

1.07

0.29

55.88

3 对策建议

（联合行文）

应该加强政策颁布与落实府际合作，以期提高政

通过对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内容、结

策的执行效力。随着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壮

构要素综合量化分析，针对目前产业三大政策工

大，政策支持应该结合产业发展阶段调整政策重

具不平衡和内容欠缺问题、结构失衡以及府际协

心，在支持研发的同时，兼顾海洋生物医药投资、

调不足等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生产和消费环节。政策文种方面，平衡不同等级

（1）平衡三大政策工具内容，补充缺失政策，
完善微观实施细则。政策平衡可以促进产业创新
[18]

政策数量，注重执行环节的政策出台，优化规划
类政策文件，确保政策顶层设计能得到有效贯彻

，因此需要在政策内容方面提升宏观规划

与执行。府际协调方面，确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

质量，平衡使用不同政策。环境型政策方面，整

牵头部门可以确保政策具有全局性 [22]，有助于部

合现有目标规划和策略措施，确保政策间的一致

门利益的协调，提升政策的实施效力 [23]。因此应

性。保证政策科学性和长久性，完善金融支持和

该确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主管部门，并由其牵头

税收优惠政策，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供给型

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联合颁布或发文，这样可以避

政策方面，提供信息支持，建立科研、产业以及

免部门之间因利益冲突而各自为政，防止造成政

市场等相关领域信息平台，帮助企业科学决策，

出多门、互相矛盾以至于影响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规避风险 ；完善科研、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等配

政策实施效果的现象发生。

发展

套公共服务 ；提高资金投入政策实施质量，形成
对企业事后研发投入有效激励 [19]，避免企业因为
过分依赖政府资金支持而降低研发和创新动力

[20]

。

需求型政策方面，多举措并举调节市场需求，逆
向推动企业创新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分析，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的变
迁可以分为政策探索（2003—2005 年）、政策形成

[21]

，确保生物制药企业良性运转。 （2005—2011 年）以及战略发展（2012 年至今）3

（2）调整政策重心，平衡政策等级，协调府
际关系。目前政策仍比较宽泛，聚焦于宏观层面，

个阶段。政策内容方面，目前仍存在三大政策工
具不均衡及部分政策缺失问题，特别是需求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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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处于缺失状态，供给型政策与环境型政策细分
层面内容也存在缺失。在政策结构方面，目前政
策文种单一，主要集中在规划，忽略了实施类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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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2018, 98: 164-173.
[8] BERGMANN W, FEENEY R.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marine
products. XXXII. The nucleosides of sponge[J]. Org Chem, 1951,
104(16): 981-987.

而政策颁布机构各自为政、缺少互补协调的问题

[9] 张艺 , 孟飞荣 .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研究竞争力发展态势

也非常突出。为此，本研究针对政策内容制定问

研究—以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 2019,

题提出了平衡三大政策工具内容、补充缺失政策

36(16): 67-76.

与完善微观实施细则的建议 ；针对政策结构问题，
提出了明确政策支持方向、优化政策文种、确定
牵头部门与协调府际关系的建议。希望通过以上
两方面建议，促进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内
容的制定更加科学，政策的执行效力进一步提高。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
其发展极其重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对于经
济的带动作用以及海洋药物对于重大疾病的治疗
效果受到了世界各界人士的关注。因此，对于海
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的不断研究，促进政策体系
进一步完善对于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10] 王长云 , 邵长伦 , 傅秀梅 , 等 . 中国海洋药物资源及其药用研究
调查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 2009, 39(4): 669-675.
[11] 韩立民 , 周乐萍 . 青岛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发展研究 [J]. 中国
渔业经济 , 2013, 31(5): 109-116.
[12] 黄盛 , 周俊禹 . 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的对策研究 [J].
经济纵横 , 2015(7): 44-47.
[13] FU X M, JIANG S S, WANG S, et al.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J].
Sustainability, 2018, 10(2): 222-234.
[14] 付秀梅 , 王诗琪 , 林香红 , 等 . 基于 SFA 方法的中国海洋生物
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J]. 科技管理研究 , 2020,
40(13): 202-208.
[15] EDLER J, GEORGHIOU L, BLIND K, et al. Evaluating the demand
side: New challenges for evaluation[J]. Res Eval, 2012, 21(1): 3347.
[16] 孙蕊 , 吴金希 .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J]. 科学
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2015, 36(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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