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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主要介绍“欧洲研究区”建设 20 年来在加强欧盟科技创新政策凝聚性、减少碎片化，实

现知识自由流动，加强欧盟、成员国和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等方面取得的进展。概述了新形势下“欧洲
研究区”五大发展空间要求以及“欧洲研究区”未来战略目标及路线图规划。最后结合我国科技创新发
展现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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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于 2000 年 提 出 建 设“ 欧 洲 研 究 区 ”
（European Research Area），旨在解决欧盟科技创
新体系碎片化问题，加强欧盟科技创新集中统筹能
力，提升欧盟协调成员国科技创新资源水平。20 年

“欧洲研究区”建设 20 年分三阶段发展，相
关阶段目标、重点工作及阶段性成果如表 1 所示 [2]。
20 年来，“欧洲研究区”建设取得较大进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来，“欧洲研究区”建设虽取得一定效果，但仍存

（1）成员国科技创新合作机制有所完善。在

在不足。欧盟新一届领导层于 2020 年上任，重新

欧盟推动下，旨在共同应对挑战、加强成员国科技

强调建设“欧洲研究区”的重要性，发布《为科研

资源协调、聚集科技资源力量的欧盟成员国联合研

和创新的新欧洲研究区》（A New ERA for Research

究计划自 2004 年以来共投入 70 多亿欧元，目前该

[1]

and Innovation）通讯文件 ，综合分析欧盟科技创
新面临的新挑战，提出欧洲研究区新战略目标，并

计划年投入达 8 亿欧元。
（2）欧盟科研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按步推进。

拟定相关路线图及实施行动计划，以期在欧盟绿色

通过“欧洲科研基础设施战略论坛”
（ESFRI）机制，

和数字双转型、应对新冠疫情、加强“技术主权”

推出 55 项欧洲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其中 37 项

中发挥重要作用。

基础设施已完成部署，涵盖各研究领域，动员资金

1

“欧洲研究区”建设阶段性进展

近 200 亿欧元 [3]。
（3）欧洲科研人员流动性有所突破。在《欧

自 2000 年以来，“欧洲研究区”通过欧盟层

洲研究人员宪章》和《新聘研究人员行为准则》

面大力调整科技创新政策和计划，推动欧洲科研

推动下，破除欧洲科研人员流动性地理障碍、破

人员、技术自由流动，加强欧洲各国科技创新合作，

解科研人员职业生涯碎片化问题取得重要进展。

力图保持欧洲科技创新的卓越性，实现更具竞争

此外，EURAXESS 科研人员职业发展平台通过提

力的欧洲产业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

供信息和专业服务，有力支持科研人员流动和职

重大挑战。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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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欧洲研究区”阶段性目标、重点工作和成果表（2000—2020）

阶段

阶段性目标

阶段性重点工作

阶段性成果

阶段一：加强科
技创新政策凝聚
性，减少碎片化
（2000—2007）

解决欧盟成员国科技创
新体系碎片化、孤立化
和区分化问题，应对欧
盟与其成员国科技创新
政策缺乏协调问题。

· 加强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建
设；
· 协调实施欧盟及其成员国科
技创新活动；
· 加强人力资源自由流动；
· 加强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创
新政策凝聚性；
· 提高欧洲科技创新体系吸引
力；
· 倡导共同社会和伦理价值
观。

· 推出地平线第六框架计划新
工具措施；
· 建 立“ 欧 洲 研 究 区 ” 网 络
（ERA-NET），作为欧盟协调
成员国科技创新政策工具；
· 长期性公公、公私伙伴关系获
得欧盟科研框架计划财政支
持；
· 建立协助科研人员自由流动，
寻找岗位、资金、职业发展等
的门户网站平台 EURAXESS；
· 制定《欧洲研究人员宪章》；
· 制定《新聘研究人员行为准
则》。

阶段二：使知识
自由流动成为
现实
（2007—2012）

巩固欧盟与其成员国伙
伴关系，将知识自由流
动 定 位 为“ 第 五 种 自
由”。

· 加强欧盟各层次研究流动
性；
· 建立世界一流科研基础设
施；
· 建立卓越科研机构，形成集
群效应并参与公私伙伴关
系；
· 实现知识有效共享；
· 加强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统筹
协调；
· 推出成员国联合研究计划，
推动“欧洲研究区”向世界
开放。

· 制 定《“ 欧 洲 研 究 区”2020
愿景》；
· 发布确保欧盟科技创新领先
地位的《隆德宣言》；
· 实施成员国联合计划；
· 发布欧盟关于知识转移中知
识产权管理的建议文件；
· 发布欧盟大学和其他公共科
研机构行为准则；
· 建立“欧洲科研伙伴关系”机
制，鼓励科研人员流动，提供
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工作条件；
· 建立欧盟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框架；
· 建立“欧洲科研基础设施联
盟”（ERIC）法律框架；
· 通过《里斯本条约》第 179 条，
确定“欧洲研究区”法律地
位 [4]。

阶段三：加强欧盟、
成员国和利益
相关方伙伴关系
（2012—2020）[5]

创建知识、科技创新真
正单一市场。

· 成员国国家科研体系更加有
效；
· 实现最佳跨成员国科技创新
合作；
· 建立科研人员开放劳动力市
场；
· 加强科研人员性别平等；
· 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

· 发 布《2015“ 欧 洲 研 究 区”
路 线 图 》 和《“ 欧 洲 研 究
区” 国 家 行 动 计 划（2015—
2020）》；
· 通过欧洲研究区和创新委员
会加强“欧洲研究区”管理
· 发 布 系 列《“ 欧 洲 研 究 区”
进展报告》。

（4）欧洲科研数据共享力度提升。“欧洲研

数据云平台，加强对开放、免费和可重用科学信

究区”通过“开放科学计划”和近期启动的“欧

息的访问，提高欧洲科研数据开放和知识共享水

洲开放科学云”平台（EOSC），创建了欧洲科研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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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战略与政策·

2

当前新形势对“欧洲研究区”建设提出
  新要求
欧盟将新冠疫情、绿色和数字双转型视为欧

盟当前和未来科技创新的三大挑战。新冠疫情方
面，欧盟认为新冠疫情加剧了其面临的深层次社
会、生态和经济挑战，欧盟经济复苏是当务之急。
新冠疫情证明科技创新合作能快速应对最紧迫重
大需求，如欧盟实施欧洲研究区应对新冠十大行
动计划、组织国际新冠认捐大会等成为合作快速
应对疫情的典范。欧盟认为新冠疫情凸显人与自
然关系的脆弱性，突出对更健康、更可持续生活
方式的需求，而科技创新有助于加快人与自然关
系的积极变化。
欧盟承诺 2050 年实现碳中和，计划 2030 年温
室排放比 1990 年削减至少 55%。欧盟认为加速科
研创新、推动成员国公私部门科技创新合作、加快
清洁技术市场部署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未来十

和公私合作推动创新。
（4）科研产出主要评价指标不足。欧盟是国
际科技创新合作的领导者，但欧盟高影响力出版物
论文成果水平低于美国，自 2012 年以来毫无进展，
而同期中国在不断增长。
（5）科研人员性别不平等。尽管欧盟政策一
直强调科研创新性别平等，但进展缓慢且效果不足。
欧盟高校仅 24% 的领导岗位由女性担任 [6]。

3

“欧洲研究区”未来战略目标及路线图
规划
为应对欧盟未来挑战，从“欧洲研究区”出发

支撑欧盟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欧盟提出“欧洲研
究区”以下四大未来战略目标。
（1）优先投资和改革。欧洲研究区建设旨在
加速绿色和数字转型，增强欧盟竞争力，加快疫后
复苏速度，提高经济恢复韧性。欧洲研究区建设应
简化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创新体系内部关系。继续

年是欧盟“数字十年”，新冠疫情已证明基于欧盟

坚持欧洲研究区科技创新投入的“卓越”原则，即

价值的先进数字技术对实现欧盟经济和社会韧性的

拥有最佳概念的最优秀科研人员获得资金支持。

重要性。同时数字转型也是实现绿色革命的关键推

（2）优化实现“卓越”路径。加快推广欧洲

动器。欧洲研究区坚持科学卓越原则，具备整合欧

成员国最佳科技创新体系实践经验，实现欧盟各成

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创新政策的能力，因此欧洲研究

员国科技创新体系更“卓越”、更强健。以地平线

区在化解上述欧盟挑战中扮演重要角色。

欧洲框架计划措施为范例，鼓励和支持各成员国加

但欧盟认为“欧洲研究区”实现目标进程放缓，
且存在以下五大关键问题，仍有巨大突破空间：

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3）加快科研创新成果市场转化。科技创新

（1）研发强度停滞不前，企业研发投入落后

政策应以提升经济与社会韧性和竞争力为目标，改

于竞争者。欧盟 2018 年研发强度为 2.19%，远低

善企业科研创新投入环境，应用推广新技术，提升

于 3% 的目标。自 2010 年以来欧盟公共研发投入

科研创新成果市场和社会转化率，确保欧盟在全球

增长停滞。欧盟企业研发投入 2018 年占 GDP 的

科技竞赛中的领导地位。

1.45%，大幅低于其竞争者。韩国同期占比为 3.64%，
日本 2.59%，美国 2.05%，中国 1.69%。
（2）欧盟成员国间科研创新实力差距化明显。

（4）加强科研人员流动性和知识、技术自由
流动。通过深化成员国层面科技创新政策整合与协
调，加速科学知识和创新自由流动步伐，提升科技

近年来，欧盟科技创新实力较弱的成员国参与欧盟

创新体系效率和效能。欧洲研究区将继续推动框架

地平线框架计划力度不断增加，但相关科研质量、

条件和包容性建设，助力培育研究人员掌握卓越科

创新活动指数显示欧盟内部科研创新差异化巨大。

学所需技能，同时无缝对接欧盟各相关领域，包括

（3）欧盟科研成果转化相对落后。欧盟在绿

教育、培训、劳动力市场等 [7]。

色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信

欧盟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拟定了欧洲研究

息通信技术（ICT）迅猛发展，欧盟需要加强工业

区路线图，并计划与成员国、利益相关方合作实施

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解决方案应用、利用技术转移

14 项行动计划，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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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欧洲研究区路线图及行动计划表

序号

战略目标

行动计划内容

时间

1

优先投资和改革

（1）重申欧盟研发强度达到 3% 的目标；
（2）新提出在欧盟协调下，成员国 2030 年前公共研发平均强度从目
前的 0.81% 提升至 1.25%，以发挥公共财政杠杆作用，激励私有部门
研发投入。

2021 年起

启动“欧洲研究区转型论坛”，该论坛由欧盟委员会牵头，作为欧盟
与成员国讨论科技创新投入政策、与相关部门协调科技创新政策、加
强欧洲研究区程序监管及举措、为欧盟科技创新创造良好框架的平台；
该论坛还将召集欧盟及成员国负责科技创新资金管理机构的代表，共
同讨论相关优先事宜，解决成员国及相关区域实施科技创新政策相关
问题，保障资金来源的协同作用。

2021 年起

（1）支持研发强度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成员国在未来 5 年内研发投
入增长 50%；
（2）欧盟将支持成员国改革其科技创新政策，并为此目标提供技术
援助。地平线欧洲计划将通过“扩大参与和加强欧洲研究区”一揽子
计划，为科技创新绩效差的成员国提供支持，与绩效良好成员国的科
技创新系统对接；
（3）促进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创新计划的协调和互补，助力部署一
揽子疫后复苏计划。

2021 年起

培养卓越人才，启动“为你的欧洲研究区”计划（ERA4You），通过
产学研流动机制框架，鼓励科研人员流动，提高其实现“卓越”的机会。
在“欧洲研究区转型论坛”建立工作机制，以
（1）促进和监测科技创新绩效差的成员国科研人员和机构实现“卓
越”机会；
（2）支持成员国更好地组织科研人员开展产业合作；
（3）助力科技创新绩效差的成员国制定措施，支持其科研人员提高
“卓越”技能，提高其科技创新体系绩效。
高被引论文落后欧盟平均水平的成员国，未来 5 年内与欧盟平均水平
差距缩小至少 1/3。

2021 年起

2

3

4

优化实现
“卓越”路径

5

加快科研创新成果 在“地平线欧洲”框架计划下，2022 年底前联合制定产业共性技术路
市场转化
线图，支持实施欧盟新工业战略，组建关键性产业伙伴关系，加快科
研成果上市。

6

基于现有能力，开发欧盟范围的网络框架系统，以支持欧洲科技创新生态
系统建设，增强“卓越”性，最大化利用知识创造、流通和使用的价值。

2022 年前

7

更新知识增值指导原则、智能使用知识产权行为准则，包括促进实施
欧洲单一专利制度，以确保实现有效且可负担的知识产权保护。

2022 年底前

8

加强科研人员流动 与成员国和科研机构合作，推出工具箱支持科研人员职业生涯发展，
性和知识、技术自 工具箱包括以下组件：
由流动
（1）构建欧盟科研人员能力框架；
（2）人才流动计划鼓励人才在产学研间交流；
（3）“地平线欧洲”计划的针对性培训项目；
（4）一站式人才资源网站平台。

2024 年底前

9

通过“地平线欧洲”计划，启动经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发布平台，在
确定作者权利的基础上，不受限制地共享公共资助的同行评审文章；
确保“欧洲开放科学云”提供可找寻、可接入、可互操作、可再使用
的科研数据和服务；完善科研评估体系，鼓励开放科学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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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底前

2021 年起

·创新战略与政策·
续表
序号
10

4

战略目标

行动计划内容

加强科研人员流动 欧盟与成员国合作，推动将“欧洲科研基础设施战略论坛”建设成为
性和知识、技术自 全球一流科研基础设施生态系统，着眼于欧盟重大优先战略，通过建
由流动
立新的“技术基础设施”治理结构，扩大科研基础设施服务范围，如
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快速研发、测试等服务。

时间
2021 年底前

11

与成员国、欧洲教育区（EEA）指导机构合作，制定高校和科研协同 2021 年（计划于
合作行动路线图，充分发挥高校科教双重作用。
2021 年完成）

12

与成员国和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包容性性别平等系列计划，促进欧盟
科技创新性别平等。

2021 年起

13

与成员国及利益相关方共同组织全欧范围的公众参与科技活动，提高
公众科技意识，加强科普网络建设。

2021 年起

14

创新欧洲研究区治理机制，在总结地平线欧洲战略规划部署基础上， 2021 年（计划于
与成员国共同制定和实施欧洲研究区战略优先议程。
2021 年完成）

启示和建议

关建议如下：

在欧盟绿色和数字双转型的关键时期、欧洲
新冠疫情持续肆虐之际，欧盟推出“欧洲研究区”
新战略目标、路线图及行动计划，凸显了欧盟将
科技创新视为应对当前和未来社会主要挑战，实
现欧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
“欧洲研究区”是欧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
长期探索，其理论和实践值得重视和关注。总体
而言，欧盟希望通过“欧洲研究区”新建设，进
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研发强度；加强欧
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创新政策、计划和项目统筹协
调，进一步解决欧盟成员国内部科技创新不平衡

（1）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瞄准“四个面向”，
充分发挥举国机制优势，加快培育和构建国家科
技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同时发挥
政府引导作用，为企业在科技创新上发挥主体作
用提供必要、合适的公共服务，完善支持企业技
术创新政策工具，加大创新资源投入力度，聚焦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和联
合攻关，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
（2）下大力气破解科技创新体制障碍，化解
结构性矛盾，解决政策性问题，充分带动科技创
新最大动能，激活广大科技人才最大潜能，释放
创新要素最大效能。强调顶层设计、突出统筹规划，

问题；深入盘活科技创新各项要素，使欧盟科技

进一步解决科技创新政策、计划和项目碎片化、

创新体系和生态建设更具韧性和活力；打造欧盟

分散化问题。

科技创新单一市场，以支撑欧盟双转型目标，落

（3）通过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倾斜，加大科技

实欧盟“技术主权”战略。2020 年 10 月 20 日，

创新资源供给，投入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发挥

欧盟成员国科技部长会议召开，各国就“欧洲研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创新高地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究区”新建设，落实“欧洲研究区”新战略目标、

采取省市“结对子”等帮扶措施，以及开展中西部

路线图及行动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成立 20 年的“欧

科技干部交流等举措，填补科技创新区域洼地，进

[8]

洲研究区”重启新征程 。

一步缩小东西部区域科技创新不平衡差距。■

2020 年 10 月，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明确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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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Area
XIAO Yi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Center, Beijing 100045)
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Area (ERA)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strengthening the cohesion of the EU’s STI policy and reducing policy
fragmentation; realizing the free flow of knowledge;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EU, member
states and stakeholders. It outlines five major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Are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future strategic goals and roadmap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Area. Finally,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TI development for China.
Keywords: EU; European Research Area; STI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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