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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间的创新合作越来越多ꎬ 成员企业应如何做出承诺才能激励创新投入与合作绩效ꎬ
又该如何设计承诺和惩罚规则ꎬ 既能抑制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ꎬ 又保持承诺后企业的应变灵活

性ꎮ 本文依据现有文献所研究的内容ꎬ 析取出近三十年来与此主题相关的重要文献ꎬ 论述企业合

作创新中的机会主义和策略承诺ꎮ 本文指出ꎬ 尽管横向合作的研究较为成熟ꎬ 但是有关共性技术

创新合作的研究仍然较少ꎻ 而在纵向合作中ꎬ 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多ꎬ 涉及机

会主义行为和策略承诺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ꎮ 在两个方向有关策略承诺的研究中ꎬ 有关可浮动的

承诺研究几乎是空白ꎮ 承诺的可浮动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ꎬ 因此更值得研

究者所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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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３ 年ꎬ 总部设在美国的巴特尔纪念研究所估计: 中国 ２０１４ 年的研发支出将增至 ＧＤＰ 的 ２％ ꎬ 到

２０１８ 年可能超过 ３４ 个欧洲国家对科研的总投入ꎬ 并在 ２０２２ 年超过美国[１]ꎮ 更进一步ꎬ 在中国乃至全球

的创新实践中ꎬ 企业间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ꎮ 例如ꎬ «Ｔｈｅ Ｂｕｒｒｉｌ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２]显示全球生命科学技术研

发合作协议数量约 １３０ 项 /年ꎬ 研发支出约 ３７６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强化企业

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３] ８ 号)ꎬ 指出 “目前我国企业创新能

力依然薄弱ꎬ 企业尚未真正成为创新决策、 研发投入、 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ꎬ 未来 “将建设

一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基地”ꎮ
实际上ꎬ 近年来在国家相关部委的鼓励措施下ꎬ 企业间的创新合作越来越多ꎮ 例如ꎬ 上海汽车与通用

汽车继联合开发新一代动力总成之后又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ꎬ 宣布双方将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和新一代

车型开发等核心领域加强合作ꎮ 与此同时ꎬ 因合作中的投机而致成员分道扬镳的例子也屡见不鲜ꎮ 例如ꎬ
第一汽车曾于 １９８６ 年在克莱斯勒的协助下研发出红旗 ＣＡ７５０Ｆꎬ 并得到克莱斯勒的承诺: 一年后可引进其

原型道奇 ６００ 的生产线ꎮ 但是克莱斯勒在看到道奇热销后却违反承诺恶意提价ꎬ 从而导致双方的合作不欢

而散ꎮ 目前我国的产业技术联盟仍然停留在产销合作的层面ꎬ 技术研发仍然薄弱ꎮ 同时ꎬ 本应作为合作主

体的企业创新动力不足ꎬ 成本分担、 利益共享、 意外应变等方面的机制尚不健全ꎮ 要解决这些问题ꎬ 需要

先从微观层次分析ꎬ 把握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动机ꎬ 揭示联盟内部成员的相互作用机理ꎮ 从实际情况看ꎬ 企

业常在研发阶段进行合作ꎬ 而后进行相对独立的生产运作ꎮ 无论在哪个阶段ꎬ 其中的不确定性都是企业决

策与管理中十分棘手却又不容回避的影响因素ꎮ 在合作过程中ꎬ 随机事件的发生很可能改变企业的合作意

愿ꎬ 使得企业出于自利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ꎮ
为了促进合作ꎬ 降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ꎬ 参与合作的企业通常会针对某些合作事项做出策略

承诺ꎮ 所谓策略承诺ꎬ 既包括事前所签订的正式书面合约ꎬ 也包括合作成员之间的非正式承诺或口头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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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ꎮ 那么ꎬ 在产品研发与产销环节均面临不确定性时ꎬ 成员企业应如何做出策略承诺? 是否存在依赖于历

史行动与所观察信息的可浮动承诺ꎬ 使其既能保证适度灵活性又能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 进而ꎬ 如何

设置惩罚规则以使承诺可信? 上述问题是多数企业在合作创新中所必须面对的ꎬ 具有一般性ꎮ 对策略承诺

问题的研究将展现创新联盟的内在作用机理ꎬ 从深层次降低双边际效应和机会主义的不利影响ꎬ 为越来越

多的战略合作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ꎮ
上述问题所具有科学意义已经被一些研究者所捕捉ꎬ 并进行了初步考察ꎮ 例如ꎬ Ｍｅｌａｎｄｅｒ 和 Ｔｅｌｌ[３]新

近考察了新产品开发合作中的不确定性问题ꎬ 通过案例分析指出基于技术、 商业、 组织等因素的不确定性

是如何驱使企业从承诺转而寻求合作灵活性的ꎮ 即便如此ꎬ 在合作各方试图以相互承诺 (包括书面的和

非正式的承诺) 来确认这种合作时ꎬ 发现仍存在诸多难题有待解决ꎮ 因此ꎬ 在现实中研发合作所具有的

高度不确定性使得合作成员饱受机会主义行为的困扰ꎬ 同时也增加了合作的签约成本[４]ꎮ 鉴于此ꎬ 本文

紧密结合技术创新联盟的实践进展ꎬ 对多个企业在技术创新合作和新产品生产销售中策略承诺研究进行梳

理并作出评述ꎮ 拟通过本文的工作ꎬ 使参与合作的企业或相关研究者能够知悉现有研究成果、 把握未来

前沿ꎮ
本文依据现有文献所研究的内容ꎬ 析取出近三十年来与本文主题相关的重要文献ꎬ 并将重点放在近五

年的新近成果上ꎬ 论述企业联合研发新产品时的策略承诺问题ꎮ 现有研究可根据企业关系将合作创新分为

两类: 同一产业内竞争对手间的横向合作ꎬ 跨产业伙伴企业间的纵向合作ꎮ 本文首先从合作创新出发进行

评述ꎬ 逐渐将范围缩小至机会主义和策略承诺的研究ꎬ 以期使读者抓住未来的研究重点ꎬ 把握研究前景ꎮ

１　 横向合作创新研究

同行业内的寡头为了避免激烈竞争ꎬ 往往会以联营、 战略联盟等形式进行合作ꎮ 鉴于反垄断法案限

制ꎬ 横向合作大多集中在生产制造或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研发合作ꎬ 处于产业链的前段ꎬ 通常锁定相对基础

的技术创新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此方向一直不乏实证研究ꎬ 其重点是关注研发协作发生频率和研发

支出ꎬ 试图发现对研发合作更为有利的因素 (如 Ｎｅｇａｓｓｉ[５]等)ꎮ 关于横向合作的理论分析ꎬ 现有研究广泛

采用 ＤＡｓｐｒｅｍｏｎｔ 和 Ｊａｃｑｕｅｍｉｎ[６] 所提出的二阶段博弈结构以及 Ｋａｍｉｅｎ 等[７] 对研发组织模式的基本分类ꎬ
可参见葛泽慧和胡奇英[８]的详述ꎮ 现有研究主要考察技术溢出或成本分担对研发投入与合作模式的影响ꎬ
此外也涵盖了对吸收能力、 互补性、 研发强度等决定因素的探讨 (见葛泽慧和胡奇英[９－１１]ꎬ Ｂｅｌｄｅｒｂｏｓ
等[１２]ꎬ Ｇｎｙａｗａｌｉ 和 Ｐａｒｋ[１３]等)ꎮ 此方向的研究大多以降低成本 (ｃｏｓ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来测度研发产出ꎬ 因而更

适用于技术革新或工艺流程改进ꎬ 但是很难刻画新产品或新技术开发 (刺激需求型研发)ꎮ 客观来讲ꎬ 刺

激需求型的创新合作确实存在建模上的难度 (主要体现在合作创新的不确定性高、 受影响因素众多等几

个方面)ꎬ 难以兼顾合理性和易处理性ꎬ 直至最近几年才有所突破ꎮ 例如ꎬ Ｂｈａｓｋａｒａｎ 和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１４] 曾建

立变量描述新产品质量提升水平ꎬ 进而定义两种合作途径来考察企业的合作动机与决策ꎬ 其结果显示合作

途径受产品开发类型和利润分享程度的影响ꎮ
在横向合作实践中ꎬ 为了避免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反垄断政策限制ꎬ 近年来的创新合作大多集中于共性

技术ꎮ 所谓共性技术ꎬ 在国际上通称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但其定义不一而足 (薛捷和张振刚[１５])ꎮ 一般来

说共性技术指对整个行业或产业技术水平、 产业质量和生产效率有重大辐射作用ꎬ 具有长远应用前景的一

类技术ꎮ 现有针对共性技术的合作创新研究并不多见ꎮ 无论如何ꎬ 共性技术合作研发所具有的战略意义ꎬ
相关主题在近年来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ꎮ 例如ꎬ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１６]曾在讨论技术合作与创新产出时谈到共性技

术所具有的特征ꎮ 骆正清和戴瑞[１７]ꎬ 孙福全和彭春燕[１８]ꎬ 赵加强[１９] 等则重点讨论了共性技术的选择方

法、 协作创新组织模型等ꎮ 总体来讲ꎬ 目前对共性技术联合研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政策方面与创新管

理方面ꎬ 较少从微观角度分析企业的互动行为———而这种微观角度正是企业投机行为和策略承诺所倚重

的ꎮ 只有从微观角度把握企业行为背后的激励相容或冲突ꎬ 才能更有效地研究企业的事前承诺ꎬ 进而通过

机制设计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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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纵向合作创新研究

纵向合作因其避免了激烈竞争和市场共谋而受到重视ꎬ 研究也日渐增多ꎮ 对于上游企业来讲ꎬ 生产定

制化产品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诱发客户需求ꎬ 因为多数情况下客户并不能准确描述他们的需求

(Ｚｉｐｋｉｎ[２０])ꎬ 所以在新产品开发中与客户的紧密合作非常必要ꎻ 对于下游企业来说ꎬ 供应商早期参与可

以节约许多间接成本ꎬ 使下游企业获益匪浅 (Ｂｉｄａｕｌｔ 等[２１] )ꎮ 纵观近 ３０ 年来的发展ꎬ 此方向的研究是从

下述两个不同支流逐渐汇合而形成的ꎮ
一个是从供应链管理的视角建立模型ꎬ 考察竞争与合作动机ꎬ 发现科学问题ꎬ 设计协调机制ꎬ 但较少

考虑创新的具体情境ꎮ 近年来ꎬ 关于如何更好地理解供应链的内在规律ꎬ 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都取得了巨

大进展 (Ｓｉｍｃｈｉ￣Ｌｅｖｉ 等[２２])ꎮ 供应链管理强调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ꎬ 但双边际效应容易引起成员间

的利益冲突ꎬ 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供应链协调与结构设计方面ꎬ 详细内容可参见 Ｃａｃｈｏｎ[２３] 对

供应链协调机制给出的综述ꎮ Ｓｉｍｃｈｉ￣Ｌｅｖｉ 等[２２]、 Ｇｒａｖｅｓ 和 Ｄｅ Ｋｏｋ[２４]、 马士华和林勇[２５]等也有详尽介绍ꎬ
其中包括了此领域众多知名学者的深刻见解ꎮ 随着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构架的逐步成熟ꎬ 近几年研究问题也

拓展到上下游联合创新方面ꎬ 如 Ｋｉｍ 和 Ｎｅｔｅｓｓｉｎｅ[２６]ꎬ Ｇｅ 等[２７]的工作ꎮ
另一个则是从产业组织的视角ꎬ 利用数据和案例来研究投资决策、 组织模式、 合作绩效以及影响因素

等ꎬ 而较少从微观层面考虑企业互动与机制设计ꎮ Ｈａｒａｂｉ[２８] 最先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了纵向研发协作对企

业投资的影响ꎬ 并引起众多研究者关注 (如 Ｂｉｄａｕｌｔ 等[２１]ꎬ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和 Ｌｉｎ[２９]ꎬ Ｉｓｈｉｉ[３０]等)ꎮ 在考察合作创

新时ꎬ 联盟中的成员关系也是联盟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ꎮ 合作关系的维系既可以依赖于事前合同ꎬ 也

可以是口头约定ꎮ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和 Ｂｒｕｓｈ[３１]通过定义两种影响方式———自约束协定和可强制执行合同ꎬ 考察

了供应商在纵向联盟中的绩效ꎬ 指出合作定位、 某些不可证实的保障以及目标定价背后的动机等因素对供

应商来讲意义非常ꎬ 这也与笔者长期的定量分析结果一致ꎮ 与此类似ꎬ Ｖａｎｎｅｓｔｅ 和 Ｆｒａｎｋ[３２]ꎬ Ｒｙａｌｌ 和
Ｓａｍｐｓｏｎ[３３]则区别为正式合同与关系型合约ꎮ 除了实证研究ꎬ 利用建模分析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降低成本类

研发合作 (如 Ｉｓｈｉｉ[３０]等)ꎬ 考察企业的投资决策、 相关因素的影响、 社会福利等问题ꎮ 无论如何ꎬ 企业的

投资决策及与其相关的生产决策大多是策略性的ꎬ 即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事前决策ꎮ 而合作中广泛存

在的有限理性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仍未引起足够重视ꎬ 尚待更多研究ꎮ
尽管近十年来开始出现两个支流的汇合ꎬ 但是文献数量仍然较少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在 Ｇｉｌｂｅｒｔ 和

Ｃｖｓａ[３４]指出价格承诺对下游创新的激励作用之后ꎬ Ｋｉｍ 和 Ｎｅｔｅｓｓｉｎｅ[２６] 则假设创新可降低生产成本ꎬ 考察

了价格承诺与期望边际承诺对零部件研发与采购的影响ꎻ Ｃａｓａｄｅｓｕｓ－Ｍａｓａｎｅｌｌ 和 Ｙｏｆｆｉｅ[３５] 从微软和英特尔

的创新案例出发进行建模分析并指出合作冲突的不可避免性ꎮ 国内的研究几乎与国际同步ꎮ 例如ꎬ 霍沛军

等[３６]以二级供应链为对象ꎬ 考察政府研发补贴以及下游企业数量变动对研发投入、 产出和绩效的影响ꎻ
葛泽慧和胡奇英[３７]则以合作研发为背景考察了企业技术贡献水平对合作模式的影响ꎮ 概括来讲ꎬ 现有研

究大多假设创新能降低生产成本ꎬ 认为考虑合作对创新投入具有激励作用ꎬ 但孙晓华和郑辉[３８] 是为数不

多的例外之一ꎮ 而如何在现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集中考察研发和产销阶段中不确定性、 协同效应、 策略承

诺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ꎬ 将是未来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ꎮ

３　 关于机会主义和策略承诺的研究

研发和产销环节中的不确定性普遍存在ꎬ 原因复杂、 形式多样ꎮ 同时ꎬ 随着产业链条和研发周期的加

长ꎬ 不确定性也被放大ꎬ 如 Ｌｅｅ 等[３９]、 Ｃｈｅｎ 等[４０]曾指出了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ꎮ 现有相关研究更侧重考

察某一类型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影响ꎬ 鲜有同时考察多种类型的不确定性ꎬ 更缺乏对其来源的系统分类ꎮ
研究表明合作中的资产依赖性、 专属性以及信息不对称会引发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 (见易余胤等[４１]ꎬ 孙

彩虹等[４２])ꎮ
实际上ꎬ Ａｎａｎｄ 和 Ｇａｌｅｔｏｖｉ[４３]曾于早前非常具体地提出当产权较弱时更易引发借机提价 (ｈｏｌｄｕｐ) 的

论断ꎮ Ｓａｍｂａｓｉｖａｎ 等[４４]则发现机会主义行为的感知对承诺和相互信任具有非常强的负面影响ꎬ 指出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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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主义不仅阻碍成员发展较高的依存度ꎬ 而且销蚀成员目标的有机联合ꎮ 为了规避机会主义行为ꎬ 参

与合作的企业通常会针对某些合作事项做出策略承诺ꎮ 同时他们的研究指出: 正式合同可以通过详尽的条

款设计来规避合作中的道德风险ꎬ 而当企业希望重复合作时ꎬ 关系机制也能取得类似结果ꎬ 并且没有相关

交易成本ꎮ 多次合作时ꎬ 企业的合同反而更详尽、 更易包含惩罚ꎬ 从而与关系机制具有互补关系ꎮ 正如

Ｃｕｌｌｅｎ 等[４５]所言ꎬ 企业间的信任和承诺是战略联盟存在的基础ꎬ 这种承诺既可以公开规定ꎬ 也可以默契

达成ꎮ 这种论断也被一些研究者从联盟绩效的角度给出了印证ꎮ 例如ꎬ Ｊａｐ 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４６]发现ꎬ 当机会主

义在较低水平时ꎬ 双方特定投资和相互信任提升绩效和未来预期ꎬ 而目标一致性则没有明显影响ꎮ 相反ꎬ
当机会主义处于较高水平时ꎬ 目标一致性则成为有力保障ꎬ 而相互信任的作用甚微ꎬ 但是双方特定投资的

作用依然不减ꎮ
Ｂｒａｎｄｅｒ 和 Ｓｐｅｎｃｅｒ[４７]是较早关注研发承诺的研究者ꎬ 他们利用确定的函数关系分析了横向联合研发

的投入承诺问题ꎻ 而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和 Ｌｉｎ[２９]则分析了纵向合作中不变价格协议对研发活动的影响ꎮ 目前已有研

究涉及生产销售中的承诺策略 (如 Ｂａｓｓｏｋ 和 Ａｎｕｐｉｎｄｉ[４８]ꎬ Ｄｕｒａｎｇｏ￣Ｃｏｈｅｎ 和 Ｙａｎｏ[４９]ꎬ 谢金星等[５０] )ꎬ 但

在供应链管理背景下进行合作创新时如何做出策略承诺ꎬ 研究成果较少ꎮ 其中ꎬ Ｋｉｍ 和 Ｎｅｔｅｓｓｉｎｅ[２６]、
Ｇｉｌｂｅｒｔ 和 Ｃｖｓａ[３４]以及 Ｘｉａｏ 和 Ｘｕ[５１]针对供应链中价格承诺与企业生产决策做了深入分析ꎬ 均指出承诺对

企业决策和供应链绩效的积极作用ꎮ 同时也有不同的学术观点ꎬ 例如ꎬ Ｍｏｒｇａｎ 和 Ｖｒｄｙ[５２] 新近的研究发

现承诺在诸多标准博弈中有脆弱性ꎬ 有价值的是他们又发现在有限理性下的均衡能够恢复承诺的价值ꎮ
Ｖａｎ 和 Ｄａｄａ[５３]提出ꎬ 批发价格弹性往往可以成为对抗市场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缓冲ꎮ 同理ꎬ 承诺机

制所能提供的灵活性ꎬ 即承诺水平是否可以随成员在事后所观测到的事实而浮动ꎬ 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

一个重要缓冲ꎬ 然而对此的研究几乎没有ꎮ
总体来讲ꎬ 关于策略承诺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ꎬ 常常针对具体背景给出相应的承诺形式ꎬ 很难形成

可移植的承诺机制ꎮ 同时ꎬ 所研究的承诺策略在合作过程中也常常维持在某一固定水平———尽管

Ｓｕｓａｒｌａ[５４]已用实证方法探讨了事前合同的灵活性及事后寻租现象ꎬ 并提出帕累托修正条款的概念来评估

重新谈判的结果ꎮ 显然ꎬ 固定水平承诺下联盟缺乏对不确定性的应变能力ꎬ 增加了签约成本ꎬ 同时也助长

了事后投机ꎮ 可见ꎬ 对策略承诺的探讨还需要结合实际ꎬ 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ꎮ

４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ꎬ 国内外对企业间合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ꎬ 尤其是对新产品

研发合作中的不确定性问题的关注ꎬ 直指阻碍合作创新中的关键性问题ꎮ 但是在创新合作的实践中ꎬ 有关

合作成员如何规避不确定性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 如何实现策略承诺等方面的问题ꎬ 现有研究还相对薄

弱ꎮ 特别是结合创新背景的策略承诺研究ꎬ 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ꎮ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ꎬ 企

业合作创新中的策略承诺是减缓合作伙伴之间对彼此机会主义行为ꎬ 以及对道德风险的担心与猜忌的有效

手段ꎬ 进一步的研究将会为越来越多的战略合作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ꎮ
从管理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现状看ꎬ 下述问题的有效解决将在完善管理体制、 激励跨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在横向的创新合作中ꎬ 有关共性技术的合作组织形式、 共性技术创新联盟所具有的特质ꎬ 以及

横向关系所引致的竞争与合作共存ꎬ 是未来探讨的重点ꎮ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从微观层次更深入地理解

成员动机和策略互动ꎬ 为机制设计和体制管理带来新鲜的学术成果ꎮ
(２) 结合研发、 生产、 销售三个阶段ꎬ 在现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集中考察不确定性、 协同效应、 策

略承诺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ꎬ 是定量分析企业的投机行为、 联盟稳定性、 联盟绩效的主要支撑ꎬ 也将是未

来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ꎮ
(３) 由于合作创新所固有的高度不确定性、 高成本、 长周期等特点ꎬ 愈加细致的承诺事项必将带来

愈高的签约成本ꎮ 因此ꎬ 如何兼顾事前承诺的准确性和事后的应变灵活性ꎬ 是企业管理者的重大挑战之

一ꎮ 因此ꎬ 可浮动承诺可能会在未来受到重视ꎬ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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