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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技术经纪人

       技术经纪人是指在技术市场中，以促进成果转化为目的，为促成他人技

术交易而从事中介居间、行纪、代理等，并取得合理佣金的经纪业务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居间经纪人：为交易双方提供信息，条件及撮合双方交易成功的

商业行为

•行纪经纪人：受委托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者进行交易，

并承担规定的法律责任的商业行为

•代理经纪人：在委托权限内，以委托人的名义与第三者进行交易，

并由委托人直接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商业行为



技术经纪人的时代需求

2018全球创新指数出炉，中国首次进入前20，排名上升5位



2015年10月1日 全国人大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正式实施

第三十条国家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鼓励创办科技中介服务
机构，为技术交易提供交易场所、信息平台以及信息检索、
加工与分析、评估、经纪等服务。

2016年2月26日 国务院印发《实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对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开展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给予的奖励，可按照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本规定执行。

技术经纪人的宏观形势

2016年4月21日 国务院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行动方案》

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队伍。开展技术转移人才培养。
推动建设专业化技术经纪人队伍，畅通职业发展通道。

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



技术经纪人的发展历程

80年代萌芽阶段

90年代形成阶段

00年代混乱阶段

双创时代突破阶段

80年代初，旧的科技体制受到冲击，一些科技
人员率先走出研究所，实验室，到市场上推销
自己的科技成果，提出要建立科技成果有偿转
让制度

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中国人民共和国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1997年9月11日，国科委发布《技术经纪资格认定暂行办
法》、《全国技术经纪人培训大纲》

相应的经纪机构与事务所陆续成立；

因主观部门调整，技术经纪人的资格认证工作交
由行业协会管理；

各地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但技术市场依旧不完善；

习近平主席：“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
科学技术”

李克强总理：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
“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
的新势态。



技术经纪人的行业现状

2017年，全国共签订合同367586项，成交金额为13424.22亿元，
同比增长14.71%和17.68%

2017年，全国技术经纪人总数达23651人，共转化成果11564项，
转化金额为36.21亿元，仅占市场约0.3%

数据来自：科易创新研究院
 《2017-2018技术经纪人发展现状与前景分析报告》



小结

科技成果转化带火“技术经纪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

是“技术经纪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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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技术交易？

技术交易的本质是一
个技术、知识的流动
过程。

技术要转化为生产
力，就应进行交易。

技术交易是链接技术与经济的桥梁纽带，
是技术创新、扩散和转化的主要途径。



技术交易流程

1、展示

2、配置

3、定价

4、交易

5、落地



服务模式的三个认知阶段

供给导向 需求导向 供给+需求



服务模式的三个认知阶段

优劣势分析 供给导向 需求导向

优势 面广 针对性强

劣势 整合难度大
专业要求高

服务面窄



服务模式的三个认知阶段

点

专项重点服务

供需
结合

面

面上环节支撑



技术经纪人需要的技能

•技术知识的掌握

•渠道资源的获取

•技术合同的执行

•经济政策的了解

•法律风险的熟知

•沟通、组织、协调能力

•评估、鉴别、经营能力

……

复合型的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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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技术交易市场简介

         镇江市技术交易市场通过集聚创新资源、完善交易

机制、强化服务集成，以技术交易市场为桥梁、经纪人

为纽带、政策为激励，紧紧连接技术成果的供需双方，

引入‘互联网+’技术转移转化模式；

          充分利用电子商务手段，形成一个线上与线下互联、

互动、互补的技术转移转化全流程服务的全新商业模式，

实现快捷、高效的技术成果转化，为我市产业发展源源

不断的提供技术支撑。



平台的三个层级

信息平台：

对接平台

交易平台

交易带来利益！

镇江技术市场=

门户资讯+O2O平台+在线交易



技术经纪人在镇江技术市场中的作用

• 开拓市场空间，捕捉市场机遇；

• 在议价和双向选择中的特殊地位；

• 组织并参与技术成果的工业化、商业化开发；

• 在签订和履行技术合同中的全方位服务；

• 在融资中的参谋、协调和监督作用。



镇江技术市场为技术经纪人提供什么？

生存土壤与环境

平台、资源、

信息、信用、

保障、资金。



镇江技术市场支持的技术经纪模式

需求
导向

获取需求信息、对接解决方案

获取供给信息、对接落地企业

获取供需信息、配置供需资源

供给
导向

配置
导向



需求导向

发布在平台上 在平台上搜索技术 镇江技术市场重点服务

需求获取的技巧：

    建立信任     切入主题     达成共识



需求导向——建立信任

身份说明

增强企业的信任

服务展示

持续刺激与引导企业诉求

专业压制

增强企业诉求表达欲望



A
技术难题需求

企业在生产和管理及新技术、
新产品、新工艺研发过程中，
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B
技术合作项目需求

企业在工艺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
整过程中，需要从高校、科研单位
引进的成果专利技术或需要共同开
发的技术合作项目。

C
技术人才需求

企业在未来发展战略中，产业
与技术重点发展的方向与技术
人才需求。

D
技转及推介需求
企业现有技术领先需在洛阳科
技大市场转移转化或推介发布
的科技产品、项目、成果、专
利

E
政策需求

企业在项目开发或生产过程中
遇到问题或难题时，需要政府
运用政策工具给予的扶持推进、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需求。

F
大仪及检测需求

企业在创新活动、生产中使用
大型仪器设备及检验检测情况
及需求。

需求导向——切入主题



需求导向——达成共识

建立通畅的联系渠道

建立良好的定期互动

建立合理的反馈机制



供给导向

发布在平台上 在平台上检索企业 镇江技术市场重点服务

关于技术成熟度

 是表征技术能否转化为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

正在研发、已有样品、通过小试、通过中试、可以量产。

并不是
唯一指标



供给导向

成果拥有者

技术路线图

距   离

从成果拥有者到企业的距离

商业计划书

企业



供给导向

不同的领导的关注点不尽相同

市场分析

• 市场空间
• 竞品
• 营销策略
• ......

财务分析

• 投入
• 产出
• 风险
• ......

核心团队

• 组建
• 管理
• 培训
• ......



获取供需信息配置资源

技术经纪的顶级形式！
房产经纪？

个体经纪？ 汽车经纪？

演出经纪？资产经纪？



镇江技术经纪人的春天

1、政策大力支持：

江苏省：

对技术经纪（经理）人在本地开展的技术转移活动，

各市、县（市）按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的 1%左右予以奖补；

  ——苏财教发[2018]152号

镇江市：

对技术经纪人在镇江各区开展的技术转移活动，按技术合同实

际成交额1%予以奖补

                                           ——镇政办发[2018]104号



镇江技术经纪人的春天

•提供技术项目及技术能力的资源保障

•提供全面的技术交易服务支持

•提供一对一的项目撮合跟踪服务

•代扣佣金，保障经纪人权益

2、平台一站式支撑：



感谢聆听
镇江市技术交易市场

http://www.zjte.org.cn/

即刻加入，开始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