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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 我国近年来的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已取得较大进展。本文通过总结部分全球知名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特征，分析相关文献资料，
提炼全球知名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发展规律，并研究影响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基本因素，对当前出现
的新现象、新趋势进行分析，提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为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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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
重构创新版图，科技创新的深刻影响已经渗透到国

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以下特征。
1.1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家竞争力的各环节，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许多全球知名科技创新

略支撑。科技创新中心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中心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各科技创新中心形成

重要载体，作为创新网络中的枢纽，科技创新中心

并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例如，硅谷地区的

能够高效集聚创新要素，培育新经济、发展新动

创新投入就保持着较高强度。有关研究 [2] 表明，

能，促进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迁，对区域、全

2014 至 2016 年间， 硅谷的研发投入增长了 11%，

国乃至世界产生关键性的引领示范作用和辐射带动

比波士顿（8%）、奥斯汀（8%）、西雅图（7%）和

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科技三会”上指

南 加 州（1%） 都 要 高。 同 时， 全 球 知 名 科 技 创

出，要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新中心所在国家都具有较高的研发支出，占 GDP

在 2018 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上提出，

比重普遍在 2.5% 以上。如表 1 所示，德国、日

我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

本在 3% 以上，韩国、以色列高于 4.5%。从研究

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

人员数量来看，这些国家每千就业人口中的研究

新发展阶段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

人员大于 9 人，呈现出较高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的

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特征。

1

全球知名科技创新中心主要特征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世界创新资源的集聚中
[1]

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 。总体上看，世界知名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高技术企业的聚集区，这
些高技术企业普遍重视技术研发，通过高强度研发
投入形成的技术优势提升市场竞争力。如表 2 所示，
领军企业的研发支出普遍较高，其中 Intel、ADI 等

第一作者简介：黎晓奇 （1986—），男，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战略与科技政策。
收稿日期：2021-05-07

— 9 —

◇黎晓奇，罗

晖：我国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研究——基于全球知名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规律的启示
表1

科技创新中心所在国家研发投入情况

知名科技创新中心所在国家

2019 年研发支出（亿美元）

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 每千就业人口研究人员数（人）

美国

6 127

3.0

芬兰

71

2.8

15.0

以色列

169

4.9

—

韩国

1 001

4.6

15.9

德国

1 319

3.2

9.9

丹麦

92

3.0

14.1

日本

1 726

3.2

9.8

9.8（2018 年）

资料来源：根据 OECD 数据整理。

表2

科技创新中心领军企业的研发支出

科技创新中心

领军企业的研发支出（2020 年年报数据）

美国硅谷

Intel 研发支出 136 亿美元，占净收入的 17.4%
Facebook 研发支出占收入的 21%
Alphabet 研发支出 276 亿美元，占收入的 15.1%

美国 128 公路

雷神技术公司（UTX 与 RTN 合并后）研发支出 25.8 亿美元，占净销售额的 4.6%
ADI（Analog Devices）公司研发支出 10.5 亿美元，占收入的 18.7%

以色列

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研发支出净额 3.6 亿美元，占收入的 7.7%

芬兰

Nokia 公司研发支出 40.9 亿欧元，占净销售额的 18.7%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各企业 2020 年年报数据整理而成。

企业的研发支出占收入比重在 15% 以上，反映出

同时，科研机构及其科研基础设施也是支撑科技

高技术企业对技术研发投入的重视。
1.2 高水平科研院所的技术供给

创新中心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 , 例如表 4 所示，
美 国 硅 谷 周 边 的 航 空 航 天 局 艾 姆 斯 研 究 中 心、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往往都与高

128 公路周边的林肯实验室等，这些科研机构的

水平研究型大学有着密切关联，如表 3 所示，硅

科研资源能够为科技创新中心的相关创新活动提

谷与斯坦福大学、剑桥科技园与剑桥大学等等。

供支撑。
1.3 贯通“区域—产业—企业”的创新生态体系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往往是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先进技术的供给源。相关研究发现，

从区域层面看，科技创新中心具有良好的创

美国研发密集型企业优先选择在世界一流大学周

新生态系统，并呈现出产城融合的形态特征。科

[3]

围布局 。科技创新中心为新技术转移转化提供

技企业、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等主体

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产业化条件，在条件合适的

相互协作，实现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的

情况下，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技术

协同配置。例如，在硅谷，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使

转移的过程中，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

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相互融合，信息和资本

要素在科技创新中心集聚，孕育着创新型企业。

以人为载体进行快速流动，创业公司不断发明和

— 10 —

·创新战略与政策·
表3

科技创新中心周围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科技创新中心

周边高水平大学

美国硅谷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圣何塞州立大学等

中国台湾新竹

台湾清华大学等

美国 128 公路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波士顿大学等

日本筑波科学城

筑波大学

印度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大学、印度科技学院（IISc）等

以色列

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等

英国剑桥科技园

剑桥大学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大学、科技园区资料整理而成。

表4

科技创新中心周边的科研机构

科技创新中心

科研机构

美国硅谷

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等

美国 128 公路

麻省理工林肯实验室等

中国台湾新竹

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纳米元件实验室等

法国索菲亚

法国石油研究院、国家科研中心等

推广新技术和新模式。从产业层面看，良好的产

引力影响着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竞争力。例如，硅

业生态有助于提升各相关企业间的协作效率，形

谷指数（2021 Silicon Valley Index）显示，2019 年

成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例如，硅谷的通信产业

的硅谷，外国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 39%，科技人才

生态中，包括平台、运营商、合作商、开发商、

有 68% 是国外出生的。硅谷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

终端商、竞争对手、投资机构等多种构成要素，

人员中，来自印度和中国大陆地区的比例（38%）超

形成网络化、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创新系统。从企

过了来自美国国内的比例（32%）[6]；法国的索菲

业层面看，科技创新中心的领军企业普遍具有较

亚科技园聚集了来自 80 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和企

为完整的创新生态体系。有关研究认为，企业创

业家 [7]。
1.5 雄厚的创投资本

新生态是影响创新产生过程的重要因素 [4]。良好的
企业创新生态能够降低创新要素交易的成本，为

创业投资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创新

灵感与创意的孕育提供良好的环境，提升企业的

创业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都需要有持续

创新能力。例如，谷歌内部的组织生态具有非框架、

的资本支撑。相关研究表明，风险投资能促进企

[5]

非结构、非固定的弹性状态 ，给创意留出时间，

业创新 [8]。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一般都是风险投资

倡导自由开放的企业文化，营造一种宽松、自由、

“活跃区”，孕育出影响全球的技术、产品和企业。

个性化的创新环境。
1.4 吸引全球创新人才并呈现出多元文化背景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特征
之一就是聚集全球创新人才，并形成多元文化背景。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对全球创新人才的吸

例如表 5 所示，硅谷 2020 年风险投资 264 亿美元；
2019 年以色列高技术公司获得总额达到 83 亿美元
的融资。
1.6 “亲创新”的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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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创业投资资本对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

科技创新中心（或所在国家）

创业投资资本的支撑金额

美国硅谷

2020 年风险投资 264 亿美元，天使投资约 1.92 亿美元（硅谷指数）

英国

2020 年初创企业获得融资 149 亿美元，占欧洲的 37%（Crunchbase）

以色列

2019 年高技术公司获得融资 83 亿美元 ( 新华网 )

法国

2019 年初创企业获得融资 43.9 亿美元（Crunchbase）

德国

2019 年初创企业获得融资 66.5 亿美元（Crunchbase）

资料来源：硅谷指数、新华网、Crunchbase 等资料整理 [6, 9-11]。

障，优化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12]。科技创

2014 年 的 50 名 提 升 至 26 名， 上 海 位 列 33 名。

新中心一般都具有优质的营商环境。例如，世界

高端科技创新要素正向中国聚集，在新一轮全球

银行发布的近几年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创新版图重构中，我国正处于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Business）中，美国、韩国、丹麦、英国等都名列

中心的战略机遇期。
2.2 高技术企业的布局区位正发生新变化

前茅。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创新中心之间的竞争
就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亲创新”的营商环境，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高技术企业离开科技园，

能够促进创新要素集聚，降低交易成本，为高技

向中心城区集聚的现象。2014 年，美国智库布鲁

术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开展创

金斯学会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跟踪，并发布《创新区

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持。例如，硅谷当地的政府治

的崛起：美国创新地理新版图》研究报告，提出“创

理以高技术企业需求为导向，提供有利于创新创

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的概念 [18]。创新区将

业活动开展的“软环境”；新加坡通过构建知识

研发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城市生活功能聚集在

产权保护政策和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

一起，形成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是一种产城融合

新

2

[13]

。

的新型创新中心。创新区的出现反映出创新活动正
从园区向城市转移，高技术企业的聚集方式、形态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新趋势

发生改变。以城市为依托的创新聚集区将更符合创

近年来，全球创新网络正在调整，在地理空间

新创业人才的需求，城市竞争力将成为全球科技创
新中心版图重构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拥有创新区对

分布、创新资源组织形式等方面发生了新变化。
2.1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分布正在迁移

聚集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具

随着创新经济的发展、高技术产业链布局的
调整，全球研发中心的枢纽节点正在发生改变。

有助力作用。
2.3 新型创新组织在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中发挥

国际咨询公司毕马威 2019 年的调查报告显示，

独特作用

58% 的被调查者认为未来四年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在科技创新中心中，一些创新组织在促进科技

[14]

。相关研究认为，全

与经济融合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欧洲创新与

球科技创新中心分布正出现向亚洲迁移的趋势，

技术研究院（EIT）通过构建知识与创新共同体，

将从硅谷迁移至其他地方

，

优化创新生态系统，支持创新企业发展，促进高

。根据

技术产业化 [19]。美国通过布局制造业创新研究院

涌现出以世界级城市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
东亚地区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增长极

[16]

[15]

“2thinknow”智库发布的创新城市指数 [17]，世界

（IMI），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聚焦重点领域，

500 强创新城市中，中国从 2014 年的 25 个入围

构建产业共同体平台，推动创新要素集聚，促进中

城市增加到了 2019 年的 44 个城市；其中北京从

小企业创新发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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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示与建议
面向未来，我国要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背景下，借鉴部分全球知名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经
验和新趋势，从多方面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中心高
质量发展。
（1）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生态。
从吸引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的角度看，拥有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提升科技创新中心竞争力的重要
因素，城市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技创新中
心的竞争力。要围绕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的需求深
化“放管服”改革，提升营商便利度，吸引全球的
优秀人才、技术和企业。进一步促进大学、科研机

新活动的新变化，引导创新区、产业创新研究院、
创新驿站、技术转移中心等创新组织和模式在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高水准布局新型
研发机构，将其机制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优化传
统创新网络，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科技创
新中心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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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have brought

forth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innovation center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T innovation center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new phenomena and trends that are currently emerg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summariz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ld’s renowned S&T innovation centers, analyz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extracting the norm of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S&T innovation centers, and studying the basic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S&T innovation centers. By putting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constructing
global S&T innovation centers in term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novation polici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nnovation strategy; innovative econom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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