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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区域创新发展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本文系统梳理了中长期科技规划实施以来国家

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的演变，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科技创新综合能力以及创新资源、科学研究、技术
研发、产业创新和创新环境 5 个维度的关键核心指标，全面分析我国区域创新格局变化。研究发现：我
国区域发展动力向创新转变，形成多层次的区域创新高地；区域创新能力普遍提升，但区域创新水平分
化出现新特点。展望未来，中长期内，我国区域创新的层次格局将更加清晰，区域创新一体化以及创新
链和产业链的区域优化布局将进一步推动区域创新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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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落脚点和支撑点。

新。随后，不同的学者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进行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了补充和完善，并总结提出区域创新系统凭借根

[1]

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我国“进入创新型

植性、网络性和集聚经济的特点，对驱动区域发

国家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

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5]。二是科技创新的区域差异

基础”。党的十九大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评价。学者们基本上都从东、中、西区域的创新

[2]

要》 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我国创新型国家和世界
[3]

表现差距，以及南北方的区域创新差距的角度开

科技强国建设的“三阶段”战略目标 。当前，我

展分析，认为我国各地区创新能力总体明显提升，

国正处于决胜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阶段，需要中

但空间差异有扩大的态势 [6-9]。三是区域创新发展

央和各地方的共同努力，为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

的影响因素和相关案例研究。学者们使用统计和

强国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创新型国家

计量模型方法，实证研究要素聚焦、创新环境和

建设的分析研究不仅需要国家总体层面的监测，也

创新网络联系等方面的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需要区域层面的多维度立体观察。

的影响 [10, 11]。可见，学术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创

区域创新研究一直是创新经济学的重要研究
主题。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学界

新体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而对我国区域创新总
体格局的深入分析较为缺乏。

对区域创新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本文将系统回顾中长期科技规划颁布实施以

一是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最早

来，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战略和发展格局的演变特

由英国学者 Cooke 等

[4]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

征，并展望未来中长期内区域科技创新格局的发展

认为它由在地理空间内相互分工与关联合作的企

趋势，为我国系统谋划新时期科技创新的战略发展

业、机构和高校等区域性组织体系组成并产生创

提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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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长期规划以来我国区域创新战略的演变
国家的战略决策部署对区域科技创新的格局
起到重大影响。梳理我国 2006 年以来国家重要文
件可以发现，国家对科技创新的区域部署总体呈现
从宏观到具体、从大的板块到精细化区域政策部署
的演变脉络。
从国家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宏观战略规划来看，
2006 年 颁 布 的《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技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表1

（2006—2020 年）》仅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布局做
了简单的原则性表述，要求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
区域创新体系。至 2016 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中，不仅基于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对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创新发展做了总体部署，
还进一步细化了四大板块内部的地区创新发展层次
布局，同时对跨省市区的战略性区域的协同创新做
出了更加明确的安排（见表 1）。

2006 年以来国家规划文件对区域科技创新的总体战略部署

国家总体战略规划

区域科技创新的总体战略部署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 年）

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充分结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和优势，统
筹规划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加强中、西部区域科技发展能力建设。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2016 年）

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东部地区注重提高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
中西部地区走差异化和跨越式发展道路；
跨区域整合创新资源。提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打造区
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统筹和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北京、上海等优势地区建成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打造区域创新示范引领高地。优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布局，推进国家高新区转型升级，
开展区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创新型城市，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增长极。

国家“十一五”科技发展规
划（2006—2010 年）

推动创新辐射引领发展。通过重大项目引导，促进跨区域的创新合作和创新联盟建设。
发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区域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和区
域知识扩散中的辐射作用；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工作，强化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
创新活动的带动作用和对区域科技资源的凝聚作用。

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
划（2011—2015 年）

推进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促进中部地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推动跨区域协同创新。引导和推进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区）建设，充分发挥中心
城市、科技园区在区域创新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对自主创新示范区、试验区的支持
力度，加强政策创新和经验总结推广。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
划（2016—2020 年）

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创新发展。建设带动性强的创新型省市和区域创新中心。系统推
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提升区域创新协调发展水平；推动跨区域协同创新；加大科技扶贫开发力度；提升基层
科技创新服务能力；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21 世纪初，党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部署都遵循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支撑国家科技

2004 年，国务院提出实施中部地区崛起和振兴东北

创新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中、西部地区重点培

战略。在此基础上，我国形成了四大板块的区域总

育差异化特色的创新能力，东北地区加快产业转型

体发展战略。虽然四大板块战略并不是直接针对区

升级为基本思路。

域科技创新发展制定的专门战略，但它成为了中长

在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基础上，国家先后做出一

期以来国家层面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这在

系列重大战略区域部署。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以西

[12-14]

国家“十一五”到“十三五”

科技创新规划中都

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发展战略为基础，

有体现。这三个五年科技规划中，国家对区域创新的

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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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促
进区域间融通发展的区域创新发展格局

[15]

。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包括
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和深圳，成为国家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快重大战略性区域

升基础研究水平，强化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性平

创新的部署，总体形成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

台；协同创新区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

科学中心、协同创新区域等不同层面的国家创新

济带、成渝和“一带一路”等五大战略创新带，

高地（见表 2）。具体来看，科技创新中心包括

成为辐射带动国家优化提升创新能力体系的创新

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地区，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

高地。

表2

近年来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的创新发展战略部署

国家战略规划

区域科技创新的总体战略部署

科技创新中心

2016 年《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
2016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方案的通知》：上海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2016 年，上海张江：构建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提升我国在交叉前沿领域
的源头创新能力和科技综合实力，代表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
2017 年，合肥：建设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平台，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四大科研领域，
开展多学科交叉和变革性技术研究；
2017 年，北京怀柔：聚焦于系统推进重点科学领域跨越发展，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发展，科学布局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等方面；
2019 年，深圳：争取国家支持集中布局建设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在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协同创新区域

2015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2016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
2016 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
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2019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成为全国重
要创新策源地；
2020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中长期规划以来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总体
   水平变化
为综合比较研究区域创新能力水平，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了我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的评价研究，经过多年的完善和持续的跟踪评价，
其监测评价结果已成为中国各地方政府分析本区域
创新能力状况、制定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重要参考。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作为国家创新调查
制度系列报告之一，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活动投
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 5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比较评价各地
区科技进步水平。评价结果的中长期区间变化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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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水平相对变化的重要参考。
比 较 分 析《 中 国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评 价 报 告
2020》[16] 和《2007 年全国科技进步统计检测报告》[17]
评价结果发现（见图 1），相比 2006 年指数结果，
2018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创新格局总体上稳中有
变：
一是东部三大经济圈核心地区科技创新能力
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长
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以及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综
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一直稳居全国前 5 位。其中，
北京和上海作为国家两大科技创新中心，综合创新
优势明显，排名稳居全国前 2 位；江苏综合创新能

·科技计划与管理·
力排名居全国第 5 位，浙江创新能力排名紧随其后，

主要地区充分利用科教资源优势和国家“一带一路”

排名第 6 位，比 2006 年前进 1 位；广东和天津作

建设机遇，加快创新发展。西北和西南 2 个增长极

为东部沿海一南一北两个经济枢纽，科技创新能力

表现突出，西北的陕西排名全国第 9 位，比 2006 年

排名稳居第 3、4 位，广东近年来加快转型升级，

上升 1 位；西南的成渝地区上升明显，重庆综合创

综合科技创新能力排名超越天津。

新能力排名从第 12 位上升至第 7 位，四川从第 16 位

二是中西部地区科教资源丰富地区和枢纽性地

上升至第 12 位。“一带一路”其他节点地区创新

区上升较快。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湖北，依托优质科

水平也不断改善，广西上升 5 位至第 25 位；宁夏

教资源，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安徽从 2006 年的

从第 24 位升至第 18 位；云南上升 3 位至第 26 位；

第 19 位上升至 2018 年的第 10 位，湖北也从第 11 位

甘肃和贵州等地区排名也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

上升至第 8 位；作为重要的枢纽性经济大省，河南

三是东北地区和部分沿边地区创新排名下降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从第 23 位上升至第 17 位。西部

明显。东北地区创新能力排名出现整体下滑，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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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排名结果（2006 年、2018 年）

宁、黑龙江和吉林 2018 年创新能力排名分别比

和创新环境 5 个维度选择关键指标，形成核心分析

2006 年下降了 8 位、7 位和 6 位，排名第 14 位、

框架（见图 2）。创新资源是区域创新活动和创新

21 位和 19 位。内蒙古从第 22 位下降至第 24 位。

能力的根本体现，选择 R&D 经费和 R&D 人员 2 个

此外，海南、新疆综合排名下降较大，海南排名

关键的基础指标来反映；科学研究能力反映知识能

从第 17 位下降至第 28 位，新疆排名从第 20 位下

力，主要表现为科学论文产出；技术研发能力，以

降至第 30 位。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来测度；产业创新反映科技创新

3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格局演变的关键指标
  分析
在前文对国家区域创新战略梳理和综合水平

排名变化的总体分析基础上，本文构建一套指标体
系来深入剖析我国区域差序格局的演变。根据区域
创新体系理论和创新链的分解，区域创新能力分析
可以从创新资源、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创新

的市场应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效，以高技术产
业营业收入来测度；创新环境综合反映地区政策和
创新生态吸引力，以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来测度
区域创新环境的活力。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18]《中国统计年鉴》[19] 和《中国火炬统
计年鉴》[20]。
3.1 创新资源的区域布局变化
本文使用二维交叉散点图为分析工具，以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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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R&D经费支出

◆R&D人员

资源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

图2

创新

科学

环境

研究

产业

技术

创新

研发

◆科学论文数量

◆发明专利拥有量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分析框架及核心指标

区相关指标规模来反映地区创新实力，以占全国份

上升；西部地区略有增加；东北地区大幅下降。具

额比重及其变化来反映地区创新实力格局变化，据

体来看，2006 年至 2018 年，R&D 经费投入前 6 的

此分析我国 31 个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在上述 5 个

地区没有变化，但顺序从北京、江苏、广东、上

维度核心指标上的表现。

海、山东、浙江调整为广东、江苏、北京、山东、

从 R&D 经费的地区分布看（见图 3），东部

浙江、上海，6 个地区 R&D 经费占全国的比重保

地区研发经费占全国比重稳中略降；中部地区显著

持在 60% 左右，总体稳定，略有下降。2018 年，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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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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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计划与管理·
广东和江苏 R&D 经费支出分别达到 2 704.7 亿元

从 区 域 科 研 能 力 的 变 化 看， 相 比 2006 年，

和 2 504.4 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13.7% 和 12.7%，

2017 年江苏、广东、河南、山东、重庆科研能力

两省 R&D 经费规模之和超过全国的 1/4。北京、

上升明显，发表国际科学论文数量占全国比重上升

上海份额分别为 9.5% 和 6.9%。中西部地区中，湖

均超过 1 个百分点，其中，江苏和广东分别上升了

北占比为 4.2%，四川占比 3.7%，河南、湖南、安徽、

2.8 和 1.9 个百分点。西部的陕西和四川也有显著

福建份额均高于 3.2%。这些地区 R&D 经费投入规

进步，分别上升了 0.9 和 0.7 个百分点。北京、上海、

模份额超过 31 个省市区的平均水平。

浙江、辽宁科学论文所占份额下降超过 1 个百分点，

具体看 R&D 经费的区域格局变化，广东、湖南、
安徽、江苏、湖北、福建在全国总量中的份额上升
明显。其中，广东上升最快，从 10.4% 上升至 13.7%，

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下降 4.3 和 3 个百分点（见
图 4）。
总体看来，我国科学研究活动的区域布局基本

增加了 3.3 个百分点，其次为湖南和安徽，其所占

保持三大组团的格局。第一组团包括北京、江苏、

比重分别上升 1.6 和 1.3 个百分点，江苏、湖北和

上海，3 个地区科学研究论文产出占全国的 36%，

福建所占份额也上升 1 个百分点左右，西部的重庆

其中，江苏进步显著，北京、上海相对下降。第二

份额提升了 0.86 个百分点。北京、辽宁、上海、

组团包括陕西、广东、湖北、山东、浙江、四川、

黑龙江 4 个地区所占份额下降显著。其中，北京下

辽宁、湖南、天津，9 个地区科学研究论文产出占

降了 4.9 个百分点，上海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辽

全国的 42%，其中，广东、山东呈现出较快的上

宁下降 2.2 个百分点，陕西、天津、山西等地也不

升势头。其他 19 个地区为第三组团，其中，河南、

同程度下降。

重庆和四川呈现出上升势头。
3.3 技术研发的区域布局变化

R&D 人员的地区布局变化也呈现与 R&D 经费
相似的特点，广东、浙江份额分别提高了 5 个百分

从发明专利授权量数据看，我国技术研发力量

点和 2 个百分点，福建和江苏均上升了约 0.9 个百

较为集聚。2018 年，广东、北京、江苏和浙江 4 个

分点，北京、黑龙江、上海、辽宁、山西均下降了

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之和超过全国的一半，其中，

1 个百分点以上。

广东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 5.3 万件，占全国总量的

总体来看，我国创新资源投入的区域布局基本

15.7%，北京份额达到 13.8%，江苏、浙江分别为

保持两大组团的格局，两大组团地区整体差距仍然

12.4%、9.6%（见图 5）。上海、山东、安徽、四川、

巨大，但两组地区内部的相对地位发生显著变化。

湖北 5 个地区紧随其后，份额在 3.3% 以上。其他

第一组团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

地区规模相对较小，份额均在 3% 以下。

6 个地区 R&D 资源约占全国的 60%，其中，广东、

从 2006 年至 2018 年地区发明专利授权分布

江苏显著上升，北京、上海相对下降。其他 25 个

的相对变化看，江苏、广东上升显著，分别提升

地区为第二组团，其中，湖北、安徽、湖南、河南

了 5 个百分点和 4.7 个百分点，浙江和安徽均上

和重庆呈现出较快的上升势头。
3.2 科学研究的区域布局变化

升了 3.2 个百分点左右，福建和山东分别提升了
1.5 个百分点和 1.1 个百分点，西部的重庆也提升

从国际三大检索论文（SCI、EI、CPCI-S）数

了 0.83 个百分点。相应的，上海、北京的领先地

据看，2017 年，北京、江苏、上海、陕西、广东、

位相对弱化，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下

湖北 6 个地区发表的国际论文数总和超过全国总量

降了 5.6 个百分点，北京下降了 3.5 个百分点，天

的一半，相比 2006 年份额基本稳定。其中，北京

津和辽宁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黑龙江和吉林也下

发表论文数量占全国的 17%，科研能力优势突出。

降了 1.2 个百分点左右，中西部的湖北、湖南和陕

江苏、上海分列第 2、3 位，占比分别为 10%、8%。

西等地区份额稳中略降。

陕西和广东占比均为 6%。湖北占比为 5.5%，山东、

总体看来，我国技术研发活动的区域布局基本

浙江、四川、辽宁、湖南、天津份额在 3% 至 5%

保持三大组团的格局。第一组团包括广东、北京、

之间，安徽占比为 2.7%，重庆占比 2.3%。

江苏、浙江，4 个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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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量的地区分布（2006 年、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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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地区分布（2006 年、2018 年）

0.200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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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1.5%，其中，江苏、广东和浙江进步显著，北

江苏、山东、浙江、广东、辽宁也有一定的下降。

京相对下降。第二组团包括上海、山东、安徽、四川、

总体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产出的区域布局基

湖北，5 个地区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占全国的 23%，

本保持三大组团的格局。第一组团包括广东和江苏，

其中，安徽、山东呈现出较快的上升势头。其他

2 个地区 R&D 资源约占全国的 47%，2 个地区所占

22 个地区为第三组团，其中，福建、重庆、广西

份额均有所下降。第二组团包括上海、浙江、山东、

和河南呈现出上升势头。
3.4 产业创新的区域布局变化

四川、河南、福建、北京、重庆、江西，9 个地区
所占份额合计约为 36%。其中，重庆、河南、四川

从高技术产业产出数据看，受外向型经济发展
模式的影响，沿海少数经济大省高技术产业发展优
势明显。2018 年，广东和江苏 2 个地区的高技术产

和江西呈现出较快的上升势头。其他 20 个地区为
第三组团，湖南、湖北、陕西和广西呈现出上升势头。
3.5 创新环境的区域布局变化

业营业收入占比接近全国的一半，其中，广东高技

创新环境包括创新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也包

术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4.7 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 30%，

括政策和文化等软环境，是一个多因素的生态体系，

江苏为 2.6 万亿元，占比为 17%（见图 6）。可见，

很难定量地简单测度。本文利用创新环境的外在表

我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呈现高度集聚的区域布局特征。

现——地区创新创业活力来间接地分析各地区的创

从 2006 年至 2018 年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出的相

新环境吸引力。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看，2018 年，

对变化看，中西部的重庆、河南、四川、江西、安

广东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4.5 万家，占全国总

徽表现亮眼，提升 2 到 3 个百分点。湖南、湖北也

数的比重超过 1/4（见图 7）。其次为北京和江苏，2 个

提升了 1.5 个百分点左右。相应的，上海高技术产

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比重均在 10% 左

业营业收入份额下降最大，减少了 6.3 个百分点，

右。浙江、上海和山东占全国份额在 5% 至 7% 之间，

天津、北京分别下降了 3.9 个百分点和 3.4 个百分点。

安徽占比为 3%。其他地区占比均在 2.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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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地区分布（2006 年、2018 年）

从 2006 年至 2018 年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的相
对变化看，广东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全国比重增加了
16.8 个百分点，浙江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河北、
江西、安徽、江苏、天津提升了 1 至 2 个百分点。
相应的，北京份额下降了 23.3 个百分点，陕西、
黑龙江分别下降了 1.6 个百分点和 1.3 个百分点，
河南、四川、山东和辽宁等地区也有一定的下降。
总体来看，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的区域布局基
本保持三大组团的格局。第一组团为广东，所占份
额大幅上升。第二组团包括北京、江苏、浙江、上
海、山东，5 个地区所占份额合计为 38.5%，其中，
江苏、浙江、上海呈现出较快上升势头。其他 25 个
地区为第三组团，其中，河北、安徽、天津呈现出
较快的上升势头。

4

总结与展望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建“一带一路”，以及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区域创新
格局发生显著变化，逐步向区域协同的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格局转变。回顾 2006 年以来各地区在科技创新
能力综合评价和主要核心指标上的表现，可以看到我
国区域创新格局呈现几个方面的总体特点。
一是我国区域发展动力向创新转变，科教资源
成为区域崛起的第一要素。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常
态、新时期和新阶段，国家和区域发展动力都加速
向创新驱动转变。这在中长期科技规划实施以来不
同地区的发展历程中有清晰的展示，科教资源成为
区域快速发展的战略基础。经过前述指标分析可以
看到，我国发展较快的地区都是科教资源较为丰富
的地区。东部三大经济圈优势明显，一直是我国科
技资源的流向地，保持经济和科技创新的领先优势。
除此之外，原本在外向型经济模式下处于发展劣势

区域创新能力是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的内陆省份，近年来通过发挥科技资源的优势，凸

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自从《国家中

显出发展成效。这突出表现在科教资源丰富的安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实

徽、湖北等地，其通过激活科技创新要素的活力取

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部署实施一系

得了快速进步。西部的重庆、贵州、宁夏等地也通

列重大战略，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过引入科技创新的要素获得了突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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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我国各地区创新能力普遍提升，但区域创

为我国经济和科技创新发展的隆起带。广大内陆地

新水平分化出现新特点。2006 年以来，我国创新

区在国家发展向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转变过程中，

型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这是在各地区指标普遍

将围绕“三核”
“三带”发展起多个区域创新增长点。

提升支撑下的结果。31 个地区虽然各指标在全国

其次，创新高地与周边腹地省份协同带动国

总量中相对份额增减各异，但从自身纵向变化看，

家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区域创新共同体

各地区科技创新水平都取得显著进步，反映了中长

将成为未来我国区域创新空间组织的基本形态。京

期科技规划实施以来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普遍提升。

津冀协同创新带动河北创新水平稳定至全国中上水

从区际比较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及其效果都出现

平；长三角一体化支撑江苏、浙江创新水平稳居全

新的变化。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区域创新差距缩

国领先行列，安徽提升至全国前列水平；粤港澳创

小，南北区域差距更加凸显。这从各地区在核心综

新中心进一步促进广东创新更加平衡和充分发展，

合指标 R&D 经费支出上的表现可以看出：东部份

巩固领先优势。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将辐射带动中

额下降了 1.25 个百分点，中部上升了 4.7 个百分点，

西部主要省份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协调

西部上升了 0.75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了 4.2 个

互动形成内陆地区的创新通道，带动成渝地区、江

百分点。具体来看， R&D 经费份额下降的地区为

西、湖北、贵州等地科技创新水平持续进步，广西、

北京、辽宁、山西、陕西等 12 个地区，下降显著

云南、新疆和内蒙古沿边开放更加深入。黄河流域

的多为北方地区。可以看到，我国区域创新差距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为山东、陕西、河南产业

出现从东西差异转向南北差异的分化。

转型升级带来机遇，促进青海、甘肃、宁夏、山西

三是我国区域战略更加清晰，形成多层次的区

等地区绿色转型发展。

域创新高地。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指引下，我国区

第三，我国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区域布局将进一

域创新高地和区域带逐渐清晰。东部三大经济圈核

步优化调整，区域创新特色发展更加突出。随着创

心地区着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能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国家向国际国内双循

全国领先。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长三角地区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以往部分地区全面

的上海、江苏，以及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综合科技

领先的绝对优势将有所弱化，区域创新发展将加速

创新水平排名一直稳居全国前 5 位，广东、江苏科

迈向特色分工合作的区际关系。科学研究方面，北京、

技创新综合水平快速提升。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水

江苏、上海保持领先，同时，广东、河南、重庆、陕西、

平快速上升，安徽、江西，重庆、四川和湖北充分

四川、安徽等地区将更加突出。技术研发方面，广

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发展取得突出成效，支撑国家

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山东保持领先，同时，

在相应地区做出的综合国家科学中心、成渝双城经

安徽、福建、重庆、广西、河南等地区将更加突出。

济圈等战略布局。宁夏、广西、云南等地区基于自

产业创新方面，广东、江苏保持领先，同时，重庆、

身区位特色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抓住机遇，

河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区将更加突出。

科技创新取得重要突破。

创新环境活力方面，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保持

在区域科技创新指标发展趋势预测分析的基础
上，结合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预期影响，展

领先，同时各地区创新生态和政策环境建设更加突
出特色发展，为国家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

望我国未来中长期区域创新发展的格局演变趋势：
首先，我国区域创新总体上将呈现“三核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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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dium and Long Term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a's
Regional Innovation Pattern
CHEN Yu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Region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innovative countr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On this basi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China’s regional innovation pattern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comprehensive capacity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key indicators of f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momentum has shifted to innovation, forming a multi-level
regional innovation highland;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have generally improved, bu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levels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hina’s regional innovation will be clearer.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optimized layout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regional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medium and long term; pattern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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