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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蓬勃兴起，其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模拟具有多主体、不确定性、开
放式等复杂特点的创新过程，为区域创新发展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本文通过对创新范式演变过程的
全面梳理，分析了创新生态系统兴起和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明确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对国外比较成熟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其成功经验对我国区域创新生
态系统建设的启示。基于 SWOT 分析法，分析了近年来浙江创新生态发展的情况，剖析了其优势、短板、
机遇与挑战，最后提出了加快浙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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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对策研究——以浙江为例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 OF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E CASE OF ZHEJIANG PROVINC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booms. It uses ecology methods to simulate innovation process of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any subjects, uncertainty and opening, and offers a new way of thought for stud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overview of evolution process of innovation paradigm, this article analyzes background and
trend of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clears up its basic connotatio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es
typical cases of foreign mature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summarizes their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s
to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China. This research sums up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SWOT method, analyzes its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Zhejiang.
Keywords: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Zhejiang; SWOT; countermeasures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正孕育兴

集中的特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企业、

起，跨界融通日益加深，各类创新主体群智演进、

大学、科研院所、政府等各主体在创新过程中

共荣共生，全球进入到以创新生态系统为代表的

的开放协同、合作互动逐渐增加，过渡到以技

新时代。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是推进国家创

术创新体系为代表的创新 2.0 阶段。进入 21 世

新体系建设，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根本需要，

纪后，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产业发展方

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创新第一动力，推动

式发生了巨大变革，跨界融合成为创新的主要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

特征与趋势。创新主体协同融通，从基础研究

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加速打通，创新资源要素
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整合，创新供需关系发生重

1 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

大转变，创新活动对于科研物质基础条件的依
赖逐步转变为对更加优良的科研环境和生产生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对

活生态环境的并重依赖，创新范式也从机械式

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越发显著，而创新范

的工程型走向有机式的生态型，形成了以创新

式也经历了线性范式、技术创新体系、创新生

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创新 3.0 时代 [1,2]（表 1）。

态系统三个发展阶段。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

创新 3.0 时代，强调开放协同与内生共享，网

前，创新以 1.0 阶段的线性范式为主，强调独

络型、开放性、系统化、嵌入式成为创新活动

立企业单体的自主研发，创新模式具有封闭、

的主要模式。

表 1 三代创新范式比较
线性范式

技术创新体系

创新生态系统

时间跨度

——20世纪80年代以前

20世纪80年代——20世纪末

21世纪初——现在

创新主体

企业单体

产学研协同

产学研用等多主体“共生”

显著特性

集中式、封闭式

开放、协同

网络化、生态系统化

投入—产出关系

线性

非线性

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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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态系统源于创新体系，是创新体系
的高阶进化形态，一般是指在一个区间内各种
创新主体之间以及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
通过知识传递、信息传导、人才交流、技术转移、
资本流动等，形成的协同互动、开放循环、动
态演化的复杂系统。在创新生态系统内，企业、
大学、科研院所、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创新
服务机构等各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产学研用的
网络化共生关系，并通过与环境之间进行资源
交换，在竞争合作中不断演化发展。其中，市
场对创新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并通过选
择机制决定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方向，政府

图 1 典型的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图

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营造优良的公共环境，
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两者合力促进系统
的良性变异、优化选择，推动整个创新生态系

2 国外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典型案例

统逐渐向高阶发展 [3]。创新生态系统可以是地
理空间，也可以是一种基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

2.1 硅谷——以世界知名大学和顶级掠食者

虚拟网络。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区域创新生

企业为主导的“创新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态系统。

美国硅谷自然生态优美宜居，社会文化开

从角色功能上看，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各主

放多元，汇聚了全球知名大学、顶级掠食者企业、

体又可以划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分

各种创新创业服务机构等一流的创新创业资源，

解者”。“生产者”作为创新的源泉，是知识、

形成一个物种丰富、体量庞大的“创新热带雨

技术等创新成果的产生主体；“消费者”将创新

林”。一是以知名大学为核心的优良创新生态

技术、成果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应用于产业化和

基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为企业提供土地建

日常生活之中，控制着生产者的数量和结构；分

立工业园开始，斯坦福大学便与硅谷的高科技

解者主要为“生产者”制造有利的创新环境，包

公司形成了紧密的产学研关系。许多硅谷的高

括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基础设

科技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和校友创办

施等，协调创新资源在“生产者”之间流动，是

的。据统计 , 硅谷 50%~60% 的产值都来自与斯

连接各创新主体的桥梁 [4,5]。对同一个主体来说，

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可能会在不同场合扮演多个不同角色。例如，企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学圣何塞分

业既可以作为新技术的“生产者”，也可能作为

校等周围知名高校为硅谷提供了大量高科技人

应用方成为“消费者”（图 1）。

才。二是特有的顶级掠食者企业群。硅谷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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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脸书等一批世

供购房补贴等补助项目。四是营造创新创业文

界级高科技公司。全球 100 家最大电子和软件

化氛围。传承当地悠久的音乐文化，创办“奥

公 司 中， 有 20% 是 在 硅 谷 创 业 成 功 的； 美 国

斯汀城市极限”现场音乐节、“西南偏南”音

100 家大科技公司有 1/3 总部设在硅谷 [6]。三是

乐节等活动，音乐节衍生的创意产业与奥斯汀

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服务机构。硅谷创业投资十

科技产业相辅相成，营造出价值多元化、自由

分活跃，聚集了全球最大、最多的风险投资公司，

开放、文化繁荣的氛围。

占美国风险投资金额的 4 成左右 [7]。数量庞大
的人力资源、财务、法律以及技术转让等中介

2.3 特拉维夫——以全民创业和政府推动为

机构为新创企业提供了丰富、专业的服务。

特征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以色列特拉维夫以全民运动和政府推动为

2.2 奥斯汀——以德州大学为核心的“创新

特征，加上自然资源倒逼机制，形成独特的城

礁”生态系统

市创新创业特质。一是自然资源匮乏形成倒逼

美国德州奥斯汀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为

机制。以色列自然资源稀缺、环境恶劣，超过

核心形成创新基礁，并围绕创新基礁集聚了大

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为沙漠与山地。同时，四

型科技公司、创业公司、支撑服务体系等多种

面被强敌环绕。唯有大力发展科技，重视人才，

创新主体，继硅谷之后被称为新兴的“硅丘”。

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用人脑代替石油，通过持

一是以研究型大学为创新生态核心。德州大学

续创新弥补自然环境的劣势，才能求得生存与

奥斯汀分校作为“公立常春藤”院校之一，拥

发展。如今，以色列已成为世界顶尖的创新与

有大量科研成果，也为奥斯汀的高科技公司源

高新技术研发基地，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一

源不断地提供各类优秀的创新人才。其 1983 年

度居全球首位。二是政府对创新创业的持续推

举办的创业计划竞赛成为全世界高校创业竞赛

动。以色列政府推出“YOZMA”计划，对获

的起源。二是政府不断强化创新制度供给。政

得国际风险资本投资的科技公司，提供 1:1 的

府密织政策网络，在税收、教育、科技人才、

配套资金支持。2000 年之后，推行新的孵化器

技术转移等方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创新的

计划，每年从全国甄选 20 个孵化器机构，对

政策。例如，持续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在全国

100 个项目进行投资，激发了新一轮科技创业

首推“学徒制”职业教育，使奥斯汀曾一度被

热潮 [9]。特拉维夫设立专门为创业者服务的公

评为“美国教育水平最好的大城市”[8]；推动成

共办公空间，租赁给经挑选的创业公司，为其

立全美第一个计算机产业研发联盟等。三是培

营造良好的创业社群氛围。三是独特的创新创

育领军型企业。市政府、高校和商会协同合作，

业文化。犹太人骨子镌刻着“对权威的不服从”

持续招引领军科技公司落户奥斯汀，先后吸引

精神，敢于质疑、敢于挑战成为整个社会坚持

了脸书、苹果、谷歌、亚马逊等顶尖企业落户。

创新的文化基础。在学校、企业、甚至军队，

除了优惠的税收和大手笔的奖励外，政府还提

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级都拥有合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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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10]。以色列对创新创业十分宽容，求职者

验，不难发现，这些成熟稳定的创新生态系统

把创业失败的经历写进简历，反而被认为是“加

具有一些共同点。一是完整的食物链——产学

分项”。

研协同体系。以具备较强研究实力的研究型大
学或科研机构为核心，并围绕这一核心形成完

2.4 柏林——创新资源丰富、服务环境优良

整的产学研联动链条。二是高端生物种群——

的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领军型企业。牢牢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

德国首都柏林利用其有效的政策引导，形

围绕科技前沿高端产业进行研发并形成了一定

成了良好的创新服务环境，充分激活了其丰富

数量规模的创新领军型企业群。三是丰富的生

的创新资源，完成了向创新型城市的华丽转变。

物媒介——多样化的创新服务机构。丰富的创

一是大学和科研机构构成创新引擎。柏林是德

新创业服务机构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型中小微企

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最为密集的地区。作为欧洲

业的快速发展，为大量企业集聚形成创新生态

的科学中心之一，柏林洪堡大学、柏林工业大学、

系统提供了良好基础，并为创新资源在各主体

柏林科学院、亥姆霍兹柏林材料与能源中心等

之间高效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是适宜的生

一批全球著名的研究型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深

态环境——政府的积极引导。政府部门的积极

厚的跨学科研究和产业经济合作基础，同时也

引导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快速壮大提供了优良的

为柏林提供了大量高科技人才。二是政府对创

成长环境和保障。

新型经济的大力引导。早在 1997 年，柏林就开
始实施“未来计划”，在政策层面上大力支持
信息与通讯技术、媒体与创意经济等创新型产
业的发展，政府每年投入约 4000 万欧元提供创

3 基于浙江创新生态系统的 SWOT
分析

业基金、风险基金、培训与咨询服务。近年来，

基于 SWOT 分析法，本文通过对浙江历年

以 IT 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已逐渐成为柏

统计数据的比对分析以及与北京、上海、广东、

林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三是繁荣的创新创业

江苏、安徽、山东等国内省市的比较研究，查

孵化系统。柏林众多的孵化器、加速器以及共

找出浙江创新生态发展的优势和不足，以及今

享工作空间，为创新创业群体提供了系统便捷

后在创新生态建设上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的服务。例如，互联网初创企业孵化器 Rocket
Internet 专注于把硅谷成功的商业模式移植到存
在市场空白的第三世界国家，2014 年成为全球
第一家上市创业孵化器。

3.1 特色优势
近年来，浙江全力打造“产学研用金，才
政介美云”十联动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创新
创业生态实现了良性发展。目前综合科技进步

2.5 案例小结
综合上述几个地区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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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3.1.2 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卓有成效

浙江基础研究的总体水平持续位居全国前

截至 2018 年底，浙江有效高新技术企业累

列，2011—2016 年间国际论文产出超 2 万篇，

计达 14649 家，涌现出阿里巴巴、海康威视、

产出量居全国第 7 位，被引数居全国第 5 位 [11]。

贝达药业等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建设了 251

成立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达摩院等一批重

家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和 3960 家高新技术企

量级基础研究平台，“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

业研发中心。2018 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装置”实现国字号重大科学装置“零”的突破。

7542.85 亿元，同比增长 9.4%（图 2）。累计建

累计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778 人。全省

设省、市、县三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131 家，

25 项科技成果获得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有效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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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2018 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3.1.3 产学研合作向纵深推进

3.1.4 创新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联 合 大 院 名 校， 建 设 了 浙 江 清 华 长 三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科技体制

角 研 究 院、 中 科 院 宁 波 材 料 所 等 一 批 具 有

改革不断深化，建立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推

全 国 影 响 力 的 创 新 载 体。 建 设 省 级 以 上 国

广使用“创新券”。举全省之力建设杭州城西

际科技合作基地 82 家，海外创新孵化中心

科创大走廊，高水平建设杭州和宁波温州国家

11 家 。 浙 江 工 程 师 学 院 、 浙 江 省 涡 轮 机 械

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与推进系统研究院等一批产学研用紧密融

转化示范区建设。科技大市场建设扎实推进，

合 的 新 型 研 发 机 构 蓬 勃 发 展。 加 快 G60 科

2018 年全省技术交易输出额达 539.4 亿元，同

技 创 新 走 廊 建 设， 搭 建 长 三 角 科 技 资 源 共

比增长 66.1%（图 3）。有效发明专利数持续攀

享 服 务 平 台， 融 入 长 三 角 科 技 创 新 一 体 化

升（图 4），知识产权发展指数和专利综合实

发展大网络。

力已连续 5 年居全国前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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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3—2018 年浙江技术交易输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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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3—2018 年浙江有效发明专利授权量

3.2 制约短板

深圳等地那样的“顶级掠食者”企业引领的创

3.2.1 “顶级掠食者”企业引领的现代产业生态

新型企业群。虽然有大量细分行业的“单打冠

尚未形成

军”、“隐形冠军”，但大都处于“单打独斗”

浙江以传统中小企业为主，科技型企业和

的状态，缺乏产业链上下游的有效协同，串珠

高新技术企业比重不高（图 5），缺乏硅谷、

成链、融合融通的全产业链整合提升亟待加强。

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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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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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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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6 年浙江与兄弟省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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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高校院所科技创新生力军的作用尚未有效

3.2.3 集聚优质创新资源的机制和环境亟待优化

发挥

浙 江 高 端 人 才 结 构 性 矛 盾 突 出，2016 年
R&D 人员中硕博士占比仅为 12.92%，低于北

浙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缺乏，“双一流”
建设高校只有浙江大学 1 家，“双一流”学科

京的 40.00%、上海的 27.12%，也低于安徽、广东、

建设高校仅 2 家。缺少“国字号”的大科研机构，

江苏、山东 [12]（图 6）。科技经费投入力度不足，

与企业研发机构相比，国有科研机构创新能力

2016 年浙江 R&D 经费占 GDP 比重为 2.39%，

依然薄弱，体制机制较为僵化，科研人员流失

与北京（5.78%）、上海（3.72%）、江苏（2.62%）、

严重，面临边缘化萎缩的局面。

广东（2.52%）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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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 年浙江与兄弟省市研发人员中硕博士比例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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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6 年浙江与兄弟省市 R&D 支出强度比较情况

3.3 拥有机遇

选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部

从全球维度看，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已成

署加快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早在 2003 年，美国

为增强区域创新能力、进而提升竞争力的必然

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先后发表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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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要维持科技、经济方面

技术等各种要素和资源，需要从宏观整体和长

的全球领先地位，必须构建一个强大的创新生

远发展的角度，做出科学预判和决策，这对组

态系统。2015 年，美国又发布新版《美国国家

织管理者的能力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

创新战略》，提出从公共基础、私营部门、创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创新生态如何构建和完善，

新群众和创新环境等 4 个要素出发构建和维护

还未形成成熟的行之有效的可供借鉴的模式，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13]。欧洲、日本、韩国等也

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纷纷将政策的着力点升级到了创新生态系统的
营造上来。
从全国来看，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同时，国内各省市已纷纷加快创新生态系
统建设的步伐，突出制度供给，构建创新友好
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法制环境，形成体现创新价

热潮的兴起，我国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也逐渐

值的社会导向，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例如，

步入了快车道。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之后，创新

深圳提出要打造综合创新生态系统，目前已形

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发展，已成为创新型国家建

成了以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等具有较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世界经济论坛中国

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群主导下的国内

理事会发布的《中国创新生态系统》报告指出，

一流的创新生态；《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

尽管中国的创新生态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

规划》将“培育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全社会创

但与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不足和提

新创业活力”设为四大任务之首，以此为基础

升空间 [14]。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党和

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

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对于浙江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形成了倒逼态势。

战略，构建富有吸引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人才、资金、项目等优质创新资源在区域间的

当前，浙江正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

争夺将愈加激烈。特别是对于省内经济实力、

化，推动“‘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

资源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如何破解“虹吸效应”

进一步加快创新强省建设，这为创新生态系统

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创新治理的重要命题。

的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2018 年浙江
实施的“科技新政”，对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进行了专题部署。因此，无论从全球态势、

4 加快浙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
对策建议

国家需求，还是从地方本身的发展战略来看，
浙江都应该抢抓机遇，构筑好创新生态系统这

4.1 激活创新源泉，强化以大学为核心的知

个创新驱动的关键引擎。

识创造体系
高校院所是知识创造的基础性力量，也是

3.4 面临挑战

推进知识应用的主要机构。要强化高校院所在

创新生态系统的营造作为一项系统化的复

基础前沿、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公益服务

杂工程，需要跨组织协调政治、经济、环境、

中的引领作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方向，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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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优势领域，突破一批关键科学问题，取得

转型升级。

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逐步增加财政投入，
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对高等院校的支持

4.3 强化创新供给，完善政府为主导的公共

力度，构建面向重大关键科技问题的研发平台，

服务体系

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进一步加快

政府是创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施肥者”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点支持一批具备

和“守护者”，通过各种公共服务提供着创新

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优势高校和学科，推动

物种生存所必须的基础条件，对维持创新生态

部分优势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聚力之江实

系统的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要坚持“有效

验室建设，补齐浙江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方面

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以“最多

的短板。

跑一次”为牵引，统筹推进科技、经济、社会
各个服务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深化，大力

4.2 培育“顶级掠食者”，打造以企业为主

提升政府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能力。以杭州城西

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科创大走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科技

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创新物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打造若干集

种，是创新活动实施的主体，主导着从科技创

聚创新要素、转化创新成果、推动协同创新的

新到商业创新和产业化的全过程。要加快建设

重大创新平台。建立健全包括知识产权、科技

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带动创新生态系

金融、创业孵化等一系列创新制度供给体系，

统整体效能提升，使创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

形成政策叠加效应，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

业活动。要整合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培育类阿

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

里巴巴、类华为的“顶级掠食者”，催生创新

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优

范式 3.0 下的国际顶级企业，夯实创新生态系

化创新创业环境。

统物种根基。加快建设省级企业研究院、高新
技术企业研发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4.4 加强融通创新，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

术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

协同创新网络体系

心等各类企业创新载体，鼓励企业赴国外设立

融通创新是世界科技创新发展的大势所趋，

或并购研发机构，进一步提升企业和产业核心

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协同创

竞争力。围绕八大万亿产业发展、“10+1”传

新是打破创新“孤岛”现象，推动各要素集聚

统产业改造提升和“互联网 +”、“中国制造

反应、耦合裂变的重要抓手。要以建设产业创

2025”等战略实施，突出网络信息和人工智能、

新服务综合体为契机，推动资本、技术、人才、

智能交通等浙江有基础、有条件的产业领域，

政策等创新要素互联互通，推进政府、企业、

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协同实施一批重大科技

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主体

项目，努力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引领产业

协同、共赢，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三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0 年·第 6 卷·第 1 期

093

机构案例 CASE STUDY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0.01.008

2005(10):97-101.

链一体融合”。要积极培育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组织，采用“小核
心、大网络”的模式，加速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5]

研究导刊 , 2017(2):111-113.
[6]

有效运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在更高层次上参
与国际科技合作竞争。要抢抓长三角区域协同
创新共同体的建设机遇，加强在平台设施、市
场体系、行政审批等方面的合作融通，进一步

大科技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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