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湾区是区域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袁也
是引领全球经济发展和科技革新的重要增长极遥旧
金山湾区依托硅谷的知识尧 资本的外溢和辐射效

应袁形成了世界顶尖的科技创新之都遥 它的长盛不

衰并非依靠单一的技术革新或资本积累袁而是凭借

富有生命力的创新生态系统遥粤港澳大湾区是引领

我国抢占下一轮创新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袁湾区获

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激发创新活力尧提升创新效能袁
加速培育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系统遥国外学者较早

关注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袁Luoma-aho渊2010冤认为

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创新主体袁他们在

特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交流互动袁进而触发创新产

生 [1]曰Russel渊2011冤认为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多个功

能各异的子系统持续的互动交流袁形成一个利于创

新的环境袁由此促进创新活动持续而健康的发展[2]曰
Fukuda渊2008冤基于进化增殖尧组织惯性和异质学习

等原理袁对美国和日本国家生态系统的演进周期进

行比较分析 [3]遥 在国内袁张运生渊2008冤以高科技企

业为例袁 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以技术标准为核心袁
辅以配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生演化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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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4]曰杜德斌渊2012冤则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企业尧
大学尧研究机构等创新机构和政府尧中介等创新服

务机构与创新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动态整体[5]遥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尧结构特征

及创新过程袁 对系统的演进路径缺乏深入探讨曰尤
其是从湾区比较层面分析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及

其特征更是鲜有遥 基于此袁本文以湾区创新生态系

统为研究对象袁对比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

区的创新主体尧创新资源尧创新环境和创新能力的

异同袁以期发现二者差距袁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

态系统的持续演进优化提供借鉴遥

二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

渊一冤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结构特征

湾区指由临近海湾或港湾的多个城市组成的

都市圈袁具有开放格局尧集聚经济尧外溢效应与协调

机制等显著特征袁由其衍生的经济效应称为野湾区

经济冶袁这一概念源于旧金山湾区袁指由经济尧生态尧
科技的可持续发展演化而来的滨海经济形态袁是当

今世界科技创新和经济增效的重要引擎遥 Cooke
渊1992冤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的分析模型袁强调区域创

新的重要性袁提出野区域创新系统冶概念遥 自然生态

系统是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

循环而形成的有机整体袁其活动机制与人类社会的

创新活动存在诸多可比性[6]遥因此袁本文尝试从生态

系统的视角来研究湾区创新体系袁认为湾区创新生

态系统是由湾区内部的创新主体尧创新资源和创新

环境之间持续互动反馈形成的区域创新网络袁尤其

强调湾区内各城市边界限制的打破以及与外部区

域的边界突破袁而边界突破与内外部资源的充分流

动尧有效整合是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生命力得以维持

的重中之重遥
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袁创新生态系

统的生命系统是由企业尧大学和科研机构组成的创

新主体袁非生命系统则包括创新政策和创新文化的

创新环境遥 Judy Estrin渊2008冤认为一个可持续的创

新生态系统由创新研究尧创新开发与创新应用的核

心层面与文化尧 政策等的影响力层面共同构成[7]遥
Ghemawat渊2007冤指出创新生态系统的 3 个关键构

成部分是创新资源尧创新能力和要素连通性[8]遥Aulet
渊2011冤则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划分为文化氛围尧
创业精神尧基础设施尧资金尧发明尧需求和政府治理

7 个部分[9]遥 基于以上观点袁本文将中介服务简化融

入系统整体中的创新资源与创新主体袁认为湾区创

新生态系统由核心层渊创新主体尧创新资源冤和外围

层渊创新环境冤组成袁创新主体包括企业尧大学和科

研机构袁创新资源主要包括资金和人才袁创新环境

则包括创新政策和创新文化渊见图 1冤遥 具体而言袁
核心层中大学承担人才培育尧知识传授与创造的责

任袁企业则是创新活动的执行和收益主体袁各创新

主体频繁地发生信息尧资源交换袁进化出动态的网

络化组织模式曰外围层中创新政策为创新活动提供

基础设施保障和创新支撑机制等硬件支持袁创新文

化体现出社会群体的创新氛围袁是系统内部创新思

想的交流碰撞袁具有创新催化剂作用袁是创新生态

系统的软件支持遥 总体上袁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由多

要素嵌套构成袁 这些要素持续发生非线性交互反

馈袁源源不断地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健康良性运行遥

图 1 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结构简图

渊二冤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路径

经济学家 Kurt Dopfer渊2004冤指出袁经济系统的

演进源于诸多具有普遍性的新意识尧新规则的持续

产生尧扩散与普及遥 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历经各类新

意识尧新规则的扩散普及袁逐渐完成创新主体组织

合作尧创新资源结构尧创新政策尧创新文化和创新能

力等的动态演化与阶段迁跃袁最终形成一个自我修

复并不断循环反馈的创新生态系统遥结合创新生态

系统的内涵与结构特征袁我们可绘制湾区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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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演进路径示意图渊见图 2冤袁从而探析系统内

在蕴含的客观演进特征遥 具体而言袁湾区创新生态

系统的演进特征表现为创新主体沟通协作模式尧创
新要素配置和系统主导驱动力优化升级袁并且在发

展逻辑上呈现出萌芽期尧成长期和成熟期 3 个演进

阶段遥
1.萌芽期

萌芽期是湾区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的逻辑起点袁
是创新活动生发的初始状态遥 这一时期袁湾区经济

基础尧科技水平尧政策优惠和基础设施的吸引力不

断增强袁触发野羊群效应冶袁众多优质创新主体入驻袁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正向外部性影响开始显现遥
此时部分科技企业开始设立研发部门进行科技创

新活动袁创新主体之间存在零星的互动交流袁但协

作互动的规模和密度均较小袁系统蕴含的共性知识

较为匮乏袁难以形成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效应遥 系

统整体结构简单袁 创新主体数量庞大但互动不足袁
并且发展主要依赖外部创新要素的获取袁具有明显

的要素导向特征遥总体上袁该阶段形成了物种多样尧
资源丰裕的创新生态系统雏形袁但结构单一袁具有

野脆弱性冶袁难以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遥
2.成长期

基于萌芽期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袁湾区创新生

态系统过渡到成长期遥 首先袁成长期的创新主体的

组织结构表现为中心要要要辐轮式结构袁即以主导型

大学为核心袁众多高校尧科研机构和企业围绕核心

大学进行创新活动;在联系上表现为单向的资源获

取袁整个系统未形成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网络遥 其

次袁成长期是一个横向协调尧纵向深化的发展阶段袁
横向协调是由政府主导制度协调袁尤其是创新主体

边界与区域边界的障碍突破遥 创新主体边界的突

破袁有利于创新主体的常态化互动合作曰区域边界

的突破则需要政府构建湾区资源共享平台袁加速资

源在湾区内的自由流动遥纵向深化表现为创新要素

升级尧技术导向的渐进性创新模式遥 技术导向的渐

进式创新模式是围绕核心技术而产生的若干个小

微创新辅助袁具有渐进性尧模仿性袁能够不断地改善

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遥
3.成熟期

系统进入成长末期袁简单的野中心要辐轮式冶创

新组织结构已无法匹配更高层次的创新生态系统

发展袁亟需加快形成共生式的创新网络结构遥 具体

而言袁成熟期具有共生式创新协作模式尧创新资源

国际化与精尖化尧市场主导尧价值导向尧突破式创新

以及文化多元性等特征袁表现为创新主体多维度互

动反馈联系的根植性创新网络结构的形成袁组织结

构稳定袁资源流动性超强袁并且形成内嵌型的创新

文化氛围遥 实质上袁渐进式创新是上一轮突破式创

新的维持性创新袁表现为对产品或服务性能的改进

优化曰而突破式创新则是新需求尧新市场的出现袁可
以带来创新效益的井喷式增长遥 进入成熟期袁价值

导向的创新方式使得湾区创新生态系统更加贴近

市场需求袁 价值实现的速度与效率也呈现几何增

长遥 此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湾区边界的突破遥 边界

突破是系统内外源创新资源的一致需求袁是创新资

源跨区域自由流动的必然需求遥 此时袁高度成熟的

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已经形成一个超本地化的创新

生态网络袁 与全球众多区域存在密切的创新交流袁
并对湾区周边地区形成创新辐射作用袁成为国际创

新网络的核心枢纽遥

图 2 湾区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路径示意图

第 2 期 段 杰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路径及创新能力院基于与旧金山湾区比较的视角 窑93窑



三尧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
创新生态系统比较分析

旧金山湾区始终走在全球科技创新前沿袁其构

成因素是多元化的袁包括海量的高端人才尧强劲的

融资渠道尧富有活力的经济市场和包容开放的文化

氛围遥粤港澳大湾区是以深圳尧香港尧广州三大城市

为核心创新主体袁集聚了全国人才尧科技尧资本等优

质创新要素袁蕴含巨大的创新能量遥因此袁基于湾区

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尧 结构特征以及演进路径袁我
们可对两大湾区的创新主体尧创新资源尧创新环境

和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分析袁并探讨旧金山湾区创新

发展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借鉴意义遥

渊一冤创新主体

创新主体主要包括大学尧研究机构和企业遥 其

中袁 大学和研究机构集知识传授与知识创造为一

体袁主要关注基础研究曰企业则通过应用开发推动

产品和服务的产出袁重点在于应用型研究遥 据叶QS
世界大学排名渊2018冤曳显示袁旧金山湾区共有三个

大学位列世界前 100袁其中斯坦福大学名列世界第

二渊见表 1冤遥 斯坦福大学共拥有 70 个研究中心尧16
个实验室和 10 个研究所袁科研实力雄厚遥 另外袁旧
金山湾区还拥有 5 个联邦实验室和 20 个州级实验

室袁是名副其实的教育科技创新重地遥 粤港澳大湾

区入围世界 100 强的大学共 4 所袁 共建有 43 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尧16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 201 个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10]遥 综上可见袁粤港澳大湾区在

大学和科研机构数量上与旧金山湾区旗鼓相当袁但
缺乏如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学府遥 因此袁粤
港澳大湾区需要转变大学办学模式袁 强化校企合

作袁发挥知识和技术的外溢与辐射作用袁充分发挥

大学研究的应用价值遥
创新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

合遥 这个生产过程需要企业来完成袁尤为重要的是

高科技野引擎冶企业遥这些野引擎冶企业掌握行业核心

技术袁具有引导区域技术革新的实力[11]遥 从 2018 年

入围世界 500 强的企业总数来看渊见表 2冤袁旧金山

湾区有 12 家袁粤港澳大湾区有 20 家袁但是两者的

企业规模以及排名靠前的企业数量却存在较大差

距袁 旧金山湾区位于世界 50 强和 100 强的企业分

别为 4 家和 7 家袁 而粤港澳大湾区只有 1 家和 3
家遥 从两个湾区前三名企业的营业总额来看袁旧金

山湾区达 6 155 亿美元袁 约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2
倍遥 旧金山湾区汇集了苹果尧亚马逊等世界科技企

业翘楚袁粤港澳大湾区近年来开始出现华为尧腾讯

等创新野引擎冶企业袁虽成长迅猛袁但其经济体量与

获利能力仍与旧金山湾区科技企业存在较大差距遥
粤港澳大湾区大型企业应尽快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袁加快促进产业经济提质增效袁以期成为足以带

动区域技术革新的高科技企业巨头遥

表 1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主要大学

和研究机构对比

资料来源院叶QS 世界大学排名渊2018冤曳以及网络公开数

据 https://www.sohu.com/a/224643575_115801.2018-03-22

表 2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主要企业对比

资料来源院2018 年 叶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排行榜曳
http://www.caifuzhongwen.com/fortune500/paiming/global
500/2018_%E4%B8%96%E7%95%8C500%E5%BC%BA.htm.
from=singlemessage.2018-07-19

渊二冤创新资源

1.人才资源

创新人才是新知识尧新技术的创造者袁人才结

构指各类人才的比例及组合方式[12]袁高端的人才结

构是科技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助推力遥 据数据显

旧金山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大学 排名 大学 排名

斯坦福大学 2 香港科技大学 37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7 香港大学 25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100 香港城市大学 55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要 香港中文大学 49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301 香港理工大学 106
研究机构 数量 研究机构 数量

联邦实验室 5 国家重点实验室 43
州级实验室 20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6

旧金山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企业名称 世界排名 营业额 利润 企业名称 世界排名 营业额 利润

苹果 1 2292 484 中国平安 29 1442 132
麦肯森 13 2084 1 华为 72 893 70
亚马逊 18 1779 30 中国华润 86 822 32
雪佛龙 33 1345 92 正威国际 111 728 50
Alphabet 52 1109 127 广汽 202 503 99
富国银行 62 977 222 友邦保险 295 383 61

微软 71 900 212 腾讯 331 35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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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袁2016 年旧金山湾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

占全体劳动力比重达 57%袁显著高于加州的 33%遥
截至 2018 年袁 共有 190 位诺贝尔奖得主尧22 位菲

尔兹奖得主和 52 位图灵奖得主曾在旧金山湾区工

作或求学 渊见表 3冤遥 粤港澳大湾区劳动人口占比

大袁2016 年 15~64 周岁的人口总数超过 5 000 万

人袁占湾区总人口的 76%曰其次袁广东省在校大学生

有 189.29 万人袁位列全国第一袁香港尧澳门在读研究

生有 7.58万人袁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人口数量

庞大遥 据最新发布的 叶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

告曳袁 大湾区中高等教育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仅

为 17.47%袁其中香港以 26.18%的比重位列大湾区

城市群第一袁但仍低于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人口占

比 50%遥 相比于旧金山湾区袁粤港澳大湾区虽在人

口规模与高等教育人口的绝对数量上有优势袁但是

相对占比却显薄弱袁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结构

仍处于低端状态遥 基于交易成本和收益的人才流

动选择理论[13]袁低端的人才结构会出现人才流动频

繁尧产业升级受阻以及创新需求不足的问题遥 粤港

澳大湾区作为创新驱动先行区袁要适应经济转型升

级的要求袁加快优化人才结构袁着力打造创新人才

高地遥

表 3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高层次人才比较

资料来源院作者根据网络公开资料整理而成

2.资金投入

基于基础创新的高投入尧高风险特征袁基础研

究投入主要由政府承担袁 应用创新则由企业主导袁
并且风险投资是小微企业研发资金的活力源泉[14]遥
粤港澳大湾区的 R&D 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达

2.7%袁已和美国渊2.8%冤尧德国渊2.85%冤等发达国家

处于同一水平袁而旧金山湾区 2011 年的 R&D 经费

投入比重已达 4.79%袁 硅谷的投入比重更是远超全

美水平袁2003~2011 年比重高达 15%~20%袁而 2017
年深圳的 R&D 经费投入占比也仅为 4.13%遥 在基

础研究方面袁自 1961 年以来袁美国基础研究投入

占 R&D 经费投入总量的比重一直稳定在 15%~
20%[15]袁 而我国 2017 年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为

5.5%袁约为美国的 1/3袁差距悬殊遥在风险投资方面袁
自 2000 年开始袁 旧金山湾区的风险投资总额占美

国投资的比例一直处于 30%~40%之间袁2015 年首

次突破 40%渊见图 3冤袁其中硅谷 2001~2010 年的吸

纳金额占旧金山湾区的比重稳定在 90%以上袁到
2014 年减弱到 50%遥 以上数据充分显示出旧金山

湾区投资的活跃程度袁这种活跃带动了社会资本的

集聚与快速增长袁赋予了科技产业集聚和发展的新

动能遥据 2018 年全球金融指数显示袁香港总体位居

全球第三遥 香港拥有完善的金融设施尧制度优势和

流动优势袁绝大多数的外资保险机构都将亚太地区

的总部设在香港袁其金融实力毋庸置疑遥此外袁广东

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也居于全国领先水平袁投资

机构募集资金由 2012 年的 1.01 亿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42.28 亿元袁五年间增长逾 40 倍袁总体位列全

国第三[16]遥 总体上袁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资源丰裕袁但
基于机制障碍袁 香港的金融能量未得到充分释放袁
粤港澳大湾区在科技产业的风险投资方面仍与旧

金山湾区存在较大差距遥

图 3 硅谷及旧金山湾区的风险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院Russell Hancock.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

ey爷s Institute for Regional Studies. Silicon Valley Index

(2018) [EB/OL].https://www.useit.com.cn/thread-18221-1-

1.html .2018-02-07

渊三冤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包括创新政策和创新文化遥市场机制

无法解决创新的外部性问题袁创新政策是政府为创

新活动提供引导与扶持的主要手段曰创新文化则是

社会整体形成的利于创新的开放尧锐意进取的文化

旧金山 粤港澳大湾区

人才层次 伯克利 斯坦福 人才层次

诺贝尔奖 107 83 本省及双聘院士 150
菲尔兹奖 14 8 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冶专家 161
图灵奖 25 27 野珠江人才计划冶创新团队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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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遥 在创新政策方面袁美国已经形成了世界最完

备的科技法律体系袁为旧金山湾区的科技创新提供

了良好的法律环境遥 此外袁旧金山政府与美国联邦

政府均在不同层面为湾区科技发展提供支持袁如出

台税收减免政策吸引科技公司进驻尧为大学提供大

量用于基础研究和早期技术开发的资金遥粤港澳大

湾区的科技政策支持则多以政策法规的形式出现袁
包括税收减免尧资金补贴和技术转移保护等袁但尚

未形成一套成熟的科技政策体系遥 除政策支持外袁
旧金山湾区是一个典型的国际移民区域袁白人尧亚
裔尧非洲人占据总人口的 1/3 左右遥 2006~2016 年袁
旧金山湾区拥有第二语言的人口占比超过 40%袁
约为同期美国的 2 倍[17]袁硅谷则更为突出袁2016 年

占比突破 50%遥 而粤港澳大湾区中国际化水平最

高的香港袁2016 年外籍人口总数为 58.4 万人袁占比

为 4.6%遥 据联合国数据显示袁发达国家的国际人才

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约为 10%左右袁 香港还无法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袁 与旧金山湾区相比更是差距凸

显遥 野创新者困境冶理论认为创新受市场尧消费者行

为和社会文化等要素的影响袁对现存机体具有破坏

作用[18]遥 创新行为可以产生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袁
而唯有新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文化理念可以支撑科

技创新健康良性发展遥硅谷的成功恰恰在于其成熟

的管理理念和深厚的传统文化遥 综上袁粤港澳大湾

区要继续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袁并且从根本上唤

醒创新思想袁构建一个多元尧开放尧生机勃勃的利于

创新的社会环境遥

渊四冤创新能力

区域创新能力的衡量需综合考虑经济基础和

创新产出袁 经济基础为创新活动提供物质保障袁创
新产出则体现科技水平遥 2016 年旧金山湾区以全

美 2%的人口创造了全美 5%的 GDP袁总额逾 5 万亿

元袁人均 GDP 超过 60 万元袁高居世界四大湾区之

首遥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以 0.6%的国土面积创造

了全国 13%的 GDP袁总额达 10万亿元袁约为旧金山

湾区 GDP 总额的 2 倍袁经济规模巨大袁但人均 GDP
刚刚超过 10 万元袁 仅为同期旧金山湾区人均 GDP
的 1/5袁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诸多产业产能未得到充

分发挥袁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遥

在创新产出方面袁发明专利是衡量一个国家或

地区技术创新的关键指标袁 是连接 R&D 产出和市

场竞争活动的重要桥梁[19]遥 其中袁PCT 专利可以反

映专利的国际化水平袁施引专利则是技术扩散的直

接表现形式袁施引数量越多袁专利的应用价值越高遥
由图 4 可见袁2013 年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

的发明专利总量相近袁此后差距逐年拉大袁2017 年

前者发明专利总量约为后者的 4.7 倍袁可见粤港澳

湾区的创新发展十分迅猛遥 在 PCT 专利总量的绝

对数量上渊见图 5冤袁粤港澳大湾区优于旧金山湾区袁
并且呈现出显著的递增趋势遥 但从 2013~2017 年

PCT 专利在专利总量的占比来看袁粤港澳大湾区仅

为 9.55%袁同期旧金山湾区的占比则为 12.88%袁粤
港澳大湾区的专利国际化水平仍有待提升遥 在施引

专利方面渊见图 6冤袁旧金山湾区表现出压倒性的优

势袁二者均在 2013 年达到绝对数量的最高峰袁但粤

港澳大湾区的施引专利总量仅为旧金山湾区的

22.82%遥 而从 2013~2017年施引专利数量占发明专

利总量的比重情况来看袁粤港澳大湾区为 22.67%袁
旧金山湾区则表现突出袁比重高达 219.55%遥 总体

看袁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数据呈现大幅上扬趋势袁
专利总量显著高于旧金山湾区袁但专利质量水平却

与旧金山湾区存在较大差距遥 研究表明袁其创新数

量存在倒野U 型冶规律袁即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出现边

际效益递减的问题[20]遥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袁规模效

应发展模式渐显乏力袁粤港澳大湾区要构建健康的

创新生态系统袁就要由数量向质量转型袁形成高价

值的创新经济效益遥

图 4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发明专利总量对比

资料来源院Russell Hancock. 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

ley爷s Institute for Regional Studies. Silicon Valley Index

(2018) [EB/OL].https://www.useit.com.cn/thread-18221-1-

1.html.20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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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 PCT 专利总量对比

资料来源院Russell Hancock. 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

ley爷s Institute for Regional Studies. Silicon Valley Index

(2018) [EB/OL].https://www.useit.com.cn/thread-18221-1-

1.html.2018-02-07

图 6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发明专利施引数量对比

资料来源院Russell Hancock. 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
ley爷s Institute for Regional Studies. Silicon Valley Index
(2018). [EB/OL].https://www.useit.com.cn/thread -18221-1 -1.
html.2018-02-07

四尧结论与启示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视角袁本文详细阐述

了湾区野萌芽期要成长期要成熟期冶的演进路径袁并
从创新主体尧创新资源尧创新环境和创新能力等系

统主要构成要素对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进程进行深入比较分析遥结果表

明袁旧金山湾区处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成熟期袁拥有

以世界顶级大学与创新引领企业紧密协作为核心尧
海量科技企业环绕共生的创新生态网络袁高精尖科

技人才与风险资本汇聚袁科技立法体系完备袁并且

文化多元碰撞袁创新氛围浓厚袁是世界顶尖的创新

生态系统遥 而粤港澳大湾区尽管创新主体基数庞

大袁但优质研究型学府匮乏袁高科技企业的创新质

能尚未完全开发袁主导型大学与科技引领型企业的

核心地位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曰 劳动人口规模庞大袁

但缺乏高层次人才袁人才结构处于发展初期阶段袁
难以激发创新活力曰基础研究资金投入不足袁原始

创新举步维艰曰风险投资发展迅猛袁但投资体量远

不及旧金山湾区曰同时科学完备的科技政策体系尚

未形成袁世界性多元文化的建设还存在差距袁不利

于创新思想与成果的多方碰撞与交融袁创新氛围还

有待提升遥 显然袁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仍处

于成长初期袁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遥他山之石袁可以

攻玉袁明晰旧金山湾区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袁可以

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持续演进优化提供

借鉴与启示遥

渊一冤重视创新产出评价机制袁关注创新质量

提升

创新评价包括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袁创新质量

以一定程度的创新数量为基础袁只有创新数量达到

较大的规模水平袁才能够为创新产出的提质增效提

供有力支持[21]遥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袁创新数量

和创新质量都能够促进创新经济的发展袁但创新质

量能够获得更加显著的超额收益遥相关政府部门应

加强对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视程度袁加快完善创新产

出评价体系袁 给予高质量创新更多的扶持与激励袁
遏制当前全社会总体的数量迎合理念遥 其次袁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袁开展专利质量提升工程袁培育

一批高附加值的尧有国际影响力的优质专利袁强化

专利的转化与实施效应遥 最后袁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功能袁提升风险资本活跃度袁纠正数量追求的短视

行为遥

渊二冤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袁以知识溢出带动创

新集群升级

研究型大学强调高层次人才培养袁并且拥有可

观的研发经费袁是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核心主

体遥 大型企业兼有规模显著的资本与人才储备袁引
领行业技术前沿袁是创新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遥 一

个成熟的创新生态系统袁要充分调动研究型大学知

识转移的邻近效应和大型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22][23]遥
一方面袁湾区应加强产学研协同合作袁形成以研究

型大学为中心的知识转移机制袁适应主体特征采取

不同合作模式袁如大型企业以长期的项目合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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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主袁小企业则以形式灵活尧效率高的专家咨

询为主遥 另一方面袁湾区应做大做强创新引领型企

业袁 强化高科技产业集群核心企业的技术溢出效

应袁 打造多类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创客空间袁通
过密集的技术与信息交流袁形成以引领企业为中心

全方位扩散的技术创新网络遥

渊三冤优化创新人才培养袁注重科技与金融深

度融合

湾区创新发展的关键是发挥人才与资本的能

动性遥人才结构低端化是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缺乏世

界科技大咖尧领军人才和精尖人才遥 解决人才结构

问题袁我们首先要集中精力抓人才开发环节袁减少

低效人员规模袁 不断增强湾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

力袁深入改革人才培养尧人才引进和人才使用机制袁
着力打造一批优质的创新人才大军遥 此外袁科技与

金融深度融合是湾区创新企业快速成长的关键因

素遥社会资本是海量中小初创企业创新发展的资金

保障袁追逐高风险尧高回报的风险投资更是科技创

新的重要助推力遥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战略规划与

引导袁建立健全风险投资机制袁孕育良好的制度环

境曰其次袁以行政与市场合力构建大型专业化的投

资管理公司袁促进风险投资融资渠道和管理规则的

发展完善曰最后袁大力引进全面化尧高水平的风险投

资专家袁提升创新企业的管理能力袁优化企业资本

运作与治理效率遥

渊四冤推动湾区协同发展袁促进要素跨界流动

创新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袁政策是政

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袁包括制度创新尧税收优惠

和战略规划等曰 而文化环境则根植于特定区域袁表
现为价值取向尧创新精神等意识形态[24]遥 政策干预

可以在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失灵时袁及时给予引导与

扶持袁维持系统平衡曰文化氛围则是从思想观念上

影响湾区主体袁 从根本上激发社会群体的创新热

情遥 在创新生态系统发育初期袁政府要逐步完善科

技政策支持体系袁 为系统的良性发展提供制度基

础曰对于发展渐趋稳定的系统而言袁政府要构建科

技政策的弹性机制袁 给予创新主体自由的成长空

间遥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野一个国家尧两种制度尧三个

关税区尧三种货币冶的特点袁其法制体系尧经济结构

及科技创新各具特色袁各方协同合作是提升湾区国

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遥政府可采取野量身定制冶的政

策法规推进人才尧资金尧商品及服务等生产要素跨

界流动袁专业性社会组织尧产业联盟尧中介机构和各

级智库应加强沟通与交流袁打破城市界限与制度障

碍袁建立更紧密的协同合作关系袁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健康持续创新发展遥
渊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陈

萍对本文完成做出很多的贡献袁特此致谢浴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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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a Comparison with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DUAN Jie
(College of Economic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The Bay Area is an important growth pole in leading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e bay area shows an evolutionary path from the incubation
stage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n to the maturity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 bay area,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and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in the major elements of the
system, such as innovation subjects, innovation resources,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is in a mature innovation ecosystem, which has an innovation ecological network
with innovation companies as the basis and the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s its core. And it gathers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venture capital, boasts a full-fledged sci-tech legislation system and a
dynamic innovation atmosphere. In comparis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spite a large
innovation base, is faced with a shortage of high-quality research institutions, high-level talent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and many impediments in original innovations, and has not established a mature sci-tech policy system
and multiculturalism.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s of growth and there
is still huge room for development. 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to push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we need to take following measure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novation
output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quality; promote furth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upgrade the innovation cluster with knowledge spillover; optimize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focus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finance;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cross-border flow of essential factors.

Key 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an Francisco Bay Area; innovation ecosystem;
evolution process;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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