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卷第 1 期 中国城市研究（电子期刊） Vol. 10No.1 

2015 年 4 月                E-JOURNAL OF CHINA URBAN STUDIES                    April ,2015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研究 

——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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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在我国也已经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了快

速发展的阶段。如何完善和构建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平台成为这一新兴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本文基于产

业链的视角，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的运行机制模型，同时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例，研究了园区文

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建设体系，研究发现张江园区不仅构建了完善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建设体系，同

时保证了平台的运作与活力，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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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风头正劲。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都将之视为自身未来发展的关键[1]。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来源于英国政府

1997 年提出的 Creative Industry 的说法，将其定义为“源自个别创意、技术及才干，通过

知识产权的开拓及利用，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随后，各国政府纷纷根据产

业发展和政策制订的需求，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创意”和“文化”为核心的

产业均被纳入。进入 21 世纪，中国也逐步开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2]。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

兴起，使得专门服务于文化创意企业的孵化器、产业基地和高科技园区在我国各地大量涌现。

然而，传统的产业基地或高新技术园区的已有的科技创新平台并不适用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特

殊情境，导致依托这些园区实体而存在的产业创新平台无法真正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发挥

功能。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平台不仅存在区域内部各类资源要素的集

聚程度与水平不高、区域内各创新主体合作创新状况和协同创新程度欠缺的问题，同时其最

基本的功能设置和运行机制上也缺乏产业针对性与合理性。 

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的构建和运作缺乏系统性指导的现状，本文将基于产业链的

视角，以张江高科技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建设为例，探索符合文化创意产业情境的创

新平台体系的建设方向。 

2   文献综述 

2.1   创新平台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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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竞争力委员会 1998 年的研究报告中，其内涵是指

创新基础设施以及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的集合：可获得的人才和前沿的研究成果；促

进理念向产品和服务转化的法规、会计准则和资本条件；使创新者能够有效收回其投资的市

场准入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创新平台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研

究。区域创新系统是指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

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3]。而创新平台正是依靠这些主体的建设

与优化来解决区域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创新平台就是创新活动的支撑系统，

是把创新从理念引向实践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区域创新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以制度观视角和熊彼特的网络创新理论等为基础，研究

区域创新的环境[4-6]、组成结构[7]、空间结构等[8]。基于此，创新平台的许多研究关注创新平

台的主体和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主体和制度及环境的关系，这也成为国内学者研

究的主流视角。有学者认为，创新平台是由多元主体参与的、有多种创新资源流动的开放创

新系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平台通常是以政策支撑、投入推动、合作引导、资源共享、

多方联动等形式体现的[9]。更进一步地说，政府、中介服务机构等主体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通过大型科学仪器与设备、科技数据与文献、自然科技资源、信息网络资源等要素的

共享，以及共性技术研发、行业检测、创业孵化等公共技术服务的提供，为区域创新平台的

建设提供优质的基础性支撑[10]。 

另有学者从学习机制和知识观视角解构创新平台的过程和运行机制。许多学者认为，区

域创新平台的运行机制主要在于学习机制，包括组织学习机制和集体学习机制[11-12]。基于学

习机制的研究，有些学者进一步从知识观出发解构区域创新平台的内在机制，但这些研究多

是基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13]，单纯探索创新平台学习机制的研究国内相对较少，学者一

般将知识看做是创新平台的系统内部流动和系统外部获取的要素。 

此外，不少学者在讨论创新平台的功能设计和运作方式时，都会界定其子系统或子平台，

从而可以直观地体现创新平台的整体架构和功能设置。比如，潘德均认为，区域创新平台的

三个主体平台为知识创新平台、技术创新平台、创新技术扩散平台[14]。徐顽强和刘毅认为，

高科技园区创新平台是由产学研合作平台、技术创新平台及创新服务平台三大子平台共同作

用而发挥效用的[9]。郝立勤、赖于民提出，由公共研发创新平台和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两大子

平台共同构成的公共基础条件平台的基本框架，其中前者具体包括“研发创新基地与大型科

研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自然科技资源保存与利用平台”，后者包含“科

技文献服务平台、网络科技环境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技术标准与计量

检测平台”等[15]。综合起来，很多学者在描述创新平台的功能性子平台时，都会不约而同

地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技术支持、人才支持、资金支持、信息支持、宣传展示、项目合作和

知识产权保护。尽管以往在中国情境下的研究会有不同的分析侧重，但关于创新平台的研究，

学者们基本上都会借助区域创新研究中的要素、主体和子系统的视角展开讨论：首先，界定

创新平台的要素和主体；其次，解释要素和要素之间、主体和主体之间、要素和主体之间的

关系；最后，将要素、主体和其中的关系建构成一定规则之下运作的、可能包含多个子平台

的复杂系统。 

2.2   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平台与产业链 

区域创新所支持的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等，而在研究创

新平台的运行机制时，国内学者主要着眼于技术创新，并且把研究情境放在中国高科技行业

或高科技园区。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平台而言，区别于以往研究和讨论的关键在于，文

化创意产业的创新以“内容”与“创意”为核心。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的诸多要素之中，

技术、信息、人才、信息均必须围绕“创意”发挥作用。“创意”和“知识”一样，产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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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中，而涉及这种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与横向经济技术分工与合作

关系密切相关[16]。也就是说，具有高附加值特性的“创意”处于整个产业链价值创造和价

值传递的核心地位，联接和影响着区域创新系统各个主体之间的创新活动。 

要实现“创意”对于整个产业的统领，完整的产业链至关重要，产业链之间的配合和协

调是“创意”在产业内贯穿的基本条件。由于产业链前端和后端在企业性质上存在极大差异，

很少有大型企业会通过纵向一体化完整地完成产业链的全过程。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

活动，包括作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与市场创新都是在产业链每个环节本身和各环节

之间展开的。通过理解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各个关键环节、关键功能，剖析各环节的关键要素

与运作机制，可以更深入地挖掘文化创意产业创新活动所特有的创新平台需求，从而更好地

理解其创新平台的构建与发展过程。 

文化创意产业链是以“创意”为龙头，以内容为核心，通过驱动产品制造、拉动批发营

销、带动后续产品开发，从而形成的上下联动、左右衔接、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链条[18]。

文化创意产业链区分于传统产业链的特性，主要包括创意产品的内容特性、创意产品的附加

值特性和文化创意产业链价值传播的特性。有研究就强调了创意内容的“意义”在价值传递

中的重要性，并对比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链三层次（原创/生产，商品/分销，消费者/使用），

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价值链中“意义”传递的价值链三层次分别为“作者/制作人”、“文本/

演出”、“读者/观众”[17]。文化创意产业链要够获得持续的赢利，需要抓住的主要环节包括：

内容、渠道、媒体、需求[18]，其中媒体和渠道的作用对于创意产业而言的重要性要大于其

他传统行业，创意产业的价值必须依赖全方位的渠道才能完整传递。 

因此，根据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功能不同，文化创意企业可以划分为四类（见图 1）：

负责“创意源头”的企业、负责“创意加工”的企业、负责“创意衍生”的企业、负责“创

意市场”运作的企业。四个环节的顺序又根据创意的产生、演化、反馈和再产生的过程而可

呈现出网状特征。每一个环节上企业的功能发挥均需要不同的创新子平台的支持，而整个产

业则需要各个环节的创新子平台共同作用，才能实现全产业链的价值创造和创新。 

 

衍生产品 创意作品 原始创意 

创意源头 创意加工 创意衍生 创意市场 

创意和创意作品 

创意作品 
 

图 1 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  

3   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构成与特征 

3.1   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的构成 

文化创意产业所具有的高创新性、高渗透性、高附加值的特征[19]，以及产业运作和政

策制定也要围绕“创意”核心的特点[20]，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平台建设的特殊性。

其最需要创新平台发挥功用的地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创新平台的设置和运作应当

特别考虑。对于文化创意产业链而言，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要素和功能支持。其

中，创意企业对于“创意支持”和“产品发行与保护”相关类平台的需求尤其显著；而这些

子平台所对应的，正是文化创意附加值最高的产业链两端的环节——创意源头和创意市场。

“创意源头”的主体，不仅包括文化创意企业本身，还有大量的工作室和自由艺术家[9]，能

让这样庞大的创意阶层互动合作、发挥价值，非常需要创新平台的统筹作用。“创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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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是产业利润的直接来源，然而，我国的文化创意企业不仅自身缺乏市场运营能力，而且

专门从事创意市场开发的机构也非常欠缺，因而创新平台在宣传、合作、发行等环节的支持

无疑意义重大。其次，创新平台应当提供单一企业无法实现的功能。文化创意产业中存在大

量的中小企业，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开发和运作大型项目[21]。此外，将民间资本和外

资引入文化创意产业、举办大型节日展、为企业寻求海外合作机会等产业扶持活动，都会高

度依赖于产业创新平台内政府主体的行为。 

“创意”贯穿产业链的整个环节，就算是技术性较强的加工环节，也必须随时加入制作

人员的创意来对产品和服务的内容进行再创作。“创意”能否成为创新成果，能否催生受到

认可的作品，能否开发，则需要产业创新平台对于创新活动的支持和激励。这种支持和激励

来自于创新平台的主体和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结和作用，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创

新平台的子平台体系（见图 2）。 

 

图 2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建设 

如图 2 所示，基于产业链的视角，本文在上述有关创新平台的研究基础上，初步提出

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平台的建设方向，分别是：具有一般产业创新平台普遍意义的技术支持

平台、人才投入与培养平台、融资投资平台；具有文化创意产业情境特殊性的源发创意支持

平台、创意展示支持平台以及知识产权保障平台。这些子平台可以是拥有主体和制度支持的

实体平台，也可以是通过创新平台内各种活动有机结合而实现其功能的虚拟平台。以张江园

区动漫产业而言，上海国际动漫节等大型节日展中所包含的各种活动，既构成“宣传展示平

台”的关键部分，又和创新平台的项目引入、项目推进政策和机制一起组成“项目合作”子

平台。 

这些子平台互相关联又各有侧重。比如，人才培养平台主要是针对产业链的“创意源头”

环节；技术支持平台、设备支撑平台等平台主要是针对“创意加工”环节；衍生开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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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展示平台主要是针对“创意衍生”环节；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创意产品交易平台主要是

针对“创意市场”环节。各个子平台的功能在文化创意企业与各个不同主体互相联结、共同

作用的过程中得到具体体现，并为文化创意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创新活动提供了人才、创意、

技术、信息、资金和环境要素的支持。 

因此，文化创意产业上创新平台是一个多层次互动的创新系统。在子平台层次上，系统

内的各个主体通过自身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发挥，在各种调节机制和关联机制之下，构成实体

和虚拟相结合的子平台体系；在创新活动层次上，文化创意产业的作品创新、过程创新、组

织创新和市场创新接受子平台体系提供的围绕“创意”而包含的各个要素，并得到这些要素

支持的创新活动；在产业链层次上，保证了文化创意产业链上各个关键环节的顺利进行，也

保证了“创意”有效贯穿整个产业，使价值创造和创新得以实现。基于此，文化创意产业创

新平台的构建，必须通过主体和主体间关系的建设、子平台体系的形成、各种调节和关联机

制的建立，形成完整的系统；而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的提升工作，必须特别重视平台的完

善，保证以“创意”为核心的各个要素通过系统内复杂的关系和活动得以流动与发挥效能。 

3.2   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的基本特征 

对于文书创意产业创新平台而言，应该具有提供创意实验基础条件、设计重大创新课题、

承担提供技术支撑、实施创意成果推广、服务广大中小企业、锻炼培养创新人才的功能，要

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1）创新主体的多元性。由于一个创意从形成到实践往往需要多重主体的共同参与和

协作才能完成，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平台是包括相互关联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政

府、市场和金融机构等在内的多元组合主体。在当前协作创新尚未形成主流时，需要政府职

能部门或行业协会引导、先导和资助，推动创意企业与研究机构战略联盟的形成；也可以由

拥有核心资源的研究机构组建，吸收集群内的多家企业加盟。 

（2）集聚要素的关联性。每一创新子平台均具有其特定的方向性，有明确的建设规划、

发展目标和重点内容，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及产业指向。因此，加盟平台的各个要素具有一定

的关联性，是创意产业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诸多相关要素的聚合。 

（3）基础条件的规模性。大项目的承接、大成果的实现、创新的突破均需要成规模的

基础设施条件。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平台能汇聚诸多创新要素的科技资源，建立共建共享机

制，从而使平台拥有的设备设施达到一定规模，使集中、优化配置资源成为可能。 

（4）创新资源的优质性。创新平台一般依托于文化创意产业有强势研究基础、突出人

才队伍、良好条件设施的研究所或企业的特色研究方向、大学的重点学科、大型企业的核心

领域，因此具有优质的创新资源和先进的创新要素。它在本区域的创意产业内有先天的优越

性，有开展国际前沿领域研究的可能，同时具有招揽其它优势资源的环境。 

（5）平台功能的复合性。创新平台具备着集聚创新资源、设计创新课题、组织联合攻

关、提供技术服务、实施成果转化、开展人员培训等基本功能。尽管各创新子平台的侧重面

会有不同，但一般均为多项功能的复合。 

4   张江高科技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方略 

4.1   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 

2004 年 8 月，张江在高科技园区中率先设立了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2005 年 4 月，

该基地被认定为“上海市创意产业集聚区”；2009 年 3 月，市委宣传部等联合在张江建设“动

漫谷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2010 年 4 月，张江成为上海市首批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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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示范集聚区；2011 年 2 月，张江被文化部认定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2012

年 5 月，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授予张江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自成立以来，依托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优势，重点聚

焦科技与创意含量高的网络游戏、动漫、数字内容、新媒体等四大领域，集聚的创意企业迅

速增加，并已成为张江的第三大支柱产业。截止 2012 年底，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注册的文化

科技企业已超过 400 家。依托盛大网络、网易、九城等龙头企业，张江 2012 年实现网络游

戏产业营业收入 51 亿元，占全国市场的 20%；以炫动传播、河马动画为首，张江的动漫产

业链日渐成熟，2012 年在票房最高的十部国产动漫影片中占据 3 席，并实现营业收入 0.8

亿元；以盛大文学、新华解放传媒、世纪创荣、中文在线等为代表，张江集聚了不少数字内

容领域的优质企业，2012 年数字内容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5.6 亿元，产值占全国的 10%；2005

年张江成立了第一家新媒体企业，目前已汇集了聚力传媒（PPLive）、沪加网络（沪江网）、

火星时代等众多明星企业，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4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了 18.3 倍。 

 

图 3 2005-2012年张江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总额 

4.2   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体系 

张江高科技园区以其独特的创新文化氛围和管理机制体制吸引的优质企业、人才、资本、

科技汇聚张江。为使这些资源能够围绕文化创意产业链条更好的融合和互动，园区建立了完

善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包括创意源头方面的人才培养平台以保证作品创新，创意加工

方面的技术研发支撑平台以保证过程创新，创意衍生方面的宣传展示平台以保证组织创新以

及创意市场方面的资本支撑平台和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以保证市场创新（图 4）。这些平台相

互联系、共同作用，为动漫产业、网络游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和新媒体产业提供了人才、

技术、资本等诸多创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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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张江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体系建设 

具体来讲，在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方面，张江高科技园区积极发挥周边高校云集的优势，

积极开展与复旦、交大、上海电影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张江设计分院等艺术类院校的合

作，强化人才培养的实践环节，以技能应用为主，培养实用型艺术人才，建设了完善的产学

院合作平台。同时，张江还于 2005 年启动了“张江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积极引进

和集聚更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扩大基地的联合培养资源。在基地建设过程中，张江选择各

高校优势专业进入，挂牌成立了各大学研究生培养基地，并与各高校研究生院、二级学院建

立合作协议与沟通机制，扩大联合培养资源，组成培养联合体。如在技术联盟构建上，普元

软件拟与武汉大学共建软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展讯通信与北京大学张江微电子研究院共

建实验室；微创医疗与上海理工大学共建技术攻关小组；宏力半导体与复旦大学共同申请

“863”项目；盛大网络与复旦大学张江校区建立没有围墙的全球研发中心等等。 

在技术研发支撑平台建设方面，张江高科技园区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打造了四个主要的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即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影视后期制作公共服务平台、数字出版基地

建设平台以及动漫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这些技术性服务平台为中小型的创意企业提供软硬件

技术支持，促进园区内的创意和创新资源在更广阔的市场融合与互动。例如，动漫研发服务

和影视后期制作平台近年来开发了多款公共软件，承接了国家 863 项目等十多项科研项目，

为《唐山大地震》、《东方大港》等数十部影视动漫作品提供了制作服务，并为不少企业提供

了技术培训。 

在宣传展示平台建设方面，园区不断创新文化创意产业展示平台，建设“数字出版体验

中心”和“张江动漫谷”。以数字出版为例，由上海方正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公司在张江联

合建设的“数字出版体验中心”是国内第一家系统展示数字出版技术的展厅，重点展出了包

括数字内容保护、多屏融合交互、内容协调创作和分享、智能内容监管和分析等国内领先的

文化科技装配和应用技术。在这里，顾客可以体验报刊、杂志、书籍等从复合编撰到多元发

布的模拟过程，这种先进的创意产品展示平台对文化创意产品推向市场，扩大消费群体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资本平台和知识保护平台建设方面，园区还建设了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主要包括三

大专注于创意产业的金融机构。这些资本融资平台主要为中小文化企业提供不同阶段发展所

需要的担保和投资服务；为目标公司提供成长性资本、企业重组、管理层收购等市场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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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主要服务于张江的原创文化产业项目。此外，张江园区的文化基金会也成立了专门的

控股子公司、担保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这些融资平台为创意与创新的结合提供了资金支持。

同时，为保障创意市场的正规化，张江高科技园区还联系上海文化版权交易中心、上海版权

服务中心等来为产业发展构建利益保障机制。 

4.3   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运作机制 

为保证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的运作效率，人才、创意、技术、资本等要素能够围绕创

新平台进行有效的互动和集聚，张江园区的创新平台主要采用以企业为主导的运作机制。除

了人才培养等产学研合作平台，其他的公共服务平台均由平台公司主持，采用企业化的运作

模式，如动漫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即由上海张江动漫有限公司进行管理。企业通过持股、技术

成果参与分配、技术作价入股等方式，参与平台的运作和管理，提升平台的运作效率和活力。

同时，园区还注意建立各参与企业的良好合作关系和信任机制。一方面通过契约、产权规则

和约束机制等正式的制度安排，规范并监督企业的参与行为，增强企业参与平台建设和运行

的意愿，提升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效益。另一方面，园区还建立有效的进入及退出机制，允

许企业按相关制度（如让出部分股权）退出平台的建设，保证企业退出但不影响平台的发展。

此外，张江园区还利用区域内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社会网

络关系及其产生的信任关系，推进各类平台与企业之间形成稳定紧密的联动机制，以保障创

新平台能够持续而有效地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5   结论与启示 

创新平台的研究应当情境化，必须根据产业特殊的知识基础和所处的制度环境的不同，

区分对待不同类型的创新平台[22]。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殊性：“创意”与内容相结合，以

及产业链的特殊性：“创意”贯穿整个产业链，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平台不仅具有一般产业

创新平台普遍意义的技术支持平台、人才投入与培养平台、融资投资平台，同时还包括具有

文化创意产业情境特殊性的源发创意支持平台、创意展示支持平台以及知识产权保障平台。

本文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例，研究了园区内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发现园区不仅建设了完

善的创新平台体系，同时采用企业化的平台运作模式，保证了创新平台的建设切实能够促进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更大区域内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价值和启

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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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Platform of Creative Indust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hain: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ng high-tech Park 

 

WANG Hui, KONG Xiang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Creative industry is boom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hile in China it is also regarded as 

emerging industry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As a result, 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its innovation platform 

to support this strategic industry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issue in China. Using the method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this article tries to look further into the reprehensive creative industry 'Animation 

industry' and analysis the actual mechanism of its innovation platform. Simultaneously, this article which 

takes Zhangjiang high-tech Park as an example, studies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founding that Zhangjiang Park has built a perfect innovation platform system and ensured the operation 

of the platform, which has a good impact on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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