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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趋势。对于创新资源缺

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式发展与创新是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有效方式，开放型创新体系是我国高新区

在新时期升级发展的重要策略。开放型创新体系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区域创新系统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产生

的一种跨界合作创新模式，是指不连续空间上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形成的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组织体系，这

种体系能够有效组织区域内外创新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张江高科技园区是我国推动自主创新发展的核

心区域，也是上海市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的“主引擎”，具有重要的引领和驱动作用。根据开

放型创新体系理论，本文分析了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优劣势，并为张江高科技园区走出创新发展的困境、提

升创新实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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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

化不仅使得生产要素更加具有流动性，而且使得创新要素流动更加频繁[1]。在经济全球化的

影响下，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发展不再是封闭的，而与全球经济格局及要素流动具

有直接影响[2]。全球化背景下经济马赛克的创新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之间具有密切

联系。任何一个经济集聚区的创新发展都离不开其他区域的影响[3]。对于创新资源缺乏的发

展中国家来说，开放式发展与创新是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有效方式。我国许多高新区无疑从

建园开始就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当中，通过吸引 FDI和海外人才、整合海内外创新资源逐渐
形成一条独特的自主创新之路[4]。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我国高新区如何构建开放型

创新体系，引导区域更加有效地配置全球创新资源，走引进消化吸收与原创融合的自主创新

之路，已经成为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新问题[5]。作为中国经济龙头中的创新中心，张江高科

技园区非常迫切需要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走出一条能够高效整合海内外创新资源的自主创

新之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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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放型创新体系内涵、结构和类型

2.1 开放型创新体系内涵

自 1992年 Cooke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概念之后，学术界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结构、
作用机理等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7]。Cooke 认为区域创新系统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是在制度环境系统下，企业与其他机构互动学习[8]。在 Cook，Braczyk
and Heidenreich主编的《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政府管理的作用》一书中，深入
分析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他们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在地理上邻近且相互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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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体系支持并

产生创新”[9]。Autio在研究中对区域创新系统形成了新的认识[10]，他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

“基本的社会系统，由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组成，组织和子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互动产生了

推动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知识流。”Asheim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支撑机构围绕的区域集
群[11]。

综合现有研究，本文认为开放型创新体系主要包括一定区域内相互联系的企业、大学、

研究机构、中介组织和管理机构，且包括与这些主体具有正式或非正式联系的外部创新资源

的创新组织体系，这种体系能够有效组织区域内外创新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开放型创新

体系既包括以本地创新网络为主，且包括远距离联系。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一定仅仅是区

域内部资源的互动，也可能利用区域外部创新资源的流入。与区域创新体系相比，开放型创

新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其开放型特征。开放型创新体系具有组成要素的非地域邻近性、地域边

界的开放性和知识互动的远距离性特征。

2.2 开放型创新体系结构

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结构，已有很多较为相近的研究结论。Aslesen在探讨区域创新系统
的概念时，认为广义的区域创新系统应包括：进行创新产品生产供应的生产企业群；进行创

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进行创新知识与技术生产的研究机构；对创新活动进行金融、政策

法规约束与支持的政府机构；金融、商业等创新服务机构[12]。Asheim认为，区域创新系统
主要是由两种行为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活动构成。第一种行为主体，是区域主导产业

集群中的企业，同时包括其支撑产业；第二种行为主体，是制度基础结构，如研究和高等教

育机构、技术扩散代理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等，这些机构对区域创新

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11]。Autio提出的区域创新系统强调了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其结构包括
了区域外部的一些相关因素[10]。

本文认为开放型创新体系由区域内部创新体系、外部联系主体以及内外联系通道构成

（见图 1）。区域内部创新体系是开放型创新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
的主要创新输出源。具体来说，区域内部创新体系分为企业组合体和服务支撑组织两大部分，

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技术、人才、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外部联系

主体包括区域之外的政府管理机构、大型跨国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等，为

开放型创新体系提供基础设施、先进知识和技术，并提供区域内部创新所缺乏的资源，强化

创新产出。内外联系通道包括正式联系和非正式联系。由留学人员等组成的跨越边界的技术

社区加速了内外信息和资源的交流，促进技术和资金流入区域内部，从而强化开放型创新体

系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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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开放型创新体系结构示意图

2.3 开放型创新体系类型

区域创新系统主要分为根植性区域创新网络、网络化区域创新系统和外生型国家创新体

系三种类型。其知识产生的主要地理区域和作用方式等各不相同[2]。其中外生型区域创新体

系强调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开放型特征，认为与区域之外主体的互动对于本地创新具有重要影

响。根据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嵌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方式，可以将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分为被

动嵌入式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和主导嵌入式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见表 1）。在被动嵌入式
开放型创新体系中，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合作伙伴来自国外一流院校及研究机构，创新

能力高于区域内其他企业。主动嵌入式开放型创新体系主要由本地龙头企业组成，外部知识

技术转让是其创新的重要来源。

表 1 开放型创新体系类型及特征

开放型创新体系类型 主要构成部分 创新知识来源 本地根植性

被动嵌入式开放型创新体

系
大型跨国企业及本地服务组织 国外一流大学及研究机构 弱

主动嵌入式开放型创新体

系
本地龙头企业及服务机构

本地研究机构及大学、国

外大型企业的技术转移
强

3 张江开放型创新体系构建中的成效与不足

3.1 张江园区创新成效

3.1.1 经济规模持续扩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全面优化

截止 2010年底，张江高科技园区进驻企业达 1905家，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 1239
亿元。园区该年的工业总产值 577.5亿元；经营总收入 1556.77亿元，同比增长 35.9%；
实现税收总额 109亿元，同比增长 25.1%（见图 2）。高新技术服务业快速集聚发展，第三
产业经营收入达 536.28亿元，已超过第二产业经营收入（484.77亿元）。经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 333家，占全市的 11%，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97家，占全市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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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张江园区营业收入情况（2006-2010年）

资料来源：张江集团，2010年张江园区产业发展报告

3.1.2 科研优势突出，创新能力显著

图 3 张江科研项目情况图（2004—2010年）

资料来源：张江集团，2010年张江园区产业发展报告

2010年，张江园区在研科研项目达 12163个，增长 27.1%，其中新开发项目 6874个，
占全部科研项目的 56.5%。完成科研项目 6914个，增长 58.5%，其中技术转让 769个，
增长 62.6%，凸显了张江园区不断增强研发活跃度和研发能力（见图 3）。

经过多年发展，张江园区创新要素快速集聚，创新能级显著提升，涌现出大量高水平创

新成果。自 2005年至 2009年，反映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能力的张江指数五年平均增长率
是 17.8%；在 2008年和 2009年增长率均超过 20%，2009年张江指数达到 227.1（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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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张江指数（2005-2009年）

资料来源：张江集团，2009年张江高科技园区产业发展报告

张江园区对于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能力也不断增强，专利活动十分活跃。2010
年，园区申请专利达 4595件，占浦东新区专利申请量的 26.2%，增速比浦东新区的 20.1%
高出 15.6个百分点。其中发明专利 3138件，占浦东新区发明专利申请量的近一半（见表 2）。
张江园区专利申请的“新鲜血液”也相当充足，共有 115家企业新增了专利申请，占所有
申请企业数的 42.8%，其专利申请量占总申请量的 16.2%。

张江园区先后获得大量国家级科技奖项。2006－2010年共有 16家企业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等 21个奖项，其中，展讯通信、华虹集成电路分别获得
2006、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表 2 张江园区技术交易、专利申请占新区比重情况表（2010年）

指标名称 浦东新区 张江园区 占新区比重(%)

技术交易数量(个) 2550 1014 40.0

技术合同金额(亿元) 121.03 57.53 47.5

专利申请数(个) 17587 4595 26.1

#发明专利(个) 6576 3138 47.7

资料来源：张江集团，2010年张江园区产业发展报告

此外，张江园区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张江园区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

展规划纲要》16个重大专项中的 5项。其中，国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
专项（02专项）44个项目中，张江占 7项；国家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
专项（核高基 01专项），张江占 22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张江获得支持的项目 99
项，占全国 10.2%。参与国家重大课题 216项，其中 863计划 129项、973计划 17项、
科技支撑计划 35项、国家自然基金 31项、国际合作 4项。

3.1.3 科研教育机构入驻，全球化研发机构集聚

张江园区集聚了上海中医药大学、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复旦大学信息学院、上海交

通大学信息安全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关机构等共数十家科研教育机构。同时张江

园区集聚了 15家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及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多项重点战略发展任务和重
大科技专项，推动研发创新快速集聚发展。

张江园区拥有经认定的国家级、市区级企业研发机构 134家，已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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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最集聚的区域之一。福布斯全球软件企业前 10强有 3家在张
江设立研发中心；福布斯全球制药企业综合排名前 10强已有 6家在张园区设立研发中心（见
表 3）。同时，自主创新力量在张江园区快速成长，中国软件企业百强中有 11家在张江设立
研发中心。

表 3 全球 10强医药与生物医药企业在张江园区设立研发中心的企业名单

排名 公司 排名 公司

1 Pfizer（辉瑞） 6 AstraZeneca（阿斯利康）

2 Novartis（诺华） 7 GlaxoSmithKline（葛兰素史克）

4 Roche Holding（罗氏） 10 Eli Lilly & Co（礼来）

资料来源：2010年福布斯全球企业 500强排名 http://www.forbeschina.com/list/companies/

3.2 张江园区创新不足

3.2.1 缺少大型知名科技企业

硅谷每 3-5年就会新产生一家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企业，比如“谷歌”、“惠
普”、“苹果”、“思科”、“英特尔”、“甲骨文”等，都是世界知名巨型高新技术企业，进入世

界 500强的行列，在行业市场拥有很大的控制力，很高的话语权。比如“英特尔”主宰全
球芯片市场，所占份额超过 80%；“思科”是全球路由器与交换器市场的领军企业，所占份
额超过 65%。

中关村培育了联想、百度、京东方等大型企业，“百度”在我国搜索引擎市场的份额接

近 80%，“联想”是全球第二大的个人电脑厂商，仅次于“惠普”。深圳则培育了中兴、华
为等全球知名的大型科技企业。张江园区很难找出这样的大型知名企业，2010年，北京中
关村百亿元级规模企业 22家，张江园区仅有两家企业超过百亿元级规模（见表 4）。

表 4 北京中关村与张江园区亿元规模以上企业数量（2010年）

规模 北京中关村企业数（家） 张江园区企业数（家）

大于 100亿元 22 2

10亿—100亿元 222 27

1亿—10亿元 1169 174

5000万元—1亿元 832 111

资料来源：张江集团，2010年张江产业发展报告；中关村官方网站
http://www.zgc.gov.cn/tjxx/nbsj/

从企业注册性质来看，张江园区前十家企业中五家是外商投资或中外合资企业，且仅有

的两家超过百亿级规模的企业都是外资投资成立。从企业所属产业情况来看，张江园区前十

的企业主要集中于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产业（见表 5）。不管是与中关村的大型企业的数量
和质量相比，还是从园区企业的性质来看，张江园区相当缺乏具有自主品牌的大型知名科技

企业。

未来张江园区应加大力量培育具有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业品牌，培育世界范围内的

行业领军企业，带动上海的创新发展，提升张江园区企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和话语权，乃至

http://www.zgc.gov.cn/tjxx/nb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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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全国的自主创新。

表 5 张江园区产业规模前十家企业情况表（2010年）

单位名称 所属产业 产业能级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 百亿元级

国际商业机器全球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软件与信息服务 百亿元级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五十亿元——百亿元级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五十亿元——百亿元级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其他 十亿元——五十亿元级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十亿元——五十亿元级

日月光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十亿元——五十亿元级

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十亿元——五十亿元级

上海法雷奥汽车电器系统有限公司 汽车 十亿元——五十亿元级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与信息服务 十亿元——五十亿元级

资料来源：张江集团，2010年张江园区产业发展报告

3.2.2 高端人才仍然缺乏

张江园区基本形成了以大学本科学历为主体，硕士和博士学历具有一定规模的人才格局。

然而，张江高端人才不仅跟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等国际知名科技园区相比任具有很大的差距，

在中高级职称人员比例、千人计划等高端人才方面与北京中关村相比也存在差距（见表 6）。

张江园区高端人才的缺乏，跟张江园居住、商业、文化、娱乐等生活配套设施的薄弱有

关。张江园区想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的集聚，除了实施良好的人才政策外，还必须加强营造舒

适的生活环境。

表 6 北京中关村与张江园区主要人才要素情况（2010年）

人才要素 北京中关村 张江园区

从业人员数（人） 173478 1157704

千人计划人才数量（人） 56 21

两院院士人数（人） 49 18

留学归国人数（人） 9711 3026

中高级职称占从业人员比重（%） 15.9 9.8

资料来源：张江集团，2010年张江产业发展报告；中关村官方网站
http://www.zgc.gov.cn/tjxx/nbsj/

3.2.3 中小企业规模增长较慢

中小企业是最具活力的创新的主体之一，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区域创新活力的营造具

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张江园区中小企业规模增长较慢，特别是民营企业，占园区企业

http://www.zgc.gov.cn/tjxx/nb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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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比重超过三成，但营业收入仅占园区的 8%，利润总额仅占园区的 2%，在研科研项
目仅占园区的 14%，科研经费投入仅占园区的 6%，专利申请量仅占园区的 13%。

3.2.4 国际竞争力较弱

张江园区虽拥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但是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存在产业高端不

高效、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产业规模能级、产业内在竞争力以及园区品牌效应上仍有待提

升的情况。在上市企业数量、国际专利授权数、对境外直接投资和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方面明

显落后于北京中关村。截止 2010年底，北京中关村上市企业达 175家，而张江园区仅 12
家；在国际专利授权数方面，北京中关村 2010年为 246件，张江园区则为 99件。

4 张江创新制度体系构建与建议

4.1 聚焦重点，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园区创新体系构建的重

要组成部分[13-14]。目前，园区里已经聚集了一些产业的龙头企业，但其辐射作用还未完全发

挥。

因此，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加强龙头企业的辐射能力，并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第一，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组织龙头企业独立或联合承接国家重大项目；有重

点地选择在商业模式、核心技术等方面有创新能力和突出优势的企业，在市场开拓、融资等

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第二，构建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网络。以大企业为主体，建立多

种形式的技术创新中心和研发机构，引导大企业开展战略性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

支持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共建技术研发联合体，进行基于专利和标准的研发合作，形成一批具

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集团。第三，支持龙头企业国际化发展。支持企业积极参加境外举办

的各种展销会、博览会等活动，拓宽国际贸易渠道；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销

售与生产网络，提升国际竞争力；支持龙头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对外投资、境外上市，提高

品牌国际知名度；支持拥有自主技术标准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和标准的国际推广，提高国

际影响力。

4.2 优化服务，不遗余力培育高端人才

在对张江园区创新要求更为迫切的时代背景下，高端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

心动力。拥有充足的高端人才，是区域创新体系发展的重要保障[15]。虽然张江已经采取了

多种政策吸引高端人才，但在其储备及利用上，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在传统体制下，人才

的使用缺乏科学性，有的大材小用有的学非所用，导致人才流失严重。缺乏发展空间，使得

许多高技术人才没有用武之地，造成大批优秀高技术人才向外谋求发展。另外，由于缺乏有

效的激励机制，人才的价值难以体现，人才缺乏创业的热情[16]。

因此，园区在运用高端人才时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鼓励灵活的薪酬与福利制

度。例如，将工资级别合并为几个大的等级，拉大每一个工资等级的工资浮动范围。这样，

更注重员工专业能力的差异，避免了岗位工资制提薪必须走职位提升路线的不足，尤其适合

技术型企业。第二，推广股权激励。实行高端人才持股计划，既能避免薪酬低于同行大公司

时的问题，又可培养高端人才的归属感。第三，提供针对性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培训。在高端

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中，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因人而异协助高端人才制定和实现个人职业

发展计划，做到企业与每个高端人才共同发展。

4.3 瞄准目标，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的效益

对于企业创新进行税收优惠，也是构建园区创新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项

目支持、税收减免、租金优惠等方面。在现有的政策中，存在税收优惠政策配合不力、政策

目标不明确等问题。其中，有的政策目标不够明确，使得企业行为逐渐偏离政策初衷，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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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形式主义以满足优惠条件，从而极大影响税收优惠的落实效果[17]。因此，在制定税收优

惠政策时，应有的放矢，一是要明确激励目标，划定优惠范围；二是要制定详细的核准条件，

有具体准确的指标要求；三是要建立跟踪考察机制，确保税收优惠的效果基本符合政策初衷，

定期对优惠政策实施对象的资格进行复查。

此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涉及到政策的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以及企

业三个行为人。其行为状况都会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在税收优惠政策既定的情况

下，企业的组织结构、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认知水平、政策信息的传递等都会对税收优惠政策

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因此，针对区域中的不同类型企业，应当提供差异性的优惠政策。同

时，应当特别重视对相关税收政策的解释和推广工作。

4.4 放眼全球，重视“海内、海外两翼”合作互动

对于张江而言，打造园区开放型的互动模式，对于时刻把握全球发展脉搏，不在剧烈变

化着的时代中悄然落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至少应当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联系。

第一，三区联动。强化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三者紧密结合的“三区联动”工

作。支持校企、院所企合作，构建产业技术与资本联合的创新联盟。积极发挥科技园和院士

工作站等创新载体的作用，推进和完善创新服务载体建设。第二，上海市内各园区之间合作。

利用地理临近优势，着重加强与杨浦、紫竹等科学园区的交流合作，分别关注其在高新技术

产业功能开发、区校联动、民营经济等方面的特点与优势。积极组织，形成与各园区之间常

态化交流。第三，与其它园区合作。与国内领先的高科技园区，例如中关村、深圳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等。着重关注中关村在发展模式转型中的宝贵经验。借鉴深圳在“深港创新圈”

合作中，两地资源共享、教育同构和便利交流上的做法和经验，共同摸索构筑区域创新体系

的新模式。第四，与海外合作。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增进与海外科学园区的合作与交流，

汲取其发展经验；组织常态化人员交流，并为人才流动创造条件。例如美国硅谷、美国 128
公路、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在亚洲范围内，则可关注韩国大德、日本筑波、台湾新竹，
等等。

4.5 改善环境，建设创新创业者乐园

园区的创新文化环境建设，总体上看，应当具有长期性、多样性、创造性和高风险意识

等特点，并以未来发展作为导向[18]。具体来看，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发展创新载体。

加强大学和研发机构的组织建设，引进、培育和发展知识型机构和组织。改善园区的知识环

境，提高知识创造的素质和潜力。二是要加强区域中企业的创新文化建设，形成张江的品牌

价值和创新凝聚力。要在园区的企业中鼓励创新、倡导创业、宽容失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

的创新文化，并依靠先进文化形成新的凝聚，依靠先进文化形态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进步。三

是要在平时生活中营造激励创新、和谐共进的良好氛围。丰富文化精神生活，加强文体设施

建设，设立多种多样的文体专项基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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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y, and the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trend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ose are lack

of resources for innovation, open innov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atch up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quickly. So the construction of open innov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the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tech zones in the new era. Open innovation system is a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novation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t require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o

embed in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s. The main innovation interconnected system is organized with some

form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not contiguous space, and it can effectively organize innovative resources

outside the region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ngjiang Hi-Tech Park is the core area

to promo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It’s also the main engine of Shanghai to

promote "innovation-driv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open innovation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Zhangjiang Hi-Tech Park,

and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or it to enhance its innovative strength.

Key words: open; Innovation System; Zhangj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