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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描述了深圳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发展的现状， 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

进行原因分析， 然后结合深圳发展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分别对政府、 企

业和高校、科研机构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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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发展现状

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主要涉及技术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1]48-57

。准确来讲，高校和科研机

构是技术的供给方， 而企业则是技术的需求方。 根据供应方和应用方在合作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不同和技术转移的特点不同，可以将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进行如下分类
[2]174-181

。

表 1  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联盟的模式总结

深圳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先后通过深圳虚拟大学园、 深圳大学城、 深港产学研基地等诸

多涉及不同教育，企业，政府等部门的共同参与，逐渐发展，互相融合。总体说来，发展现

状还是不错的。

（1）科研机构与高校形成创新合力

深圳市于 1999 年 9 月建立的“深圳虚拟大学园”，至今共转化科技成果 1247项，开展

校企合作项目 1357 个，获得专利 357项。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专业突出的高端人才宜聚

1本文所属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1JJD790018）；广东省软科
学研究项目计划（ 2011B070300116）。

模式名称 各主体功能 主要驱动力量 创新转移内容

创业推广创新成果模式
以高校、研究机构为代表的研发方既是新知识、技术原

理性成果的供给方，也是成果的市场化推广应用方。
技术需求推动 新技术及人才

创新成果交易转化模式

研发方通过专利许可或技术转让等技术交易方式转让

给企业，是创新技术的转让方，企业是对创新技术进行

产业化和市场开发的应用方。

技术需求推动 新技术

企业创新技术

需求开发模式

各主体联合

开发
企业确定其外部技术和技术创新需求， 寻找相关高校或

科研机构， 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不同方式最终满足企业开

发需要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

市场需求拉动
新技术与研发

方法

企业委托其

他主体开发

其他主体辅

助开发

公共产品技术创新模式
高校、科研机构主导进行公共产品的技术创新活动，有

条件的企业参与和辅助公共产品技术创新。

公共产品技术创新

需求拉动

新技术与利润

分享



地、研发机构聚集地和中小科技企业集散地。而后， 2000年 10月，由深圳市政府和国内一

流大学共同建设发展的深圳大学城创立。 目前，引进了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南开大学四所国家顶级高校在深圳举办研究生教育。 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和完善， 大学

城各办学实体已成功摸索出一条培养创新型、 应用型人才和科技开发、 科研成果转化的道路，

与深圳及周边地区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建立了稳定的科研合作和技术服务关系， 合作领域涉及

电子信息、 精密仪器、 高分子材料、 生物制药、 物流、能源电力、 海洋生命科学等新兴产业，

并组建了一批校企合作实验室和研究生培养基地， 初步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产学研合作创新

机制和资源共享平台，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深圳建设创新型城市做出了贡献。

经过产学研合作领域的纵深发展， 深圳市已逐渐成为国内产学研合作效果最为显著的地

区。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中， 深圳市高校、 科研机构与国内各大高校和各类科研机构取长补短、

优势互补， 在全国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的重要技术支援下， 基本实现了从虚拟产品到电子化

产品、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到涉公安全主流产品、 从开发型产品到标准制订型产品的跨越升

级，即在现实意义使深圳市真正实现了“制造优势”向“创造优势”的迈进。同时，通过产

学研合作， 国内各大高校和各类科研机构也大大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在为深圳市创

新企业提供技术源的同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效果双赢”。

（2）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产学研合作要发挥最大的效用， 需要企业深刻认识到创新求变的重要性。 企业对产学研

合作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企业研发活动的一些情况中看出。 表 2 总结了 2006年至 2011年全

年深圳市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的基本情况。

表 2  深圳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基本情况

项目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科技企业活动人员（人） 101097 116099 162382 161958 225999 218880 257006 

R&D人员 83157 92438 114195 113732 151426 145105 182729 

科技项目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1474204.4 1835873.5 2437174.3 3097007.5 3954089.3 4645789.1 5300925.9 

R&D经费支出（万元） 1318110.5 1564589.8 1971844.1 2402938.1 3014888.0 3725655.7 4389800.9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 1.43 1.38 1.62 1.99 1.64 2.20 2.39 

参加项目人员 ( 人) 89141 105593 146402 129255 190687 180357 214200 

R&D项目人员 (人) — — — 95000 139310 131527 166556 

科技活动项目数 (项) 3518 4982 6324 10659 17277 11947 12806 

新产品产值 (亿元 ) 1073.14 1713.66 3328.48 2648.81 5113.65 5583.37 6010.54 

数据来源： 《2013 年深圳市统计年鉴》。

企业对研发的投入逐年增多， 研发活动产生的收益也逐年增加， 投入——产出的同步增

长不仅表明企业对研发的重视也证明了研发活动的确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 深圳企业有闻名

全国的“四个 90％”，即 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 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



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 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一方面表明， 深圳以企

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基本形成； 另一方面显示深圳各类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企业， 与此

同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尚有较大发挥空间。 为了后续的技术储备， 深圳市企业与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正在积极加强联系， 深港创新圈、 深港产学研基地、深圳清华研究院、 深圳

国际技术研究院和虚拟大学园等诸多合作成果也不断显现。 企业通过多种方式， 与国内外高

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市场化协作关系， 通过成果转让、 委托开发、联合开发、共建技术研

发机构等形式进行产学研合作。

（3）政府积极推动联盟发展

在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 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加紧探索更好实现产学研结合的新途

径与新机制。一方面，深圳市积极组建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数字电视、集成电路与先

进制造等领域的省部级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 基建数量位居广东省第二位； 另一方面， 深圳

市高度重视省部级企业科技特派员的选派推广工作，近年来，入驻深圳市企业中的有 2%企

业的三批科技特派员累计达到 355名，数量为全省之最。 从推动效果来看， 企业在深圳市深

入开展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实现了自主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据广

东省省部产学研结合 5 周年经验交流会上披露的不完全统计， 近 5 年来在深圳市大力推广产

学研合作的过程中， 各级财政共投入 19.1 亿元，共有 4918 家产学研合作的企业与 537家科

研机构和科研院所参与这一领域的合作， 累计投入资金 804 亿元，同时通过产学研的纵深合

作，其申请的专利项目累计达 7925 项，科研成果累计转化近 3000 项，产值回报 8255 亿元，

出口累计 760亿美元，新增利税达 1437亿元，并培养了各类人才 13万多人次。

2深圳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原因分析

虽然深圳市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存在很多

不足和问题。

(1) 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间尚未达成合理预期，合作连接不紧密不稳定

高校和企业之间并没有形成稳定的连结平台
[3]74-78

，双方之间的合作并无稳定预期，这

就造就企业在了解到市场商机的时候才开始寻找高校进行合作，而研发产品需要一定的时

间，这就很容易造成企业错失良机。 而学校因为与市场联系不够紧密， 没有高度的市场敏感

性，所做的研究工作也许早已过时， 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研发和需求的脱节， 一方面造

成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状，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2) 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间尚未形成共同利益，缺乏合理的评价体系

产学研合作各方的利益主体、 目标、期望值不尽相同导致合作各方相互提防， 信任度不



够。当前，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中，责、权、利划分不明
[4]116-119

，缺乏长期稳定的利益合作

机制，一旦出现某种利益纠纷，就会造成合作中断，很大程度了影响了各方合作的积极性，

同时影响合作成效。

(3) 企业对产学研技术创新认识不够，民营中小企业创新弱、极少参与合作

企业对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的认识不够， 目光短浅， 与高校的大部分合作还只是停留在

短期项目阶段； 同时，很多学校科研能力不强，没有承接企业大项目的能力，只能以技术服

务或者咨询的形式同企业进行合作。 这两方面都限制了校企之间的合作， 也不利于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的提升。

(4) 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的风险投资承担机制不够合理、政府投入引导不足

传统上，企业提供资金甚至设备给研究机构或者大学供研究开发使用， 这样研究失败的

风险就基本上全部由企业承担， 同样，研究成功的利益也基本上全部归于企业。 研究人员对

于研究开发是否成功就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一锤子买卖造成了企业和研发人员之间的脱

节，激励和惩罚机制的不健全， 导致了科研人员研发动力不足， 企业寻求外部合作的积极性

不高，最终对双方的合作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5) 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发育的外部环境不够成熟、尚未形成合力促其发展

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由政府、 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构成。 其总体外部环境从大的

方面说包括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 政治环境可以细分为法律政策制度、 人文环境、 教育制度

等。我国尚未形成稳定可预期的法律政策制度来支持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
[5]9-13
，虽然国家也

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给予技术创新等优惠条件， 但是针对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的国家

级的法律支持却不多，大多数只是停留在省级或者市级的文件支持政策方面。

从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以来， 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利用廉价劳动力换取经济发展的政策。 长

期以来，大部分企业依靠加工等贸易活动维持生存， 发展的好一些的则通过模仿他人的先进

工艺来谋求利润。 整个社会并未形成创新生产的文化观念， 这对产学研创新联盟的建立与发

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6]80-131

，我国有超过 40%的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大学时学习

的专业完全不相关，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制度和企业的脱轨， 学生在高等学校受

到的教育在毕业后完全用不到自己的工作上。 这一方面造成了企业专业对口人才的稀缺， 另

一方面显现出了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教育在做无用功，这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经济环境， 主要是指企业所处的产品市场或者产业环境。 中国目前的产品市场并不鼓励

企业进行创新，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非常薄弱， 一旦一家企业生产出一种新的产品， 其他



企业就会竞相模仿， 进而开始了价格战争， 在进行研发的企业尚未收回投资成本之时， 就被

迫走低成本路线，这就造成了没有企业愿意主动进行研发，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

3深圳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城市，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

折射到产学研的层面上，可以总结为具有如下优势。

(1) 具有独特区位优势，毗邻自由贸易港

深圳作为沿海港口城市，地处珠江三角洲前沿，是连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纽带和桥梁，

是华南沿海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创意

文化等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深圳拥有 230公里长的海岸线， 对外贸易的兴盛也为深圳带来

了很多国际上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依靠着毗邻香港这个国际上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的优

势，深圳相比于国内其他城市更易于接触到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优秀的思想。

(2) 产业配套环境良好，研发创新能力强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2011 年全年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11875.61 亿元，同比增长 16.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58.2%，比上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

同年，深圳市全社会研发投入约为 420.97 亿元，占市 GDP比重 3.66%，研发资金投入强度

位居中国大陆各城市前列。深圳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居中国大陆各城市首位，是《自然》

杂志评选出的“中国科研实力十强城市”之一。 2011 年，全市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11826

件，在全国大中城市列第二位； PCT申请量为 7933 件，连续八年居全国第一。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和虚拟大学园等的建立为深圳产学研合作长远发展提供了政策、智力保障。

同时，也应该看到深圳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存在的很多不足的地方。 具体来说， 可以总结

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依赖传统加工贸易思维、自主创新意识不够

虽然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深圳 4 大支柱产业之一， 为深圳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

是在整个国家创新意识都很淡薄的情况下， 深圳的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并未将研发作

为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 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依靠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来达到发展自

身的目的。 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永远走别人走过的路， 赚取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者政策优惠带来

的利润，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缓慢发展，最终被快速发展的市场所淘汰。

(2) 科技创新溢出效应薄弱、发展后劲有待提升

深圳虽然聚集了大量研究机构， 但是即使同国内一些大城市相比， 譬如北京上海， 其研

发能力也还是不足。 代表国内最顶尖的学术研发能力的清华、 北大等高校都坐落在北京， 即



使其在深圳大学城建立了校区， 但是其最顶尖的研发人员仍然位于本部所在地。 扩大到国际

上，深圳现有的研究机构就更加无法与国际上著名的高校相提并论。 研发能力的薄弱极大的

限制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发展。

(3) 缺乏鼓励创新的大环境、知识产权受制于人

中国从洋务运动以来贯彻的基本都是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的思想政策， 只是简单的

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 即使进行研发， 大多数也只是对国外的先进技术进行细微的改进， 从

高校、科研机构到企业、 社会都没有形成自主创新的习惯， 一味的模仿已经明显的成为深圳

乃至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高新技术的知识产权前沿仍处于外国专利包围之中， 虽然近年来

拥有的自主专利技术已经有了质和量的飞速发展， 但是具体到最前沿的高新技术方面， 仍然

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来发展工业。 产学研各方面资源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利益共享和机

制还尚未得到完全突破， 还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 需要加强顶层模块化， 创新体制机制，

进一步加强产业与科技和教育部门的合力推动。

4深圳市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联盟发展的对策建议

深圳作为中国开放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 早期在政府大力投入、 税收等优惠政策下经济

上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但是社会在不断进步， 我们不能只依靠之前良好的基础就指望优势会

永远保持下去， 所有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被市场所淘汰。 从各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实

践来看，在自主创新能力的构建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过程中， 产学研合作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针对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联盟中的活动主体， 分别对政府、企业、 高校等做出以下对策

建议。

（1）政府要重视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积极进行政策配套。 从创建深圳大

学城和虚拟大学园， 深圳市政府起到了绝对的带头作用， 足见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 但是在

建立之后的运行维护上政府做的还不够， 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企业和高校、 科研

机构自身的营运，政府没有起到很好的引导与支持作用。 首先，政府应在选准主导产业、支

柱产业， 确立和制定各产业的科技、 教育政策方面起掌舵作用， 协调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相

适应。同时通过相关财税、金融政策和计划的引导，调节产学研各种资源在各行业的配置，

使产学研合作与宏观产业发展计划相协调， 推动产学研合作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 由零星

向系统转变。其次， 政府增大对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的财政投入， 特别是对技术创新、 高新

技术产业建立多层次、 多渠道资金投入资金支持机制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加大产学研合作技

术创新的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对支持产学研合作的社会资本进行相关适当的政策优惠或奖

励，以形成多渠道的资金投入。 再次，政府应完善产学研技术创新合作权益保护法规和政策，

落实相关税收支持政策，对专利转让、技术转让、开发、咨询、服务等流程涉及的相关主体

的行为进行规范， 各方权益进行界定， 对相关收入税收的减免落实实施。 允许企业将委托高

校、科研机构等进行技术创新或开发所发生的费用列入技术开发费用， 并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政策。

（2）企业加强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意识。 我们企业的危机意识还不够强烈，很多时候，

局限于周边小圈子的范围， 不与国际上产业内巨头进行思想和技术上交流， 直到企业面临着

被淘汰的危险时才意识到自身的技术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首先，企业应该意识到只有技

术的不断创新才能保持企业与时俱进的竞争力。 企业应强化创新意识尤其是高层领导必须要

注重企业创新意识的培养和鼓励。 内因是基础， 因此企业必须加强自身研发机构的建设， 积

极培养技术创新人才。一方面鼓励与高校、科研院所的紧密合作，充分利用外部技术力量；

另一方面企业决不能完全依赖外部技术能力， 在合作过程中更要注意培养自己的技术科研人

才，壮实研发机构力量。 其次，企业积极展开对外交流与合作， 包括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合作，

与国内外知名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交流与合作。 企业研发机构可以联合起来开发新技

术，大中型企业可以建立行业技术创新联盟。 企业设在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的技术开发中心、

产学研基地， 可申请享受省级认定企业技术开发中心的有关优惠政策。 再次，适当增加研发

投入，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研发机构的建设提供资金上的保障。

（3）高校、科研机构的数量和质量要加快发展。 深圳作为一个只有 30 多年历史的城

市，缺少人文底蕴， 市内没有一流的大学， 也鲜见一流的学者，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这成为了制约深圳市发展的一大短板。 深圳市政府也充分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教育的投入

可以说是位居全国之首， 但是仅仅依靠金钱是不够的， 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依靠城市和

高校本身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来到深圳发展。 首先，高校及科研机构应努力提高其创

新能力，积极推进创新团队的建设， 培养一批中青年高级专家，依托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学

科、重点科研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加大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力度。其次，加强对

科技体制和科技评价体系的改革。支持转制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成为企业的重要研发力量；

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 用好人才， 使得优秀科技人员能

人尽其才。 再次，支持有条件的科研院所成为面向企业、 开放式的创新基地。鼓励重点科研

基地全面对企业开放，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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