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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
改革创新 40 年变迁史
宗和

从北方到南国，国家级高新区
诠释科技转化“中国模式”
伊明

从 1988 年我国第一家国家高新区——北
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诞生开始，国家
高新区已经走过了 30 个年头，截至 2018 年，
国家高新区总数已达 168 家。中关村科技园
区、苏州工业园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
一大批高新区通过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已经
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主阵地；成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成为转方式、
调结构，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关村科技园区：体制创新
永远在路上
“赶上这个时代，真的很幸运！”今年 4 月，
笔者在中关村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无论
是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还是踌躇满志的中
年创业者，抑或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都发出
同样的感慨。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被誉为中
国的“硅谷”。这里聚集着中国顶级的高新技
术企业，从当年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发展到
今天的一区十六园，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高
科技园区，
“ 自主创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
键词。
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
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是我国体制机制创新
的试验田。
北四环中关村立交桥的北边，是我国科
技竞争力的新生力量“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纳米中心围墙边立着的一块纪念碑，就是中
关村建设的起点。
用友从中关村第一家私营高新技术企
业，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其创
始人王文京说：创业几十年，只做一件事，坚
信“自主创新”才是出路。联想创始人柳传志
的办公室，有一个雕塑叫“突破”，他说：我们
的国家到了发力突破的时候。
“奋斗”
，
是中关村的常态。
“公司名字叫小
米，
就是希望发扬
‘小米加步枪’
的精神，
发扬奋
斗精神。
”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说，
“正是大家的
付出，
大家的创业精神，
创造了小米奇迹。
”
如今，昔日人头攒动的中关村电子一条
街，变成了创新企业的孵化器、风险投资的路
演场。在中关村国防科技园展厅，一种叫做
“柔卫甲”的柔性防爆技术装置吸引了众人的
目光。它较传统装置重量减轻 75%，超压下
降 78%，安全距离缩短 95%，并能克服二次伤
害，被行业评价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是对传
统装备的颠覆”。
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 30 年来，诞生了联
想、方正、紫光、用友、搜狐、百度、新浪、中芯
国际、中星微、京东方、龙芯等一批代表性科
技公司。特别是近年来 ，京东、小米、奇虎
360 等一批新生代科技企业快速崛起。这些
成功的企业都具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市场
开拓能力强、商业模式新、国际化水平高等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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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区域合作的
复制样本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
政府间首个旗舰型合作项目，1994 年 2 月经
国务院批准设立。25 年来，该区实际利用外
资 300 多亿美元，累计创造税收 8000 多亿元，
实现进出口总额超 1 万亿美元。在 25 年发展
历程中，园区探索实现了一系列转变，成为国
际合作的典范。
从“学习借鉴”到“品牌输出”。苏州工业
园区从系统学习起步，认真借鉴新加坡在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
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累计派出 194 批 3680 人
次赴新培训，并出台了 110 项接轨国际通行规
则、符合中国国情的规章制度。中新合作内
涵从早期的联合招商、合作开发，逐步向科技
创新、金融开放、服务贸易等领域拓展。近年
来，园区品牌更是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不断辐射推广。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25 年来，7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0 家外资企业在园区深
耕发展，其中不乏西门子、飞利浦、艾默生、三
星等一批世界 500 强企业。在信息电子、高端
装备制造等领域，更有一大批自主品牌企业
发展起来。依托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境外投资
服务示范平台，园区推动 309 家中国企业到
53 个国家进行投资布局，成为服务中国企业
沿着“一带一路”
“走出去”
的重要平台。
从“园区制造”到“园区创造”。坚持以
“亩产论英雄、创新论英雄、生态论英雄”，园
区在“守”与“舍”、
“ 进”与“退”之间加快企业
升级转型，实施产业梯次转移。近年来，园区
聚焦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
特色新兴产业，吸引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冷泉港实验室等国际顶尖高校
和研究机构在园区设立相关机构。
从“先行先试”到“示范引领”。园区抢抓
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深化开展开放创新
综合试验，累计组织实施重点改革 172 项，其
中近 30 项改革经验向全省乃至全国复制推

广。在营造高标准的投资贸易环境和高效能
的政务服务环境方面，该园区为全国开发区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积累了鲜活经验。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开
放式管理模式成就“高产田”
“五一”
前夕，
全国最小的国家高新区——
深圳高新区正式迎来扩容。根据深圳市政府
印发的《深圳国家高新区扩区方案》，深圳高
新区规划面积由原来的 11.52 平方公里扩大
到 159.48 平方公里。这个诞生了华为、中兴、
腾讯、比亚迪、迈瑞等诸多知名企业的高新区
迎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的契机。
尽管面积在国家高新区里排名倒数，深
圳高新区却一直是科技创新的“高产田”。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这片貌不惊人的弹丸之地
以占深圳市不到 0.6% 的土地面积创造了约
11% 的 GDP，诞生了深圳市约 14% 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了众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
创新创业人才，成为全国创新资源最为集聚、
创新成果最为显著、创新氛围最为浓郁、创新
环境最为优越的区域之一。
深圳科创委相关人士介绍，自创建之初，
深圳就大胆创新，
践行了一套完全不同于其他
高新区的管理体制，被称为开放式管理模式，
即不改变政府各部门原有职权，
不改变原有审
批链条。这里没有专门的管委会，
却集全市之
力共同支持高新区发展。同时，
深圳以特区立
法的形式，为高新区的产业用地、用房等空间
资源配置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制度设计，
从高新
区规划建设、项目入区、人才引进、资金支持、
管理体制和政府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
形成了
覆盖自主创新体系全过程的政策链。
根据《深圳国家高新区扩区方案》，
深圳高
新区还设定了近期、中期、远期三大发展目
标。近期目标是到 2020 年，形成 3 到 5 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
稳固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第二
的地位；
中期目标是到 2025 年，
形成 5 到 8 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
远期目标是到 2035 年，
率先
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创意之都的重要载体。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产业
园区的形态、发展模式随着时代的
变迁不断自我完善，不断推陈出
新。从最早建立的深圳蛇口工业
区开始，各地的开发区、保税区、高
新区不断涌现，随后的民营园区也
相继崭露头角。而模式也从最初
“自由式”运营到针对园区的整体
规划、到包罗园区配套的产业新城
概念、再到如今城市运营商的概
念，产业园区的概念涵盖的内容更
多，为园区提供的配套设施更加完
善，
更加追求园区运营的概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工
业园区。
蛇口工业区可以说中国产业
园区的鼻祖，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
的产物，基本是政府主导建设，主
要分布在沿海开放城市，园区多是
工业园区，产业起点低，以“三来一
补”的形式为主。后来，逐步由劳
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过
渡。随着众多跨国企业巨头进驻
中国，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及生产
工艺水平得以提升，其中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是典型代表。
第二阶段：科技引领的园区变
革。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念
的感召下，产业园区开始重视技术
消化、技术革新，不再停留在技术
含量较低的加工生产层面。各地
高新区、科技园的建设如火如荼，
以上海张江高科、北京中关村为代
表的科技型产业园区悄然诞生。
此阶段，不再是沿海城市的独舞，
内陆省市中具有良好产业基础、人
才储备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城市开
始崭露头角，如异军突起的武汉光
谷、西安高新区等科技园区都是典
型的代表。园区建设主体也逐渐
由政府(管委会)过渡为具有政府背
景的国有工业地产开发商，如张江
高科、天津泰达等。
第三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引起
园区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从粗放式发展
步入集约式发展阶段，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高端产业带动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众多园区的主
导产业，很多园区也有意识地打造
产业链，力争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一些产业
新城颇具示范意义。园区投资建
设主体也更加丰富，一批民营企业
纷纷进入，
产业园区日渐火爆。
第四阶段：城市运营商概念浮
出水面。
随着产业园区发展日益加快，
产业园区同质化现象也越发严
重。住宅地产萎靡不振，商业地产
不温不火，部分传统地产商寻求产
业转型，同时，政府倡导城镇化建
设，国家支持自主创新，因此城市
运营商概念浮出水面。在园区建
设运营中，实施规划、建设、招商、
运营的一体化操盘，通过产业关联
打造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产业
群落、产业生态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