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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对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研究
陈摇 兵
( 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天津 300011)
摘摇 要: 针对我国当前“ 创新型城市冶 建设热潮,该文深入分析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并重点阐述了中心城
市对促进科技创新的超越优势。 文章揭示了中心城市地位对城市科技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中心城市不能有效释放
其发展潜能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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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从地理上、人口上来看,中国都是大国,区域间

方,也是社会资源最集中的地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

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复杂多样的联系,各区域尽显

程的不断加快,许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

潜力、和谐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

加,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中心城市

目前,中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对不平衡,发展速度

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比于一般城

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看,各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市来说,中心城市是指在经济上有着重要地位、在政

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以少数中心城市为主导

治和文化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核心城市,它具有

的大都市圈在沿海地区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区域经

较强的聚集能力、辐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从区域

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发

的角度看,中心城市是经济区域中经济发达、功能完

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前各地区都在抢抓机遇,谋求

善、能够渗透和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行政社会

快速发展,区域间竞争将会变得日趋激烈,而今后区

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统一体 [1] ;从规模和结构两方面

域间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将更多地体现为各区域中
心城市之间的竞争。
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相互促进

看,表现为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控制中心和知识文
化意识辐射中心,是周围城市的增长极 [2] 。

的,经济的强盛将为科技的发展提供资金、设施、人
才等保障,而科技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是一个地区实力的根本体现。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有很多影响因素,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要
求来看,众因素中各地区科技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 中国部分城市在
改革开放的带动下,经济走在了科技的前面,一些城
市已经初步具备了作为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并能
够实现其部分功能,在其完善和提高的过程中,势必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将对科技创新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1摇 中心城市及其辐射作用
城市是人们开发生产、生活消费最为集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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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方式

中心城市是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集聚地。 长三角、珠三角
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中心城市是培育财源的关键
所在,是增强发展后劲的最主要源泉。 当前我国的
区域经济特征和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开始突现
出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一是中心城市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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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环境不断优化,如交通、信

有相当数量的科学工作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是新技

息网络建设等;二是一些中心城市的企业达到了一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的研制中心。 相对来说,

定的饱和度,开始逐渐向周边地区溢出;三是随着中

其技术、设备较为先进,高级人才较为充足,处于科

心城市影响力不断提升,很多周边企业充分利用总

技领先地位。

部经济,借助中心城市的城市品牌和环境条件,吸引

2. 2摇 能够不断吸纳各地优秀的科技资源

人才,打开产品服务市场;四是中心城市庞大的市场

中心城市的招引优势主要因为,它具有强大的

需求不断地为地方资源开发、产品加工和配套提供

聚集功能,在区域中总是处于“ 领导潮流冶 的地位,

发展机遇,是周边地区企业发展成长强有力的保障;

其产业结构层次和外向度较高,开展对外经济合作

五是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体系、咨询服务体系不断完

的条件较好,同时还具备一定的示范功能。 这样有

善,在周边地区企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效地

利于为城市招引来优秀的企业、先进的技术成果,以

促进了区域内研发、生产、服务、销售等方面的互动

及优秀的人才,特别是优秀的创业团队、研发团队和

交流;六是中心城市是先进知识、先进文化、先进技

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术的重要开创地,是重要的信息源,对提高周边地区

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主要源于它的规模效益、

民众的思想意识和综合素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见

市场效益、信息效益、人才效益、设施效益等,它们有

图 1) 。 另外,周边地区在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下,

效地将区域中包括第二、三产业、人才、原材料、资

实力不断增强,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相对优势,进而

金、科技和管理等资源要素聚集起来。 中心城市的

同中心城市发展成为更紧密、更广阔、更具活力的经

示范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某些政策法规

济体,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进一步强化。

的试行过程,为城市营造出了独特的机遇期;另一个

2摇 中心城市对促进科技创新的超越优势

则是城市取得的先进成果和骄人成绩,为城市的发

科技创新是城市突出的功能需求,是一个城市
的活力和动力源泉。 “ 十一五冶 开局之年,党中央以

展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2. 3摇 制度设施更为完备便捷

知识产权制度不健全、产权意识淡薄是阻碍科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

技创新、影响市场作用机制的重要因素。 相对而言,

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

中心城市的知识产权体系更为完善,产权保护工作

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号召。 一些城市积极响应国家的

力度更大,民众的产权意识更强,使得企业将提升企

号召,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宏伟目标,相对于一

业竞争力的重点集中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创新欲望

般城市而言,中心城市是培养人才、开发智力资源、

更为强烈,这已成为中心城市不断凸显的优势。

广泛交流和传播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重要基地,

中心城市不仅具备众多的高校院所、工程技术

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上有着巨大的优势。

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及各类企业孵化器,还拥有众多

2. 1摇 基础力量雄厚

专业性的信息、法律、培训、评估、检测、认证等中介

城市功能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产业发展为

企业和咨询机构,为各组织机构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基础的,随着主导产业规模的扩大,产业层次的升

促使科技更好的同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全

级,主要经济功能将沿产业链延伸,并产生对相关产

面、便捷的服务,特别是在不断的交流合作过程中,

业的巨大功能需求,刺激相关功能的完善发展。 中

社会的协作合力更强,优势更为突出。

心城市具有众多实力规模巨大的知名企业,一些产

2. 4摇 信息化水平较高、社会舆论效果较好

业已经具备坚实的基础优势,产业链不断延伸。 一

中心城市除了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方面

旦达到相当可观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必然形成分工

处于领先外,其民间信息设备的普及面、民众对信息

细致、协作紧密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布局合理的产业

检索的能力、多样及时的信息通道等方面,都在某种

结构。

程度上要优于区域中其他地方,而这些方面是目前

中心城市是先进生产力的聚集地,是区域人才、

信息化水平提高的瓶颈所在。 此外,由于中心城市

技术、科研、设备以及科研交流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城

在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

市。 中心城市拥有水平较高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同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更为广泛,政府打造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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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网络平台知名度较广,组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商

连锁店等, 它 们 保 证 了 总 部 科 研 成 果 的 迅 速 产 业

业会务、会展、交流会、论坛等的场次较为平凡,这些

化 [3] 。

优势条件有利于城市及时消化掌握最新的重大信
息。

3摇 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失效的原因分析

中心城市最大的一个无形优势在于广大人民对

中心城市的形成,只需要对区域的发展产生一

该城市品牌的认可。 由于先进城市在产品检验考核

定的影响,并得到区域中各组织的认可即可。 当前

上要求较高,在服务理念上更为先进,特别是其产品

我国各大区域基本都形成了各自的中心城市,一些

服务在食品卫生、质量安全、时尚流行等方面拥有更

“ 副中心冶 也开始凸现,有的区域甚至已经形成了若

为人性化的技术设计要求,社会大众将对城市的认

干个中心,它们的中心作用主要体现为商品流通中

同感遍及到了城市中的各企业机构之中,甚至对其

心、交通运输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信息交流中心、科

技术工作人员也有潜在的认同感和好评。

教文化中心等等 [4] ,它们在经济、文化、科教等方面

2. 5摇 企业、民众的开创意识更强

中心城市在城市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

大众的追求和品味也充满了时尚流行的气息,前卫
和高品味的消费需求极大的刺激和推动了新产品的
开发和潜在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 其次,高价位的
产品服务是创新的动力所在、是产品技术存活改进
的必须阶段,中心城市人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能
够有效地支撑前卫产品的消费。
中心城市的竞争环境,相对来说,更为激烈,因
为在员工生活成本和企业运转成本相对较高的压力
下,企业要维持良好的生存发展态势,必须不断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加强科技创新。 另外,中心
城市充裕着争创一流品牌的氛围,企业的进取意识
较强,在组织和激励团体或个人开展开创性研究方
面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策划和安排,整个城市的创新
文化氛围不断增强。

各有所长,相互间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竞争。 但从各
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来看,全国很多省份普遍存
在着城市综合竞争力不强、城市功能偏弱,城市的集
聚和辐射功能未能更好地发挥等诸多问题。 特别是
中心城市本应该发挥出来的中心效应,不能得到有
效的发挥,对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不
能释放出其巨大的潜力。 综合来看,主要有如下原
因:
3. 1摇 企业类型结构不合理,城市发展较为消极被动

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我国未来自主创新的主

体,中心城市的活力与企业活力有着紧密的联系。
对大中型企业来说,国有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
和外部环境的改善,将直接增强其经营、管理、科研
等工作效率,必将促使中心城市蕴藏的巨大潜能充
分地释放出来。 企业集团的规模化扩张,势必将形

2. 6摇 具备先进的经营管理水平

成庞大的企业网络,形成以中心城市或骨干企业为

力。 将企业培养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被确立为我国

节的价值链,促使产业链不断延伸发展。 然而部分

科技发展的重要目标,正是由于企业在科技投入上

中心城市,缺乏这类机动灵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

能够自主管理,具备成果转化和产品经营的良好条

大型企业集团,企业发展相对封闭保守。

经营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经济活

高附加值环节,以周边城镇或企业为中、低附加值环

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创新已经同企业的经营

对民营企业来说,民间开创性潜能的释放主要

管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营管理工作正不断地渗

体现在民营企业的成长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是城

入到科技工作之中,并对其影响越来越大。

市发展的后备力量,是城市新陈代谢的食物源,蓬勃

中心城市集聚了较多的世界知名企业和国内先

发展的民营企业是城市活力的亮点所在。 然而在我

进企业,它们有效地影响着同行业企业的经营管理

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城市全心专注于招

水平,带动了整个城市经营管理水平的发展。 各企

商引资,谋求快速发展,忽略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发

业在管理方式、管理手段不断克服障碍,改革落后的

展,甚至在一些政策条件上,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

机制体制问题,着力提高了科技活动的效率和成效。

策条件远远优于民创企业,造成民营企业等基础支

另外,中心城市在经营过程中还积淀了一定的基础

撑力量不足,发展缺乏后劲,中心城市的很多优势条

优势,不少企业已经拥有自身完备的营销渠道、企业

件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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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摇 城市内部缺乏竞争效率,科技资源利用不均

断了经济活动的自然联系,形成困扰我们多年的城

政策环境条件应按照市场发展规律,以有利于资源

分割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对外交流。

竞争是调节配置资源最为有效的方式,地方的

乡分割、市县分割、乡乡分割、城城分割,这些人为的

配置,有利于规模经济,有利于城市功能发挥为标

最近几年来,某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矛盾

准,规范竞争秩序,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条件,以提

也相当突出,存在发展空间的矛盾、经济管理权限的

高城市竞争效率。 一些中心城市在政策条件上要求

矛盾、产业发展的矛盾、城市和区域规划的矛盾、基

较高,带有一定的外向性,使得骨干企业在发展规模

础设施建设的矛盾等等。 这些矛盾不仅造成了经济

和发展速度上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但不利于城

建设中的浪费和不配套,产业结构混乱,而且对城市

市弱势组织的成长发展,并助长了一些企业在其行

间的交流合作制造了一定的麻烦。 中心城市要能打

业中处于垄断地位,遏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

破县市域的局限,在人口、劳力、资源、交通、生产、流

除了政策因素,城市内部企业发展水平的差异

通、市场等方面形成一个比较统一、协调的格局。 它

在员工身上也凸现了出来。 随着员工收入、个人福

要求对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调整,以克

利条件差距的拉大,资源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

服体制性障碍,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

发上了扭曲,一些知名大学的本科生甚至成了名牌

展的服务功能和协调功能。

企业的清洁工,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降低。

4摇 结语

3. 3摇 城市的发展没有做到以人为本,更多地是为了
追求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新的中心城

摇 摇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城市的中心效应

市必将不断兴起,老中心城市的中心地位也会受此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而产生作用的。 知识技术、

影响,或晋升为国际性的中心城市,或其中心地位在

开创意识、机会意识、风险意识等内在活力因子都体

竞争中不断地被削弱。 打造中心城市,或维护提升

现在人的身上,并随着人一起流动,而且,优秀人才

中心城市的地位,对城市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的素质相对更高,对城市活力的作用价值更大。 优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是当前城

秀人才的流向在很大程度上真正代表了中心城市的

市发展的聚焦点。 而中心城市地位对城市发展的影

中心地位是否可靠。

响更为直接、更为明确,关注重视中心城市发展中的

尽管中心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人们心目中

超越优势和制约因素,充分发挥中心城市效应,增强

向往的地方,但部分中心城市的生存条件已经开始

城市发展后劲,提升城市内部竞争效率,大力发展对

恶化,物价、房价问题顺势发展,地方的工资水平、福

外经济,着力改善城民生活水平,不仅可以有效地改

利条件、服务质量却发展缓慢,娱乐休闲设施发展落

善当前我国部分城市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

后,生态居住环境不见改善。 这些人性化的问题如

而且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地位,加快实现城市发展目

果不能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和应对,相应

标。

的法律法规不能及时下达并落实,将严重影响了城
市的良好形象和声誉,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将在人们
心中不断地弱化。
3. 4摇 开放度不够高,缺乏足够的对外合作

广泛对外交流是中心城市发挥中心优势的基

础,产业结构外向度是影响中心城市对外合作的基
本方面。 解放后我国在按行政办法组织经济活动的
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城市所发挥的主要是工业生
产基地的功能;城市的经济活动有时只限于为本城
市服务,辐射面缩小。 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下
降,功能萎缩。 按行政方法组织经济活动,人为地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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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ffects of Core Citie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ion
Chen Bing
( Tianjin Institute for Science of Sciences, Tianjin 30001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riving function of core cities and elucidates the superior advantages of core

citie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ake of current “ innovative city冶 construction boom in China, also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importance of core c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explains for
the root cause why some core cities have failed to exert their development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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