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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长三角地区科技合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盘活长三角地区资源,实现区域科技体系一体化,将不仅有
利于提高长三角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在“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冶 中的引领作用,更有利于进
一步探索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 该文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科技一体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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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摇 长三角地区科技合作与科技创新的现状

2003 年 11 月,江浙沪三地共同签署了《 沪苏浙

共同推进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协议书》 ,长三角地

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基本形成
了覆盖应用基础研究、中试及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
全方位科技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长三角地区已成为
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或研发机构的首选地,跨国

区科技合作体系初步建立。 尤其是自建立“ 长三角

公司研发中心的建立,推动了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冶 制度以来,按照国家

向长三角地区的转移。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整体框架,在国家科技部的具

1. 3摇 科技合作紧密

体指导下,三地充分依托已有的平台基础,大力推进

在政府层面,《 沪苏浙共同推进长三角创新体

长三角地区科技资源的开放和共享,实现科技资源

系建设协议书》 提出长 三 角 区 域 联 合 科 技 攻 关 计

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高效配置和共

划,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攻克一批具有共同研究基

享利用。

础、区域发展急需、具有重大突破性的共性关键技

1. 1摇 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创新实力领先全国

长三角地区知识技术密集,各类人才荟萃,拥有

术,有力 促 进 了 长 三 角 地 区 的 实 质 性 创 新 合 作。
2008 年又联合制定了《 长三角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

列,是全国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最集聚的地区。 长

划(2008-2010) 》 ,并共同编制出台了《 长三角地区

三角地区研发人员数占全国的 20% 左右,全社会研

意见》 ,确立了今后一个阶段长三角科技创新和科

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科学家和工程师等均居全国前

发经费投入总额约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专
利申请量占全国的 35% 左右。

1. 2摇 科技创新的支撑条件日益完善

长三角地区已通过研发平台、孵化器、科技金融

贯彻国务院 <指导意见 >共同推进若干重要事项的
技合作的基本方向。 在公共服务平台层面,三地以
技术交易、科技信息、生产力促进等科技服务机构为
核心,组建了区域科技中介服务联盟,正共同建立完

和产业的良性互动,打造了一个产学研结合的创新

善“ 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冶 、“ 长三角科

创业载体支撑体系。 长三角地区拥有 8 家国家级高

三地科技服务机构在科技文献信息、大型科学仪器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 家国家大学科技园、90 多家
各级各类生产力促进中心,近 100 个科技企业孵化

器,长三角地区是全国最早开展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技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冶 等公共科技服务平台,
设备等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联合采购等方面形成
了共识,签订了科技信息机构战略合作协议、科学仪
器共享合作协议等,并拟定了具体实施方案,有效提
高文献和仪器设备等科技资源的区域共知、共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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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和共用。 此外,以科技信息网为依托,三地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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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技术交易活动,初步构建了面向长三角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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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企业的网上技术成果交易平台,逐步实现了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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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网上技术市场和江苏高新技术成果交易网之间的
资源共享和协作推广,进一步促进了以项目为载体
的技术和资本的互动。

2摇 长三角地区科技合作与科技创新面临的
问题

2. 1 缺少区域科技合作的协调机构,导致科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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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低。 2008 年, 苏 浙 沪 三 省 市 的 专 利 申 请 量 达

270 768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52 495 件,发明
专利仅占专利总量的 19. 3% ,约只有全国平均值的

一半;二是创业风险投资发展不足,长三角地区风险
投资不足百亿元,不到长三角 GDP 总量 0. 16% ,与
发达国家一般相当于 GDP 总量 1% 的投资比例相距
甚远,而且,创投资金大多具有政府性质,这使得投

的重复建设

资理念、运作方式、管理水平与真正意义的风险投资

摇 摇 长三 角 地 区 拥 有 数 百 个 独 立 的 科 研 机 构、 近

相距甚远。 三是创业孵化水平不突出,现有的 200

心等,但由于行政区划分割与行政壁垒,难以有效整

万平方米左右,三年内毕业企业数量不理想,平均规

200 所高校、一大批国家和部的重点实验室、研发中

合区域的科技资源,一方面导致科技资源闲置,另一
方面又导致三地在高科技研究上的重复建设,浪费

多家创业服务载体,平均单个载体孵化面积只有 3

模也就 1 000 万元左右,且相当一部分孵化器只能
提供简单的出租场地和一般商务服务,专业化服务

科技资源的问题。 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合作框架虽

能力较低。

已形成,但整合力度不强,自发性明显,成功率不高,

2. 4摇 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不高,主导产业缺乏自主核

跨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缺乏一个“ 多方参与、
开放共享、联合攻关、互动创新冶 的有效协调机制,
特别是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
联合攻关和互动应用推广上,缺乏有效机制和保障
措施。 长三角地区虽创新资源丰富,但大多自成体
系,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和互动,在规则制定、体系建
设、制度完善、平台构建、监管措施等方面开放性不
够,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跨地区的自由流动

心技术

摇 摇 与国际创新巨头相比,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创
新仍处于发展阶段,仅有 48. 3% 的大中型工业企业
开展科技活动、28. 6% 建有自身研发机构,R&D 经
费占销售收入比例只有 1% 左右,最具创新活力的

民营科技企业每万人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也都只有
广东的 70% 左右。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专利的 80%

又集中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位居高端的重大产品几

仍存在不少障碍。 最后,长三角地区的行业协会大

乎没有自主专利和核心技术,核心技术的掌控能力

多仅是地方性的民间组织,很难承担起跨区域协调

不强。

和产业发展服务的重担,导致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

2. 5摇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突出

和市场的联系和联动不紧密,企业科技创新和合作

第一,区域环境容量不足,影响社会经济的进一

的动力不足。

步发展,区域环境质量难以根本改善,现代化进程受

2. 2摇 高层次创新人才相对不足,高新园区科技创新

到制约。 第二,地区间环境纠纷较多,缺乏有效的协

的先导作用有待提高

调机制,对局部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影响。 第

摇 摇 据科技部国家级高新区统计数据显示,长三角

三,区域环境减排压力相当大。 区域经济的高速发

科技园区在 R&D 经费投入、技术性收入、创办科技

展与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的滞后造成区域污染物排放

机构数量等与创新能力直接相关的排名中,除上海

居高不下,即使在积极的环境建设努力下,实现环境

张江高新区的创新实力较强位居全国前列之外,其

保护硬约束目标的压力仍然相当大。

它园区都未能进入前五名。 此外,长三角地区高层

3摇 建议与对策

次的创新创业人才仍无法满足当地的社会发展需
要,总量短缺明显,特别是高级信息人才、高新技术

要解决长三角地区目前面临的问题,推进长三

人才、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等国际化、复合型的人才尤

角地区科技合作与科技创新,必须坚持“ 市场为基

为紧缺。

础、企业为主体、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冶 的原则,重视

2. 3 科技成果转化较低,互惠共赢的合作机制尚未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区域特色产业和产业链发展,尤

真正形成

其是重视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机制、产学研合作机制、

摇 摇 一是发明专利占专利比重较低,专利的转化率

科技中介服务体制、投融资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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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高层次人才吸引与培养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等,

新技术企业发展,促进长三角地区企业科技合作。

努力探索切实可操作的实施细则,使区域科技合作

3. 4摇 建立与完善长三角科技合作与科技创新的投

与科技创新稳步有效推进。

融资机制

3. 1摇 强化国家层面的指导和协调

摇 摇 首先,将目前的长三角联合攻关资金扩充调整

合试验示范区,在区域内选择若干典型城市先行先

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承担大飞机、

试,大力培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促

新能源汽车、大规模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药创制、重

进各类创新要素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提高区域

大疾病防治、嵌入式系统与软件等国家重大科技专

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为国家创新体系建

项。 其次,设立长三角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

设提供前瞻性的政策与实践经验。 其次,设立“ 区

偿金。 鼓励区域内的商业性银行,加大对科技企业

域公共技术创新基金冶 ,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体运

的信贷力度,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再次,由三

作的模式,开展重点产业试点示范,对于那些能让多

地政府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

个产业同时受益的“ 区域公共技术冶 ,可由“ 区域技

金,适当吸纳金融、保险等资本参与,形成合力构筑

术创新基金冶 出资,发起合作开发计划,吸引长三角

区域风险投资高低,重点扶持生物医药、集成电路、

地区的厂商自愿参加,激发企业在此基础上的自主

软件、新能源与新材料等高科技企业发展,支持跨省

创新意识。

市开展创业风险投资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吸引

3. 2摇 建立与完善公共服务平台与中介服务平台,实

国内外创投机构向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最后,争取

现更大范围的科技资源共享

国家发改委批准,开展长三角产业投资基金试点。

摇 摇 平台应该是行业化、专业化。 因此,一是要共享

以集合投资的方式,向社保、保险、商业银行、政策性

科技资源,包括文献信息、仪器设备、自然资源和科

银行、投资公司等募集成立,组建专门的资金管理公

学数据的共享共用;二是要发展中介服务,主要包括

司,实行市场化运作,主要投向高技术新兴产业。 总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交流、测试平台、产品标

之,采取“ 政府引导冶 加“ 社会募集冶 的方式,为科技

准、成果转化、产权交易的优势互补、做强做大;三是

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推进区域行业、专业协会,三省市资质互认,充分发

3. 5摇 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加快长三角科技创新建设

第一,建议国务院批准建立长三角自主创新综

挥行业性、专业性技术协作网络等的作用,促进技术
协作,成果认定和推广应用。
3. 3摇 积极探索区域产学研合作新格局,以研发强化

为长三角自主创新专项资金。 重点围绕国家战略和

步伐,优先发展低碳产业

摇 摇 积极加快长三角地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
产品核心技术的突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充分

长三角多元的科技合作与创新机制

利用国际资源,继鼓励吸引先进技术和智力资源的

摇 摇 首先,建议政府引导建设区域官、产、学、研、资

进入,鼓励跨国企业建立研发企业,推进金融和科技

( 资本) 、介 ( 中介) 联盟和联合体。 可通过院校联

领域中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通过国际合作和直接购

建、院( 校) 企联建、政院联建、以企业主导,资本入

买等方式掌握产业的核心和关键技术,重视对引进

股,知识产权入股共建等多种途径,积极探索区域产

的高、精、尖技术的系统集成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学研的新模式,鼓励区域内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

继续加大力量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建研发基地,提升合作层次。 鼓励长三角地区企业

业,特别是发展新能源汽车、低成本光伏和风能及生

之间建立技术联盟、专利联盟等多种形式的产业联

物质能等新兴“ 低碳产业冶 ,努力发展低碳经济。 完

盟,推进产学研和上下游企业间创新资源的有效整

善政府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首购机制,加大科技成

合,推动形成跨区域的产业协同创新网络。 其次,开

果产业化的推行力度。 深化重点产业、产品创新体

展重点产业、产品创新体系产业化推广应用试点,取

系产业化推广应用,政府应采用市场支持的方式,鼓

得经验推广。 建议政府采用市场支持的方式,建立

励和支持自主创新技术投入市场,扩大自主高新技

政府对自主产品的采购制度,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

术市场份额,使企业从市场中得到利润,再反馈技术

技术投入市场,扩大高新技术市场份额,使企业从市

研发,支持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以政府

场中得到利润,再反馈技术研发,支持长三角地区高

引导,企业主体运作的模式,开展重点产业试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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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提高区域环境管理的效率。 第四,以政府牵头,各方

3. 6摇 以区域环境政策一体化为目标,建立区域环境

参与的形式构建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合作平台,进

保护协调机制

行技术交流和信息共享,实现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

摇 摇 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同

合作共赢,整合长三角区域内政府、公众、企业等社

时,必须高度重视资源合理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

会各种力量共同解决区域所面临的环境热点、难点

第一,以区域环境保护政策一体化为目标,围绕环境

问题,并以此为契机,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向纵深发

资源有偿使用、排污交易、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目标

展。

责任制等,全方位促进区域环境管理目标的实现。
通过以水量分配为基准和以排污总量控制为基准的
有机结合,建立长三角二省一市利益分享的基准制
度,科学拟定长三角地区生态补偿机制。 第二,通过
科技创新,开发环保技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建立
区域环保技术库,降低区域内技术壁垒,实现科技成
果的共享。 建立区域环保专家库,发挥各地区科研
优势和特色,分工合作,共享成果。 第三,构建区域
性环境监测网络,整合区域内已有信息平台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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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构建分级信息系统,形成多类型的信息共享,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nvestigation and Reseach Team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Zhi Gong Party
( Central Committee of Zhi Gong Party, Beijing100120, China)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ve system in Yangtze River Delta begins to be establish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not only the regional core competitiveness, but also exploration in constructing regional inno鄄

vative system of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paper has analized the status
quo and existing issues during the cours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n this region and raised several
relevant policy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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