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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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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评述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统计资料和卖地调查资料，与

国内其他高新区相比较，研究了广东省１ ０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按照实
际开发功能将高新技术开发区划分为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广东省高新技术开发医的区位
特征，总结出影响高新区发展和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其进一步发
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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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来，以科技为先导的新型科学一工

面积６３平方公里，人区企业已达３６５２家，比１ ９９１

业生产综合体相继在世界各地出现（本文将这些科

年的３５１家增长１０．４０倍，其中超亿元的企业３０多

技园区统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

家，超５亿元的８８家，全省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

区”）。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

构架初步形成。

国相继开辟了５２个高新区。在广东省境内，先后开

Ｌ ２

辟了６个国家级、４个省级和Ｉ Ｏ多个市级高新区，

差异大

高新区发展水平整体位居全国前列．但个体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居全国前列。高新区已

从省际范围来看，广东省高新区无论在数量上

成为广东省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高新区发展

还是质量上都居全国前列，表现在：①广东省有６个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削弱了广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国家级高新区，是全国拥有高新区数量最多的省份，

的内聚力，影响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速度ｏ

占全国的１１．５４％。②从整体上看，广东省高新区经

１

广东省高新区的发展水平及特征

１．１
１

济指标在全国位居首位。１９９８年广东６个国家级高

高新区发展速度快

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９０１个，园区的职工人

９９９年，全省高新区工业总产值达１ ００９．４亿

数为１ ２．３６万人，均居全国第五位。完成总产值

元，实现利税１ １ ２．７亿元，出口额２３．８亿美元，前两

５３

１．７６亿元，稍逊于江苏的５３５．９４亿元。１９９７年出

项分别比１９９１年增长７０５．８７倍和３ ｌ ３．０６倍。高新

口总额１ ５．７２亿美元，仅次于江苏省凸园区总收入

技术产品产值也由１９９１年的０．６亿元增加到１９９９

５３４亿元，与前两位的北京６８７．４３亿元和上海

年的６９７．７亿元，增长了１ １ ６１．８３倍，累计开发土地

５３８．４６亿元差距很小（表１）。但从个体上看，除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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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Ｉ全国各省市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排序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开发区数

广东

山东

江苏

辽宁

四川

（个）

６

５

４

３

３

企业数

北京

天津

辽宁

陕西

广东

（个）

４，垮８

１７３７

１７０５

１０８７

９０１

职工人数

山东

北京

江苏

辽宁

广东

（万人）

１６．６２

１４．３４

１３．２８

１２．４９

１２．３６

总产值

江苏

广东

北京

上海

四川

（亿元）

５３５．９１

５３１．７６

３６９．９６

３５７．２９

３５６．２４

总收入

北京

江苏

广东

山东

上海

（亿元）

６８７．４３

５３８．４６

５３４．００

３８９．２７

３７２．４６

出口总额

江苏

广东

上海

北京

天津

（亿美元）

２３．３２

１５．７２

９．７７

６．５３

４．８９

净利润

四川

吉林

江苏

山东

广东

（亿元）

３０．４６

２１．５５

２０．９２

１７．８９

１５．６７

全国总计

５２

１６０９７

１７４．０５

４３３３．６０

４８３９．６４

８５．２５

２０６．６３

注：净利润一项为１９９７年数据，来自《中国科技年鉴》（１９９８年）；其余项均为１９９８年各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数据，来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ｅｅｈ．ｔｏｍ中“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分布”。
一

外，广东省其他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统计中的综合

平方公里，中山高新区达７０平方公里。

排名均在１５名以后。特别是广州高新区，发展很不

１．５

理想，１９９８年总收入位居全国的第１９位，其他指标
一般在３５名左右。
１．３

高新区管理体制多样化
全省高新区由于所处环境条件不同，管理模式

也不尽相同。高新区一般采用“政府部门”（一个管委

高新区集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大中城市

会、一个办公室、一个开发总公司）的管理模式；有的

广东省１０个重点发展的高新区有９个集中分

高新区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坚持政企分开的

布在珠三角地区，６个国家级高新区全部位于珠三

原则，发挥其指导、服务、协调的功能，如深圳、佛山、

角，这里已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肇庆；有的高新区实行党政企三合一管理模式，事权

１０个高新区均依托城市布局，其中，６个国家级高

非常集中，如东莞高新区既没设立管委会，也未采用

新区内有２个在大城市，４个位于中等城市，这与全

企业化模式，而是归属市政府、市科委直接管理。

国５２个高新区中４３个（占８２．６９％）分布在大城市

１．６

和特大城市的情况有所不同。
１．４

高新区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从目前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来看，企业已成

高新区发展规模适中

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据统计，１９９９年全

广东高新区大多数规模适中，在１０平方公里左

省２０４５个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技术开发机构的

右。与大型高新区相比较，建设周期较短，能迅速形

５３５家，占企业总数的２６．１６％；有工程技术研究开

成较完善的投资环境；与小型高新区相比，有充裕的

发中心依托单位、企业或与其他单位联合的占

发展余地，能够滚动开发。但广州、中山高新区规模

９７％；省重点扶持５０家企业集团兴办工程技术中

偏大，１９９８年广州高新区的总体规划面积达４３．３

心。全省Ｒ＆Ｄ技术人员，企业占５５％。平均每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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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拥有技术开发人员３９人。技术开发经费筹集总额

要功能在于创造良好的孵化环境，促使高新企业不

７４．４亿元中，企业自筹的达８３．４７％，如深圳华为公

断繁衍、集聚，带动区内供应商、制造商和客商相互

司每年研发投入近亿元。

作用，减少交易费用，产生协同效应，逐渐实现从引

１．７

进技术向自主的高新技术研究过渡。深圳高新区可

高新区产业结构趋同，但同中有异

划入此类。

广东省各高新区都将微电子和电子信息技术作
为支柱产业发展，７０％以上的高新区的支柱产业中

②研究与开发型。我国该类高新区主要致力于

都包括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技术。产业同构虽造

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其中的高技术企业一般都

成竞争，但也可能形成良好的配套环境，产生巨大的

经历了“引进技术、二次开发和自主研究”的形成和

集聚效应。

发展过程。佛山高新区、广州高新区中的黄花岗园

１．８

区、天河园区、民营科技园和南沙资讯园可归人此

高新区发展存在明显差异
高新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实力对比不

类。

断变化。１９９２年广州高新区的发展基础最好；

③高技术加工园区。这类园区是以发展地区经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惠州、中山高新区崭露头角，一广州落

济、争取国际市场为目的而设置的经济型高技术园

后；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深圳高新区发展跃居第一；以深

区，园区更类似于新型的产业行政区划，区内企业以

圳为中心，惠州、东莞为两翼的区域高新区发展良

生产、组装科技产品为主，以出口加工为导向，可为

好；广州虽有起色，但与深圳差距越来越大；珠海高

技术和半技术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类开

新区发展缓慢。

发区对高技术扩散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属于高新区

对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各高新区的工业总产值、高新

中的最低层次。我国目前大部分高新区尚处于这一

技术产品产值以及利税总额三项经济指标进行ＣＤ

阶段。惠州、东莞、中山、肇庆、江门等高新区可向这

值①对比分析（肇庆１９９８年才设立，未计人），即可

一方向发展。

发现广东高新区发展速度的地域差异。①急剧增长

④技术城（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ｌｅ）。它是通过１３益增长的全

型：三项经济指标中有两项的ＣＤ值超过１．０的高

球竞争连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现代科技综合体。技

新区列入此类，深圳高新区和佛山高新区属于此类；

术城在规模上较大，生产化倾向更强，如广州高新区

②快速增长型：三个经济指标的ＣＤ值中有两个大

的科学城。

于０．５，归人这一类的有广州、中山、汕头和东莞等４

严格来讲，现阶段广东ｌｏ个高新区都还处于高

个高新区；③缓慢增长型：三个经济指标的ＣＤ值中

技术加工园区这一初级层次。一些被归入科学园区、

有两个小于０．５，包括惠州、珠海、江门高新区。

研发型园区或技术城的高新区，与国外同类园区相

２
２．１

差甚远，但考虑到它们的发展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

高新区的类型与区位特征

目标，我们作了上述的分类。随着条件的改变，高新

高新区的类型
依据实际开发功能，我国现有高新区大致可分

区也可能发展成为另一种类型。

为：科学园区、研究与开发型、高技术加工园区和技

２．２

术城４种类型。

２．２．１

①科学园区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ａｒｋ）。我国科学园区的主

高新区的区位特征
高新区的一般区位特征

①高新区大多位于实力雄厚的大中城市的边缘

①ＣＤ：（某高新区１９９８年的一项经济指标／１９９５年该经济指标）／（全省高新区１９９８年该项经济指标之和／１９９５年该
项经济指标之和）。
一３６—

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地区。１０个高新区所依托城市大部分是中等城市，

２．２．２

不同功能类型高新区的区位特征

只有广州、深圳、汕头属大城市。广东的大中城市社

不同功能类型的高新区发展基础、发展水平、发

会经济全面发展，经济实力强，基础及公共设施完

展趋势不同，也表现出区位特征的差异。①科学园区

善，为高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般设在智力资源密集区，紧靠大学园区和科研院

②交通便利。高新区一般布局在城郊新建产业

所。这里比较特殊的是深圳高新区。一般看来，深圳

区内。１０个高新区均位于距市中心１０公里左右的

并不具备发展科学园区甚至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

交通干道旁，接近高速公路，区内主干道与区间道路

但基于特区灵活的政策、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发达

基本连成网络，临近客货运港口，距机场车程在一小

的信息网络、周边地区（香港、东莞、惠州）电子产业

时左右，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且城市间联系方便，各

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有效的激励竞争机制等得天

城市之间均有高速直通汽车往返，即使是相距最远

独厚的条件，深圳高新区吸引了各地名校到园区发

的深圳和肇庆也只需３小时车程。

挥“聚合效应”，以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从而成为

③依托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１９９９年，１０个

全国为数不多的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园区之一。②

高新区所依托城市的ＧＤＰ均超出广东省的平均水

研究与开发型高新区一般选择大城市地区，主要集

平，位于全国前列；人均ＧＤＰ高于全省１１７２８元和

中在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邻近大学和研究机构，以

全国６５３４元的平均水平，其中广州和深圳更是高达

便于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与老企业横向联合、联营，

３０２６５元和３５８９６元。

共同开发新产品、新工艺，促进老工业的更新改造，

④依托城市的智力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广东省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③技术城往往在大城市

科技综合实力连续两年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三

周边地区的创新中心（智力密集区）周围布局，并与

位，但从空间分布上看，省内智力资源分布呈高度集

创新源结合形成“技术城”，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新城

中的状况，广州在科技教育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

区或新城镇。④高技术加工园区以吸引国外高科技

１９９８年广州科研机构占全省的５６．０７％；研究与开

公司为重要战略，通过在区内的投资或形成嵌入推

发从业人员占全省的７８．３４％；研发经费支出占全

动型产业后，以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从广

省的９１．２６％。广州每万人口中科技人员１９９７年为

东省大多数高新区的发展可以看出，高技术加工园

１３６人，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２０人／万人。

区一般趋向设在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所处位置交

尽管广州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高新区发展却

通便利、信息网络发达，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本

不如深圳。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广州多

条件。

年积累的人才、高校、科研院所深受计划经济的影

３

响，真正具有开发能力的比较少，应用能力非常弱；

３．１

影响高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地理位置及社会经济条件

而深圳是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完全按市场经

首先，广东１０个高新区中有９个位于珠江三角

济来运作，研发人员９０％在企业，直接面向市场，研

洲经济圈内，只有汕头位于粤东沿海地区。珠三角临

究开发、应用能力很强。

近港澳，容易获取国际信息、技术、资金，是国内与国

⑤高新区环境优美。广东地处亚热带海洋性

际市场连接的重要桥梁，适合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

气候区，雨量充沛，四季温暖，自然灾害少，满足高

展变化的需求；并能形成良好的产业文化氛围，吸引

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广东高新区一般布

相关产业前来投资，从而促进高新区的发展。其次，

局在城市的边缘地区，这里用地充足，污染少，环

高新区在城市中一般布局在郊区或紧邻原有经济技

境优雅。

术开发区，既可利用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
一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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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又能独立于城市，不受城市的干扰。再次，高新

使之发展成为创新的源泉。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多种

区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居民收入、劳动

专业、多种人才协同作战的组织机制，高新区必须拥

力素质、吸纳高技术的工业基础、市场消费结构和层

有多种人才构成的网络。以往信息网的观念仅局限

次及政府发展政策的重要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

于技术手段的圈子，忽视培育多样化的信息与人才

定了该地区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资金的供给以及

交流场所。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３．５

基础设施及支撑的服务体系
高技术产业对基础设施的质量有较高要求：方

３．２政府的支持
政府在规划控制、政策干预、资金支持以及管理

便、快捷的运输方式，大通量、网络化的通讯条件，洁

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政府投入资金

净、可靠的能源供应，较为苛刻的水质要求，以及良

主要包括新产品试验费、中间试验费、重大科研项目

好的工作环境和优美的居家环境。因此，高新区往往

补助费等三项科技经费。政府投资管理力度越大，

选址在大城市边缘地区。高科技园区支撑服务体系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就越高，配套服务设施越齐

也十分重要，要通过支撑服务体系营造符合高新技

全。广东高新区除了国家规定的高新区优惠政策

术产业发展需要、与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接轨的运

外，还在工业用地、基建立项收费、水电、通讯、税收

作环境。在广东，这些服务一般都由高新区管委会或

等方面拟定了本地的优惠条件，以最大限度吸引投

政府机构提供。

资。在高新区发展初期，加强园区规划建设的政府

３．６

风险投资

干预十分必要，能够抵制因园区暂时不成熟而遇到

迄今，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资金主要来自政府

的困难，保证园区健康有序地发展。但从长远来看，

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由于财政拨款的有限性和银

对高新区发展至关重要的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行信贷谨慎目标的约束，最后可进入Ｒ＆Ｄ阶段的

境，推动政府、企业和研究三方面的密切合作，使高

资金少之又少。能否突破固有的资金供给模式，为高

新区的发展具备必要的依托、生长和支撑条件。

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是推动高新区

３．３

有效运作的关键所在。风险投资机制的引入是解决

管理体制
我国高新区尚处于初创期，一般采用“政府部

资金问题的重要方式。风险投资机构被称为“高新技

门”（一个管委会、一个办公室、一个开发总公司）的

术企业的孵化器”，它不仅带来资金，更重要的是带

管理模式，随着园区的不断发展和中央对某些权限

来科技创业所需要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拓能力，推

归属的调整，各高新区的管理体制也处于变化之

动高技术成果的开发和产业化。

中。高新技术产业高效率运作的特征促使政府部门

４

提高审批机构运转效率，同时，促进管理体制适应园

４．１

存在问题
①开发建设资金不足。开发建设资金不足是高

区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以构筑良好的软环境。
３．４

问题与对策

新区存在的共性问题，但产生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

智力密集程度和人才网络
智力密集程度（数量和质量）往往成为高新区区

因为所在城市自我发展动力严重不足，造成恶性循

位选择的首要导向因素。研究一产业一研究之间的

环，如珠海高新区；有的是由于未能及时落实有关政

相互关联至关重要。不能只注意当地高校、科研院

氘财税返还力度不够，如惠州高新区；而高新区资

所的数量，更应把注意力放在企业是否有一批精通

金缺乏的更普遍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金融服务支撑

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方面。广东１０个高新区所依托

体系，资金渠道不畅，造成资金筹集困难。

的智力资源并不贫乏，关键是如何进一步利用好并
一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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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万ＫＭｚ地区集中了９个高新区。在高新区发展

业定位，使整个园区发展围绕几个核心产业进行，尽

的初级阶段，资金贫乏，为了引进项目，各园区在地

可能避免园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等问题。

价上竞相压低。对企业人区的门槛降低，造成园区

②引入风险投资机制，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投资
机制。加快引入市场机制，采取民间自筹、民间投入

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
③管理体制不顺，部分职能未能落实。部分高

和政府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吸收海内外和社会

新区土地审批、工商税务、外经外贸等经济职能未能

资金。切实加大政府科技投入，逐步探讨高新区财政

落实；有些高新区因为和所在区或市合署办公，不能

管理方式，通过自身积累、筹集资金，支持区内基础

独立行使管理权限，造成高新区的优势不能充分发

设施建设，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适应以企业为投

挥，管理机构无法精干、高效运作，甚至影响开发建

资主体的改革要求，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完

设、贻误商机。

善风险投资机制，筹集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资

④忽视高新区功能差异，盲目建设。对高新区

金，加大对风险投资政策的引导力度，拓宽资金来源

不同功能类型认识模糊，不顾本地实际情况盲目追

渠道，加快建立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

求“硅谷”、“科学园区”的建设，片面累加区位因素，

司。

无法十分明确地分析高新区的区域地位与作用，在

③落实高新区必需的职能权限，进一步改善软

引进项目时没有选择性，出现各园区产业结构雷同

环境。政府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以为企

的问题。

业服务为指导，密切与企业联系。地方政府要有长远

⑤政府作用过大，园区市场化程度不高。我国

眼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减轻园区企业负担，以降

高新区建设中普遍存在政府作用过大、管辖范围过

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吸引更多的

广问题，政府在园区规划建设中具有绝对的发言

企业人区。
④进一步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机制。借鉴

权。高新区发展受行政区划的制约，其影响仅限于
本市范围，对周边地区的拉动作用不够显著。

深圳高新区的成功经验，向外延伸企业研发机构，逐

⑥园区自主开发能力不高，产业特色不突出。

步形成以全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为技术依托的企

广东省支柱产业研发能力十分薄弱，不少科研机构

业技术开发网络，增强企业技术的创新能力。不折不

未能面向社会发展，园区发展初期基本上以引进技

扣地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引导跨国公司到

术、消化吸收为主；对人区产业没有加以选择，致使

园区内创办Ｒ＆Ｄ机构，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充满活

各园区产业结构日渐趋同，产业特色不明显。高新

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壮大，为中小民营企业营造

技术产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有名牌产品少，

有利的区域创新环境；鼓励科技人员，尤其是海外留

自主创新能力弱。

学人员创办科技型民营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构筑

对策

以大批民营企业为基础的高科技企业“金字塔”。对

４．２

①澄清认识，明确园区发展目标。各级政府部

高新区产业进行统一规划，重点扶持适合本区的优

门要分清不同类型高新区之间的差别，根据当地具

势产业，使有条件的民族高科技企业打入国际市场，

体情况，切合实际地制定在某一规划期内的高新区

形成一批规模大、效益优、市场好的骨干企业和企业

发展目标，明确园区功能定位以及在城市及周边区

集团。

域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条件的变化可制定不

⑤加强园区之间的协调管理，避免恶性竞争。在

同阶段的发展目标，不要一下子将目标制定得太高，

各高新区空间布局已成定势的情况下，不可能改变

忽视过渡阶段的准备铺垫。在最初阶段就要进行产

广东高新区布局过于集中的现状，唯有在园区之间

一．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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