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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中新广州知识城（图S .1）是广州开发区与新加坡星桥国际.
（Singbridge）最新开展的一个合作项目，广州开发区将着力为其

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知识城计划打造一个汇聚创新型

产业以及知识型人才的生态宜居新城。该项目的设计初衷是推动

广州市的产业转型，即从较单一的制造业向薪资水平较高的研究

型、创新型和知识型产业转型。

知识城建成后将成为广州开发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广州开发

区位于广州市萝岗区，园区包括广州科学城（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一部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

工区和广州国际生物岛。

本文系知识城的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纲要，根据兰德公司与广

州开发区在2011年5月到2012年5月期间合作开展的研究和分析编

撰而成。作为本项目的另一份兰德公司报告，《创建知识城的创新

体系》（Nataraj等人，2012年）对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分析

汇编，也为本报告提供了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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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纲要：现状分析、指导政策以及措施

为将知识城建设成为一座汇聚创新型产业及相关知识型人才，领

先于环境和科技的新城，广州开发区必须吸引创新型企业和人才

入驻这座新城，并长期扎根于此。为此，广州开发区必须让潜在

的合作伙伴相信自己能够建立一个成功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宣传

图S.1 
知识城规划图

资料来源：中新广州知识城
RAND MG1240-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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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资产的吸引力是提升他们信心的良方，而另一途径是打造其

他地区难以复制的创新型资产。因此，如果广州开发区率先做好

这些工作，树立起这方面的声誉并吸引企业入驻，就会形成一个

良性循环令其他地区望尘莫及。

要打造创新型城区，知识城的创新体系建设战略必须实现三

大目标：

1.. 吸引高科技企业并促进其发展

2.. 吸引和留住高技能创新型人才

3.. 确保创新型融资的可获得性.

企业、人才和融资是一个创新体系的三大支柱，而法律与监

管环境及商业支持环境是这三大支柱的基础。五大要素相结合

才能支持创新，从而催生汇集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的集群。

我们提出的措施对以企业、人才和融资为核心的战略规划至

关重要，不仅对创新型企业、人才和创新型融资具有直接作用，

同时还可改善法律与监管环境及商业配套环境。

战略措施实施路线图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广州开发区可采取以下几项措施。对于表

S.1，S.2和S.3所列的每项措施，我们细化出其所属的政策领域、

实施的优先级（高、中、低）、实施难度（容易、一般、困难）、以

及实施次序（优先、居中、靠后）。对于各项目标（企业、人才、.
融资），我们建议按表中所列次序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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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高科技企业并促进其发展

广州开发区要推广知识城需吸引一家或多家主力机构（例如，知

名的公司、研究机构或大学，从而吸引研究人员和供应商）入驻，

并改善整体创新环境。表S.1概括了实现该目标的措施和策略。

表S.1 
吸引高科技企业并促进其发展的措施概要

政策领域 措施 优先级 实施难度 次序

市场推广 聘请一家营销公司或公关公司。

广州开发区要让潜在的投资者和人才了

解知识城。鉴于对投资者和知识型人才

的争夺非常激烈，需要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有效的营销宣传。

高 容易 优先

主力机构 吸引主力机构。

主力机构有助于吸引研究人员和供应

商，增加整体商业社区对知识城获得成

功的信心。

高 困难 优先

创新环境 设立办公室，帮助公司处理法律、行政

和融资方面的所有问题。

该办公室应对所有的相关法律法规、

现有激励项目、竞争对手的活动进行

追踪。

中 一般 优先

创新环境 为每家企业设立“专职负责人”制度，

并为这些专职责任人组建综合援助办

公室。

专职负责人向每家公司提供协助，帮助

公司争取应得的利益。

中 容易 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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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措施 优先级 实施难度 次序

创新环境 援助办公室和专职负责人帮助公司申请

可获得的税收和非税收优惠。

援助办公室和专职负责人帮助入驻知识

城的公司达到政府的要求。

中 一般 优先

创新环境 确保非税收激励措施（如提供资金、贷

款补贴或政府代表企业直接购买）也可

应对创新型企业的独特需求。

虽然协助获得土地和楼宇是有帮助的，

但非税收激励措施也应帮助公司获得

昂贵的技术设备或实验场地。

中 容易 居中

创新环境 支持入驻知识城的高科技企业制定市

场推广计划，将其产品销往东亚市场。

向要求严格的东亚市场出售产品有助于

激励产品创新和改良。

中 一般 居中

创新环境 严格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使知识城成为

知识产权保护的典范。

知识产权执法不力会影响投资质量和

投资类型。保护知识产权可以让知识城

更能吸引创新型人才。

中 困难 居中

表S.1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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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措施 优先级 实施难度 次序

市场推广 为国际贸易展销年会或年度大会提供

赞助。

此类展销会的目的是突出知识城在某个

特定产业的位置，并将知识城的企业和

供应商与世界各地的客户之间建立联

系。该展销会应是国际性的交流平台，

并且在知识城举办，以最大限度地让当

地企业参与。

低 容易 靠后

创新环境 在国际专利方面，扩大协助的范围。

让中国发明人员申请发达国家的专利，

帮助他们提高发明的质量和原创性。

低 一般 靠后

吸引和留住创新型人才

广州开发区必须保证知识城拥有较高的生活品质，以此吸引知识
型人才。同时，还需要采取一些政策，直接吸引人才和归国人员，
提高劳动力灵活性，并促进网络的形成。表S.2概括了实现该目标
的措施和策略。

表S.2 
吸引和留住创新型人才的措施概要

政策领域 措施 优先级 实施难度 次序

人才和网络 成立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投资者和成功

的企业家，将为广州开发区提供宝贵意

见，构成开发区机构网络的核心。

高 容易 优先

T表S.1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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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措施 优先级 实施难度 次序

生活品质 确保知识城开通轨道交通，并且班次

较多。

快速、优质的公共交通让人们可以住在

自己想住的地方，同时又能便捷地抵达

知识城。

高 困难 优先

人才和网络 可通过专业招聘公司，加大力度吸引归

国人员入驻知识城。

归国人员通常具有特殊技能，可以提高

知识城的创新能力。

高 一般 优先

生活品质 吸引高质量的中小学校入驻知识城。

高素质人才会希望子女可以接受高质量

的教育，他们在选择住所时会考虑到周

边学校的质量。

高 一般 居中

生活品质 吸引“目的地式”的购物中心入驻知识

城，促进娱乐场所的建设。

这些零售及娱乐场所不仅可使知识城成

为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还可促

进网络的形成。

中 困难 居中

人才和网络 推动发展受广州开发区资助人群之间的

交流网络。

网络可以使更多非正式信息得以分享并

激发创意。

中 一般 居中

表S.2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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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措施 优先级 实施难度 次序

人才和网络 促进与来自广州和广东的海外华人的

合作。

海外华人可以带来独有的技能以及投资

和贸易渠道。

中 一般 居中

人才和网络 在地方和地区层面，降低因裁员和公司

破产所造成的非法律方面的影响。

例如，建立岗位培训和安置项目。劳动

力的灵活性可使雇主找到合适的员工，

失业者也可找到合适的工作。广州开发

区可以通过提供就业信息和帮助下岗职

工再就业以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

低 一般 靠后

人才和网络 与省级和国家级官员一同努力改善关于

裁员和公司破产的法律环境。

广州开发区的企业普遍感到裁员很困

难，而劳动力弹性对创新型地区而言至

关重要。需要进行长期的法律改革。

低 困难 靠后

生活品质 通过开展活动将知识城打造成为宜居

城市。

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使知识城成为适合生

活和工作的理想场所，此外还将有助于

知识城的推广。

低 容易 靠后

表S.2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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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措施 优先级 实施难度 次序

人才和网络 评估和改善非竞争性条款。

当员工变换工作时，他们可能会将有价

值的技能和知识带到新的公司。劳动合

同中的非竞争性条款非常重要，然而如

果该项条款要求过严，则会限制有价值

的信息溢出。广州开发区需确保非竞争

性条款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能促进

知识和技能的传播。

低 困难 靠后

确保创新型融资的可获得性

广州开发区需要在风险适度的前提下让更多企业能够获得创新
型商业融资，并确保知识城驻有具竞争力的商业银行。表S.3概括
了实现该目标的措施和政策。

表S.3 确保创新型融资的可获得性的措施概要

政策领域 措施 优先级 难度 次序

创新型融资 协助创建天使投资人网络。

广州开发区的创业者在获得早期融资方

面存在着困难。知识城的创业者也很有

可能遇到此类困难。填补该缺口的一个

方式是创建正式的天使投资人网络，使

投资者能够定期对有前景的投资机会进

行评审。

高 一般 优先

表S.2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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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措施 优先级 难度 次序

银行 确保知识城引进具有竞争力的商业银

行。

即使创新型融资是可以获得的，商业银行

服务对于创新型公司而言仍不可或缺。广

州开发区需确保知识城引进具有竞争力

的商业银行。

高 容易 居中

创新型融资 促进私人风险投资。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资助的风险基金所

产生的效果好坏参半。私人风险资本能

够更好的判断企业的前景和风险。引入私

募资金的一种方法是在国内外企业和政

府资助的企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中 一般 居中

筹划战略措施路线图

本纲要及表S.1-S.3所提出的措施可作为完整战略规划的指导性文

件。而战略规划将在以下各方面提供指导：

•. 指导各项措施的协调开展

•. 明确实施措施的主体

•. 制定实施措施的时间表

•. 估算措施的成本

•. 创建一整套测量指标，对规划执行中的产出以及规划实施后

的成果进行评估。

表S.3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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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纲要关注于高科技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还需要

各种非技术业务，如企业运营所需的基本产品以及配套服务。这

可能需要一个完整的战略规划将高科技企业的任务与其他企业

的任务区分开。同样的，我们讨论了与将知识城创建成为创新型

城市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但完整的战略规划应考虑到基础设

施的其它因素，如水电、交通、电信和污水处理等。知识城的战略

规划也需要考虑到周边地区的发展规划。

本纲要和拟定的创新体系建设战略应作为广州开发区与星桥

国际在实施推广计划时进行有效协调和合作的基础。广州开发区

与星桥国际都期盼着知识城取得成功。该战略规划是广州开发区

对外释放的一个信号，该规划承诺帮助知识城吸引更多的科学、

工程领域以及企业家人才。

即使有最好的战略规划，创建知识城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实施的灵活性。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

性将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本纲要后续的详细战略规划应包括一

项机制，审查随着知识城、中国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的各项政策。该项审查应包括评估投资者和企业是否成功，并且

知识城的政策和方案如何影响这些成功的企业和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