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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中新廣州知識城（圖 S.1）是廣州開發區與新加坡星橋國際
（Singbridge）最新開展的一個合作項目，廣州開發區將著力為其
營造一個有利於創新的環境。知識城計劃打造一個匯聚創新型產
業以及知識型人才的生態宜居新城。該項目的設計初衷是推動廣
州市的產業轉型，即從較單一的製造業向薪資水平較高的研究
型、創新型和知識型產業轉型。 

知識城建成後將成為廣州開發區的一個組成部分。廣州開發
區位於廣州市蘿崗區，園區包括廣州科學城（廣州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的一部分），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廣州保稅區，廣州出口
加工區和廣州國際生物島。 

本文係知識城的創新體系建設戰略綱要，根據蘭德公司與廣
州開發區在 2011 年 5 月到 2012 年 5 月期間合作開展的研究和分
析編撰而成。作為本項目的另一份蘭德公司報告，《創建知識城的
創新體系》（Nataraj 等人，2012 年）對本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進行
了分析彙編，也為本報告提供了證據支持。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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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S.1 

知識城規劃圖 

 

 
資料來源：中新廣州知識城 

RAND MG1240-S.1 

 
 

戰略綱要：現狀分析、指導政策以及措施 

為將知識城建設成為一座匯聚創新型產業及相關知識型人才，領
先於環境和科技的新城，廣州開發區必須吸引創新型企業和人才
入駐這座新城，並長期扎根於此。為此，廣州開發區必須讓潛在
的合作夥伴相信自己能夠建立一個成功的創新型產業集群。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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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資產的吸引力是提升他們信心的良方，而另一途徑是打造其
他地區難以複製的創新型資產。因此，如果廣州開發區率先做好
這些工作，樹立起這方面的聲譽並吸引企業入駐，就會形成一個
良性循環令其他地區望塵莫及。 

要打造創新型城區，知識城的創新體系建設戰略必須實現三
大目標： 

 

1. 吸引高科技企業並促進其發展 

2. 吸引和留住高技能創新型人才 

3. 確保創新型融資的可獲得性 

 

企業、人才和融資是一個創新體系的三大支柱，而法律與監
管環境及商業支持環境是這三大支柱的基礎。五大要素相結合才
能支持創新，從而催生匯集創新型高科技企業的集群。 

我們提出的措施對以企業、人才和融資為核心的戰略規劃至
關重要，不僅對創新型企業、人才和創新型融資具有直接作用，
同時還可改善法律與監管環境及商業配套環境。 

  

 
戰略措施實施路線圖 

經過研究，我們認為廣州開發區可採取以下幾項措施。對於表
S.1，S.2 和 S.3 所列的每項措施，我們細化出其所屬的政策領域、
實施的優先級（高、中、低）、實施難度（容易、一般、困難）、
以及實施次序（優先、居中、靠後）。對於各項目標（企業、人才、
融資），我們建議按表中所列次序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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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高科技企業並促進其發展 

廣州開發區要推廣知識城需吸引一家或多家主力機構（例如，知
名的公司、研究機構或大學，從而吸引研究人員和供應商）入駐，
並改善整體創新環境。表 S.1 概括了實現該目標的措施和策略。 

 

表 S.1 
吸引高科技企業並促進其發展的措施概要 

政策領域 措施 優先級 實施難度 次序 

市場推廣 聘請一家營銷公司或公關公司。 

廣州開發區要讓潛在的投資者和人才瞭

解知識城。鑒於對投資者和知識型人才的

爭奪非常激烈，需要聘請專業機構進行有

效的營銷宣傳。 

高 容易 優先 

主力機構 吸引主力機構。 

主力機構有助於吸引研究人員和供應

商，增加整體商業社區對知識城獲得成功

的信心。 

高 困難 優先 

創新環境 設立辦公室，幫助公司處理法律、行政和

融資方面的所有問題。 

該辦公室應對所有的相關法律法規、現有

激勵項目、競爭對手的活動進行追踪。 

中 一般 優先 

創新環境 為每家企業設立「專職負責人」制度，並

為這些專職責任人組建綜合援助辦公室。

專職負責人向每家公司提供協助，幫助公

司爭取應得的利益。 

中 容易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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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1 - 續 

政策領域 措施 優先級 實施難度 次序 

創新環境 援助辦公室和專職負責人幫助公司申請

可獲得的稅收和非稅收優惠。 

援助辦公室和專職負責人幫助入駐知識

城的公司達到政府的要求。 

中 一般 優先 

創新環境 確保非稅收激勵措施（如提供資金、貸款

補貼或政府代表企業直接購買）也可應對

創新型企業的獨特需求。 

雖然協助獲得土地和樓宇是有幫助的，但

非稅收激勵措施也應幫助公司獲得昂貴

的技術設備或實驗場地。 

中 容易 居中 

創新環境 支持入駐知識城的高科技企業制定市場

推廣計劃，將其產品銷往東亞市場。 

向要求嚴格的東亞市場出售產品有助於

激勵產品創新和改良。 

中 一般 居中 

創新環境 嚴格實施知識產權保護，使知識城成為知

識產權保護的典範。 

知識產權執法不力會影響投資質量和投

資類型。保護知識產權可以讓知識城更能

吸引創新型人才。 

中 困難 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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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表 S.1 - 續 

政策領域 措施 優先級 實施難度 次序 

市場推廣 為國際貿易展銷年會或年度大會提供贊

助。 

此類展銷會的目的是突出知識城在某個

特定產業的位置，並將知識城的企業和供

應商與世界各地的客戶之間建立聯繫。該

展銷會應是國際性的交流平台，並且在知

識城舉辦，以最大限度地讓當地企業參

與。 

低 容易 靠後 

創新環境 在國際專利方面，擴大協助的範圍。 

讓中國發明人員申請發達國家的專利，幫

助他們提高發明的質量和原創性。 

低 一般 靠後 

 

吸引和留住創新型人才 

廣州開發區必須保證知識城擁有較高的生活品質，以此吸引知識
型人才。同時，還需要採取一些政策，直接吸引人才和歸國人員，
提高勞動力靈活性，並促進網絡的形成。表 S.2 概括了實現該目
標的措施和策略。 

 

表 S.2  
吸引和留住創新型人才的措施概要 

政策領域 措施 優先級 實施難度 次序 

人才和網絡 成立咨詢委員會。 

咨詢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投資者和成功

的企業家，將為廣州開發區提供寶貴意

見，構成開發區機構網絡的核心。 

高 容易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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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2 - 續 

政策領域 措施 優先級 實施難度 次序 

生活品質 確保知識城開通軌道交通，並且班次較

多。 

快速、優質的公共交通讓人們可以住在

自己想住的地方，同時又能便捷地抵達

知識城。 

高 困難 優先 

人才和網絡 可通過專業招聘公司，加大力度吸引歸

國人員入駐知識城。 

歸國人員通常具有特殊技能，可以提高

知識城的創新能力。 

高 一般 優先 

生活品質 吸引高質量的中小學校入駐知識城。 

高素質人才會希望子女可以接受高質

量的教育，他們在選擇住所時會考慮到

周邊學校的質量。 

高 一般 居中 

生活品質 吸引「目的地式」的購物中心入駐知識

城，促進娛樂場所的建設。 

這些零售及娛樂場所不僅可使知識城

成為一個生活和工作的理想場所，還可

促進網絡的形成。 

中 困難 居中 

人才和網絡 推動發展受廣州開發區資助人群之間

的交流網絡。 

網絡可以使更多非正式信息得以分享

並激發創意。 

中 一般 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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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2 - 續 

政策領域 措施 優先級 實施難度 次序 

人才和網絡 促進與來自廣州和廣東的海外華人的

合作。 

海外華人可以帶來獨有的技能以及投

資和貿易渠道。 

中 一般 居中 

人才和網絡 在地方和地區層面，降低因裁員和公司

破產所造成的非法律方面的影響。 

例如，建立崗位培訓和安置項目。勞動

力的靈活性可使僱主找到合適的員

工，失業者也可找到合適的工作。廣州

開發區可以通過提供就業信息和幫助

下崗職工再就業以提高勞動力的靈活

性。 

低 一般 靠後 

人才和網絡 與省級和國家級官員一同努力改善關

於裁員和公司破產的法律環境。 

廣州開發區的企業普遍感到裁員很困

難，而勞動力彈性對創新型地區而言至

關重要。需要進行長期的法律改革。 

低 困難 靠後 

生活品質 通過開展活動將知識城打造成為宜居

城市。 

這些活動不僅可以使知識城成為適合

生活和工作的理想場所，此外還將有助

於知識城的推廣。 

低 容易 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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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2 - 續 

政策領域 措施 優先級 實施難度 次序 

人才和網絡 評估和改善非競爭性條款。 

當員工變換工作時，他們可能會將有價

值的技能和知識帶到新的公司。勞動合

同中的非競爭性條款非常重要，然而如

果該項條款要求過嚴，則會限制有價值

的信息溢出。廣州開發區需確保非競爭

性條款在保護知識產權的同時也能促

進知識和技能的傳播。 

低 困難 靠後 

 

確保創新型融資的可獲得性 

廣州開發區需要在風險適度的前提下讓更多企業能夠獲得創新型
商業融資，並確保知識城駐有具競爭力的商業銀行。表 S.3 概括
了實現該目標的措施和政策。 

 

表 S.3 確保創新型融資的可獲得性的措施概要 

政策領域 措施 優先級 實施難度 次序 

創新型融資 協助創建天使投資人網絡。 

廣州開發區的創業者在獲得早期融資

方面存在著困難。知識城的創業者也很

有可能遇到此類困難。填補該缺口的一

個方式是創建正式的天使投資人網

絡，使投資者能夠定期對有前景的投資

機會進行評審。 

高 一般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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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3 - 續 

政策領域 措施 優先級 實施難度 次序 

銀行 確保知識城引進具有競爭力的商業銀

行。 

即使創新型融資是可以獲得的，商業銀

行服務對於創新型公司而言仍不可或

缺。廣州開發區需確保知識城引進具有

競爭力的商業銀行。 

高 容易 居中 

創新型融資 促進私人風險投資。 

國際經驗表明，政府資助的風險基金所

產生的效果好壞參半。私人風險資本能

夠更好的判斷企業的前景和風險。引入

私募資金的一種方法是在國內外企業

和政府資助的企業之間建立夥伴關係。

中 一般 居中 

 

 

籌劃戰略措施路線圖 

本綱要及表 S.1-S.3 所提出的措施可作為完整戰略規劃的指導性
文件。而戰略規劃將在以下各方面提供指導： 

 指導各項措施的協調開展 

 明確實施措施的主體 

 制定實施措施的時間表 

 估算措施的成本 

 創建一整套測量指標，對規劃執行中的產出以及規劃實施後
的成果進行評估。 

 

 



概要  xxi 

 

本綱要關注於高科技企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企業還需要
各種非技術業務，如企業運營所需的基本產品以及配套服務。這
可能需要一個完整的戰略規劃將高科技企業的任務與其他企業的
任務區分開。同樣的，我們討論了與將知識城創建成為創新型城
市直接相關的基礎設施，但完整的戰略規劃應考慮到基礎設施的
其他因素，如水電、交通、電信和污水處理等。知識城的戰略規
劃也需要考慮到周邊地區的發展規劃。 

本綱要和擬定的創新體系建設戰略應作為廣州開發區與星橋
國際在實施推廣計劃時進行有效協調和合作的基礎。廣州開發區
與星橋國際都期盼著知識城取得成功。該戰略規劃是廣州開發區
對外釋放的一個信號，該規劃承諾幫助知識城吸引更多的科學、
工程領域以及企業家人才。 

即使有最好的戰略規劃，創建知識城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
程，需要堅持不懈的努力和實施的靈活性。政策的連續性和一致
性將顯得尤為重要。同時，本綱要後續的詳細戰略規劃應包括一
項機制，審查隨著知識城、中國以及全球經濟的發展而不斷變化
的各項政策。該項審查應包括評估投資者和企業是否成功，並且
知識城的政策和方案如何影響這些成功的企業和投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