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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也只有一个硅谷

□张陆洋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走创新之路，已经是全社会共识。 创新之路如何走？ 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硅谷。 笔者曾经九次前往美国考察，实

地调研考察美国的创新创业以及硅谷是怎么形成的，先后访问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的教授们，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美国小

企业风险投资协会、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常务副局长、美国商务部常务副部长、波士顿资讯公司、斯坦福技术转移中心、纽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麻省

理工学院技术转移中心、新泽西理工学院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还专门访问了3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和30多家创业的科技企业，他们从不同的视角

来解读硅谷。 他们说：“你们中国在学我们的硅谷，我们美国也在学硅谷。 实际上我们50个州，都在学硅谷都想成为硅谷，可是我们到现在，也只有

一个硅谷。 ”

美国大学如何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张陆洋

硅谷的高科技及其产业发展的发达水平和

先进程度是举世公认的， 这些地方的高科技和产

业的发展以大学密集区作为知识和智慧原动力，

常规地将之总结为“产、学、研”或者“官、产、学”

的模式，是应该肯定的。 但我们要问的是，大学在

高科技及其产业发展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有观点认为，斯坦福大学创办了大量的科技企业，

才造就了硅谷的今天，是否真是这样？为了清楚了

解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的贡献所在， 笔者曾先后

四次访问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化中心， 对于斯坦

福大学科技成果转移模式进行考察， 研究分析了

他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斯坦福大学为什么没有校办企业

带着上述问题， 笔者专程考察访问了斯坦

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和亚洲技术研究中心、

MIT技术转移中心、 哈佛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

心等机构。

实证考察的具体内容有：（1）大学的科技成

果以什么方式转移。是自己创办企业，是以技术入

股的方式参与科技企业的创业， 是与其他企业合

作共同创办企业， 或者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来促

进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2）大学为什么采取这

样的科技成果转化方式， 而不采取创办科技园区

或者直接创办企业的方式， 或者以大学无形资产

入股？（3）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机制是什么，

是以直接管理企业来获得收益， 是以知识产权授

权使用获得收益， 是以大学无形资产股权来获得

回报？大学的这种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对于知识产

权的发明人的利益机制是什么？ 当一项科技成果

转化之后，发明人能够获得的收益是多少，怎样获

得这笔收益？（4）大学采取这种科技成果转化方

式的成效是什么，巩固大学的学科地位的效应，对

于促进大学培养人才的效应， 还是对于大学获得

资金支持的效应？（5）大学建立什么样的转化机

构来促进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是最优的模式，如

即能够使得大学的科技成果能够迅速转化， 又能

够形成与大学学科建设互动的机制？ 能够让大学

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又能够规避大学不应承担基

于科技成果创业以及产业化的风险？ 能够获得社

会和企业界对于大学资金的长期支持， 又不使得

大学陷于商业机制的风险？ 围绕着这些考察的内

容，考察方法是，先听取各个大学有关科技成果转

化的模式与经验的介绍， 然后与他们就上述问题

一一讨论。

结果发现， 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大学或科技

成果转化机构， 其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以及获得

的经验， 完全与国内大学的现行做法和模式不

一样。事实上，这些大学都没有自己学校创办的

“校办科技企业” ， 也没有什么 “大学科技园

区” ， 他们都是以科技成果授权使用加上技术

服务， 或者以专利入股加上技术服务的模式进

行成果转化工作。 这样的模式保证了大学的学

术与产业界的互动，相得益彰。

以斯坦福大学为例， 他们作为硅谷技术密集

的知识供给方， 但在硅谷却并没有一家斯坦福大

学创办的科技企业。 硅谷作为世界最著名的高科

技产业发展园区， 斯坦福大学在其中仅仅是科技

成果提供者而已， 并没有参与高科技产业园区的

创建发展工作。同样，哈佛大学与“128号公路”的

关系，都是这种科技成果或者知识的供给者，而不

是直接的参与者。 斯坦福大学技术转化中心的技

术转移工作是全美做得最好的； 而哈佛大学通过

筹建大学转化基金， 即风险投资基金来投资大学

成果与产业对接的创新项目，进行成果转移的。

借助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弥合“断裂带”

我们发现， 所有考察的大学都没有自己的

校办企业和科技园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美国

法律规定大学是不纳税的， 如果办企业将导致

不公平竞争，所以大学不能够办企业。为了保证

社会分工以及专业化的效率， 大学的本职工作

是知识的创造，而非企业的创造。尽管科技成果

转化过程中存在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断裂带” ，

大大阻碍了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但完全可以

借助基于科学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来解

决这个“断裂带”问题。关键是大学要设计好一

套基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微观期权服务利益机

制，再加上风险投资促进创业加速的机制，就能

很好地解决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以药物开发过程为例，一个新药的研究和开

发需要经历基础研究—临床前的研究—Ⅰ期临

床研究—Ⅱ期临床研究—Ⅲ期临床研究—药品

上市等。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研究工作往往只是

进行到一期临床前，而企业需要的药品往往是三

期临床之后的比较成熟成果，中间的一期临床和

二期临床是药品开发过程中风险大、 淘汰率高、

投资不确定的阶段。 这个阶段由于学术水平较

低，大学往往不愿意去做，同时由于这个阶段的

学术要求又高于实际企业技术资源禀赋，企业也

往往不愿意做，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成果转化的

“断裂带”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不得不创

建自己的工程中心来解决新药开发的这个问题，

从而导致企业的开发成本的大大提高。 同样，大

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去接受国家或者企业的

支持，来创建相应工程中心，但由于缺乏企业工

程技术资源的支持， 开发工作进展往往比较迟

缓，进而影响学校的学科发展。 为此需要一个两

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学能够延伸他们在科

学创造基础上的服务，而企业又能够延伸基于市

场和工程资源禀赋条件上的开发服务，在大学与

企业之间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 ，解决科

技成果转化的“断裂带”问题。 或者是由“孵化

器” 将大学和企业的需要结合起来，在风险投资

促进创业加速的作用下，尽快完成基于科技成果

形成新兴科技企业的创业过程。

斯坦福大学在保证培育人才的质量和科学

水平领先地位的前提下， 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明确规定大学的科技成果统一由大学技术转

化中心来实施转化工作，而创造该成果的教职员

工随着科技成果转化进程，可以长期为企业提供

顾问价值性的服务，或担任独立董事等价值性服

务，该服务以一般不超过五年为限。 但创造该科

技成果人员不得到企业里兼任董事长、首席执行

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技术官等有职位的工作，否

则学校将会劝其退出教师的职位。哈佛大学虽然

没有斯坦福大学那样的限制性规定，但是也有规

定，即一周当中，教师必须有四天的时间是在为

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该工作时间都要有秘书

的记录为证， 一周中仅有一天时间可以自由支

配，仅可以满足该教师去做顾问或者独立董事职

位的需要。 哈佛大学这样的正面规定，显然给予

教师的闲暇时间是难以去创办企业的。

他们的做法就是以专利或科技成果授权，

再加上技术服务的方式进行转化工作， 一般授

权为五年，并提供五年的技术服务工作。为了防

止垄断， 技术成果授权的方式一般是不能够独

家授权的，即同时授权给三到五家企业应用。

美国大学技术转化中心运行机制

斯坦福大学技术转化中心创建于1970年，

至今已经有累计超过6000项发明公布， 其中有

超过2200个发明得到市场的良好反应， 技术转

化中心执行了超过2600项发明转化， 当中有接

近1500项转化的发明得到市场的良好认可。 斯

坦福大学转化中心已经产生了将近10.3亿美元

的累积总转让收入，其中有超过8.94亿美元留在

了斯坦福/发明者， 技术转化中心已经为研究激

励基金提供了3700万美元。

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一共大约有22名

工作人员，其中8名律师，8名价值评估人员，主要

针对发明进行价值的评估并制订相关知识产权

保护与转让方面的法律服务。对于技术转移收入

的分配政策是：总体转让收入的15％作为技术转

移中心成本，归为转移中心的管理费用，减去这

些开支是该项技术成果转移的净转让收入。净收

入的1/3�给技术的直接发明者，1/3�作为继续研

究的科研经费，由技术成果发明者掌管使用，1/3

作为收入。 1/3的收入再分成三份， 一份分给学

校，一份分给发明者所在院系，一份分给该技术

发明的团队。 由于斯坦福大学学校经费充足，学

校将其收入奖励给该技术发明的团队。

但在斯坦福大学6000项的发明中， 只有3项

发明是大赢家，14项发明产生了超过500万美元

的累计转让收入，53项发明产生了超过100万美

元的累计转让收入。所以斯坦福大学的经验证明，

大学不能指望用转让收入来作为大学运营的开支

来源，但是转化出去的科技成果创造了新兴产业，

创业成功者们纷纷为大学捐赠， 从而为大学提供

了更高的经济回报， 帮助大学办学解决了很大经

费来源问题。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虽然当时没有为

学校带来很高回报， 但这些成果一旦创造了很好

的收益时，又有利于各方对大学进行捐助。这样就

形成了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期权回报循环机制。

哈佛大学则是在技术转化中心的基础上，

创办大学的校办风险投资基金， 来结合市场的

需要，就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断裂带” 阶段进

行引导性投资，即就市场需要的科技成果，与外

部资金进行组合型投资， 而大学的风险投资基

金占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水平，

往往能够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根据哈佛大学Lerner教授的研究， 在美国

3000多只基金中， 哈佛大学校办风险投资基金

的收益率是最高的，其原因有三：其一是由于大

学有着最为领先的科技成果； 其二是由于大学

的品牌价值， 最优秀的人才愿意来大学的风险

投资基金工作； 其三是大学风险投资基金愿意

投资项目的引导效应， 社会上的各种基金纷纷

愿意介入投资。

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得知， 尽管全美国3000

所大学中， 大约有1200所大学有技术转移中心

或产学研一体化机构， 但真正对于国家经济起

到引领作用的，主要是前十所大学，充其量也就

是前二十所大学。

有研究显示，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MIT的

科技成果转移和学生们的创新创业， 其社会经

济的溢出效应是， 创造出的GDP总量大约占

2010年世界GDP排名的第11-15位的水平，带

动了大约600万人的就业。

对我国大学科技创新的启示

在我们考察的美国大学中， 没有一个大学

创办校办科技企业或大学科技园。 比较国内情

况， 大学校办科技企业和大学科技园的模式需

要创新的方向是什么？

我国各个大学纷纷创办自己的科技型企

业，一个大学办30-100个企业是平常事。 如果

创办的企业效益很好，当然会给学校带来回报，

那么这样的回报能够弥补多少学校的开支来

源？如果创办的企业亏损，则学校就必须要承担

亏损的经济责任， 这种经济责任势必影响原有

教学经费的使用。

当然，大学创办科技型企业的好处就是加速

了科技成果的早期转化， 即在财富效应的促进

下，大学科技成果的创造者们纷纷可以在第一时

间进行成果转化创办科技企业，但是企业继续向

前发展时，往往是以失败告终。 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创办该企业的具体人员“脚踩两只船” ，不愿

意放弃学校教师的职业，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之后，需要创业者能够全身心投入，而此时具体

创业者在教师和企业经营者两条战线上作战，不

能够也不可能做到全身心投入精力到企业的发

展过程中，也势必影响教学质量和科研质量。

根据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实证研

究，我们不禁要问，我国大学现行创办科技企业或

者大学科技园区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是否是最

优模式，是否是最有效的模式，是否是最有社会效

应的模式？我们应该始终自问，大学在创造知识和

满足社会人才培养和教育、 现代科学和技术创新

的前提下，是否要进一步创新，又该如何创新。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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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万众创新”国际上最先进的区域经验是什么？ 我国已有实践展示了哪些规律？ 未来要以什么样的理念和手段，更有效地促进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为此，本报特约

复旦大学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张陆洋教授，以他长期从事创新创业与风险投资理论研究，以及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研究的经验，与我们一起讨论上述问题。

硅谷形成的历史渊源

硅谷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技术领先， 而是

拥有世界一流的创新人才， 他们用最快速度将

技术转变成市场的能力。 这需要几大要素的配

合：人才———创新型企业家、专业技术人才和配

套服务人才； 技术———具有前瞻性的科研成果

和创意；资金———大公司资金进行科研，风险资

本和天使基金出资培育中小公司； 市场机

制———制度和体制，包括纳斯达克等金融机制，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创新人才的创新精神。

硅谷的历史里程碑，有四个重要年份：1891

年、1939年、1951年和1971年。 1891年，斯坦福

大学的诞生， 当时的口号是： 以世界一流的教

师，培养世界一流的学生，创造世界一流的科技

成果；1939年，惠普公司创办，当年两个博士在

车库完成了迪斯尼的八个高音喇叭的订单，创

造了今天的惠普；1951年， 斯坦福工业园问世，

当时斯坦福大学将空置的苹果园拿出来， 供创

新创业者使用；1971年，硅谷得名。

硅谷位于旧金山以南50公里处的谷地，历

史上是一个盛产水果的农业地区。 60多年来高

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在这里兴起， 现在硅谷是由

40个小城镇组成的区域经济体。 硅谷是世界上

最成功的区域经济体， 是人类有史以来单位土

地面积和大脑创造财富最多之地，一片创新、创

业、创富的沃土，也是各国政府和地区争相复制

和效仿的楷模。

各国政府和地区争相复制和效仿硅谷，但

均不成功，为什么？硅谷，不是一个地名，不是美

国的一个行政区划，地图上找不到，也不是一个

科技园区，更不是一个电子大卖场。硅谷是没有

政府、 没有管委会的， 也不是计划和目标的产

物，各级政府对硅谷没有任何特殊政策。

这个经济体的内涵外延会发生变化（它的

区域面积和产业组成因时间时而变化）， 硅谷

的地理位置是以经济特征来定义的： 主要产业

簇群的所在地； 为这些产业服务的创新者主要

居住地。由此可见，硅谷是先有了创新驱动的经

济成就，然后来定义它的外延和内涵，而不是先

有规划、再来建设的。 硅谷能够有今天，其秘诀

在于硅谷是优秀科技创新人才的荟萃之地。 硅

谷最宝贵的资产是人，它是一个知识经济体，其

成就取决于人才的素质， 硅谷非常重视移民企

业家对于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贡献。

硅谷发展步入新阶段

硅谷尽管也遭受次贷危机的影响， 失业率

仍高达11.5%（美国平均为9.1%），商业楼宇空

置率高达20%以上，但次贷危机后的硅谷，已经

走出低谷，大量就业增长，收入增加，风险投资

积极活跃，新上市公司数量增加。 继计算机、互

联网之后，大数据、云计算和清洁技术等成为硅

谷第三次创新创业浪潮。半导体行业向光伏、太

阳能行业演进；电动汽车在硅谷蓬勃发展；新能

源风电、生物燃油、新电池、新型建材快速成长；

社交网络与移动终端成为两大推动力……硅谷

经济在缓慢复苏中已经再出发。 仍然是全球最

有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和创富中心。美国硅谷风

险投资和创新创业聚集规律性如下。

从风险投资聚集特性看，包括：法律上的聚

集，90%以上的风险投资机构注册在特拉华州；

投资上的聚集，早期投资65%以上集中在硅谷，

后期投资65%集中在纽约；时段上的聚集，上世

纪九十年代集中在IT业，21世纪开始集中在生

物医药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资本上的

聚集，80%的风险资本集中在前五个州；规模上

的聚集，80%的风险投资为中小型风险投资机

构，并集中在大学附近；政府引导的聚集，政府

引导的风险投资集中在早期（1958年至今已经

投资10.6万多家早期创业项目） 的占美国早期

项目的65%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聚集特性包括：

高科技产业发展聚集，90%注册在特拉华州；信

息产业的创业、成长，聚集在128号公路和硅谷

等地；生物医药产业的创业成长，聚集在硅谷、

洛杉矶和波士顿等区域；风险投资金融服务业，

聚集在华尔街。

我们看到美国风险投资的聚集规律体现在

以下方面。首先，在高科技企业创业聚集区域中

形成聚集；其次，在风险投资过程中产生领袖级

的风险投资家或风险投资机构；第三，在风险投

资过程中开放组合形成聚集。

从硅谷的专利数量看，美国专利最多的前15

个城市，7个在硅谷；硅谷以全国1%的人口，占全

国专利的13%，加州专利的50%；支持创新的风

险投资，常年占全美风投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三大机制成就硅谷辉煌

硅谷的成功背后有着三大机制和十大要素。

三大机制是：创新机制。 包括技术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体制创新、市场创新；创业机制。创

办新企业，催生新产业；创富机制。 用好金融市

场，创造财富，运作财富。

硅谷的技术创新、发明和商业模式创新，体

现在各类新兴产业领域里：软件业，以甲骨文、

Adobe等颠覆IBM软硬件捆绑的销售方式为代

表；互联网业，以谷歌、雅虎、eBay等颠覆微软

向最终用户收费的方式为代表；云计算、移动终

端又带来商业模式创新。 硅谷的制度和组织创

新， 体现在以创新人才的知识为资本化的过程

中。 例如， 在科技公司强调生产关系中人的作

用；知识合法转化为财富的机制；股权、期权制

使员工持股占比达10%-15%（一家大公司有

几十亿资产在员工手中）；LLP、LLC等创业型

企业组织形式出现等。还有硅谷的文化创新，主

要是指：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硅谷文化；开放

和宽松的创业文化与环境；机会均等、不迷信权

威、以结果为导向的精英体制等。

硅谷创新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十大表现是：

以人为本，能者为上，英雄不问出处；容忍失败，

硅谷建立在失败的基础上；容忍“背叛” ，高跳

槽率；团队精神；嗜好冒险；开放架构、知识共

享；热衷改变自己；痴迷于产品而不是金钱；机

会均等，人人有份；分享利益等。

如何衡量硅谷的创新？ 硅谷创新能力的经

济指标是：创新点子的数量（专利授权数）；用

于创新的风险投资额；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量。在

全球的124个国家和地区中， 专利数日本第一，

上海第四，硅谷第六，但是其他指标（用于创新

的风险投资额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量）均是

硅谷第一。

硅谷能够形成如此创新机制， 也是世界其

他各地学不到、模仿不了的机制，其关键的创新

要素源自于集聚优秀人才、 高端人才、 创新人

才；打造了世界一流大学；鼓励创新活动；提倡

发明创造，保护知识产权；各种鼓励创新的激励

机制；资金投入（天使、风投、战略投资）；大学

与企业、政府互动等。

从硅谷的经验分析，可以有这样的观察点，

即地区创新能力的三个观察点：风险投资走向，

是衡量地区持续发展能力；M&A （并购）和

IPO（上市）数量，是衡量地区培育高价值企业

的能力；新增企业数（创业），是地区吸引企业

落户的能力（硅谷每年新增企业近万家）。

硅谷的创业机制包括： 吸引企业来创业的

政策、法规和制度环境；扶持创业的资金投入；

鼓励创业精神；因地制宜，规划打造本地支柱产

业；营造为支柱产业服务的专业服务行业；产业

政策倾斜、培育龙头企业。硅谷创业机制的主要

观察点包括：新增创业企业数量；“瞪羚” 企业

数量（高速成长的科技企业、年增长以100%为

单位）；亿、十亿、百亿美元企业统计；支柱产

业、产业聚集簇群的形成等。

硅谷的创富机制， 主要有以下几大要素：融

资管道，是指天使、风投、PE等融资畅通；产权交

易平台， 以M&A、OTC、IPO等资本市场交易流

的实现为代表；对于知识产权创造经济效益的激

励机制，知识即财富的认知；促使创新创业进入

国际金融舞台的机制等。创富机制是硅谷保持区

域竞争力领先于全球任何一个区域的核心关键。

分析硅谷的创富机制，主要有以下观察点：本地

区引入风险投资数量及其他融资；国内外风投机

构进驻情况；境内外上市企业数量；企业员工平

均产出水平；本地企业在500强排名；企业家富豪

榜等。这些方面硅谷都遥遥领先全球其他任何一

个区域。 可以说，硅谷的创新、创业、创富的三大

机制，合力驱动了并造就硅谷今天。

政府在硅谷形成中的作用

九次美国考察归来， 我们认为硅谷创新发

展得益于美国法规政策的创新， 归结为十大要

素： 有利于企业创业、 创新和发展的政策和体

制；高密集的高素质人才（教育水平、领军人

物）； 世界一流大学及其与产业的互动 （产学

研）；高水平的创意、创新活动（人均专利数）；

浓厚的创业氛围、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文化；雄

厚的创业资金来源和成熟的金融体系； 专业化

中介服务体系（律师、会计师、猎头、咨询等）；

专业化的技术市场服务体系（产业链和配套能

力）；高质量的生活和人居条件；便于全球化的

区位优势；政府与政策法规的作用。

硅谷的创新文化怎么形成？ 创新文化是一

个历史的过程， 而不是早就准备在那里等着高

科技的创新创业，更不是天上降下来的，实际上

得益于美国政府的理论创新。 美国政府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开始， 用了大约15年的时间修订制

定了十五部法律之多。 这些法律共同营造了知

识经济的商业环境，具体包括：科技成果转移、

创新创业的财富效应机制； 风险投资者的财富

效应；风险投资体系建设的交易流机制；法规政

策机制等。 上述机制促成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

新创业的有机结合。

风险投资对硅谷的作用， 是促进硅谷科技

创新和产业化的前提。 硅谷具有世界上最完备

的风险投资机制， 有上千家风险投资公司和

2000多家中介服务机构， 它们加速科技成果向

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了高科技企业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长足发展， 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蓬

勃和兴旺。 受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在创造工作

机会、开发新产品和取得技术突破上，明显高于

一般大公司。 为什么硅谷能够成为风险投资聚

集地，是硅谷的创新文化和价值观的作用。硅谷

的文化是构建硅谷灵活的创新机制， 汇聚世界

最优秀的人才， 提供科技创新的思想火花和基

础，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可见，政府在创新创业和风险投资发展的过

程中，所起作用是任何市场力量不可替代的。 政

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重要角色是从两个方面

体现的，直接调动民间资本的机制和调动创业积

极性。而创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急功近利；

风险投资更是一个集中性的金融经济行为。

硅谷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自上

世纪50年代开始，硅谷以承担国家“阿波罗计

划” ，以及军事高科技的高端研究计划为开端，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拜杜法案》通过，以及一系

列法案修订， 形成了今天全球高端科技创新创

业及其产业聚集地。 这才造就硅谷的高端科技

研发创新；从科技成果研发到科技成果转移，再

到风险投资等过程结构的系统性； 现代高科技

及其产业发展的创新产业人才全面聚集性。

从深层次原因分析， 则是自上世纪80年代

以来，美国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构建了

针对创新创业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 结出了

硅谷这颗经济成果， 它解决了工业经济发展范

式下创新创业经济发展范式的 “五个失灵” 的

问题，即理论失灵、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制度失

灵、人才失灵。这“五大失灵” 问题的解决，创造

了一个极其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 形成

了创新、创业、创富的机制，激励了人们勇于创

新创业，敢于创新创业，从而成就了今天硅谷。

为什么美国也只有一个硅谷

张陆洋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走创新之路，已经是全社会共识。 创新之路如何走？ 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硅谷。 笔者曾经九次前往美国考察，实地调研考察美国的创新创业以及硅谷是怎么形成的，先后访问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的教授们，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美国小企业风险投资协会、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常务副局长、美国商务部常务副部长、波士顿资讯公司、斯坦福技术转移中心、纽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转移中心、新泽西理工学院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还专门访问了3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和30多家创业的科技企业，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硅谷。 他们说：“你们中国在学我们的硅谷，我们美国也在学硅谷。 实际上我们50个州，都在学硅谷都想成为硅谷，可是我们到现在，也只有一个硅谷。 ”

一、硅谷形成的历史渊源

硅谷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技术领先，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创新人才，他们用最快速度将技术转变成市场的能力。 这需要几大要素的配合：人才———创新型企业家、专业技术人才和配套服务人才；技术———具有前瞻性的科研成果和创意；资金———大公司资金进行科研，风险资本和天使基金出资培育中小公司；市场机制———制度和体制，包括纳斯达克等金融机制，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创新人才的创新精神。

硅谷的历史里程碑，有四个重要年份：1891年、1939年、1951年和1971年。 1891年，斯坦福大学的诞生，当时的口号是：以世界一流的教师，培养世界一流的学生，创造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1939年，惠普公司创办，当年两个博士在车库了完成迪斯尼的八个高音喇叭的订单，创造了今天的惠普；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问世，当时斯坦福大学将空置的苹果园拿出来，供创新创业者使用；1971年，硅谷得名。

硅谷位于旧金山以南50公里处的谷地，历史上是一个盛产水果的农业地区。 60多年来高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在这里兴起，现在硅谷是由40个小城镇组成的区域经济体。 硅谷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区域经济体，是人类有史以来单位土地面积和大脑创造财富最多之地，一片创新、创业、创富的沃土，也是各国政府和地区争相复制和效仿的楷模。

各国政府和地区争相复制和效仿硅谷，但均不成功，为什么？ 硅谷，不是一个地名，不是美国的一个行政区划，地图上找不到，也不是一个科技园区，更不是一个电子大卖场。 硅谷是没有政府、没有管委会的，也不是计划和目标的产物，各级政府对硅谷没有任何特殊政策。

这个经济体的内涵外延会发生变化（它的区域面积和产业组成因时间时而变化），硅谷的地理位置是以经济特征来定义的：主要产业簇群的所在地；为这些产业服务的创新者主要居住地。 由此可见，硅谷是先有了创新驱动的经济成就，然后来定义它的外延和内涵，而不是先有规划、再来建设的。 硅谷能够有今天，其秘诀在于硅谷是优秀科技创新人才的荟萃之地。 硅谷最宝贵的资产是人，它是一个知识经济体，其成就取决于人才的素质，硅谷非常重视移民企业家对于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贡献。

二、硅谷发展步入新阶段

硅谷尽管也遭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失业率仍高达11.5%（美国平均为9.1%），商业楼宇空置率高达20%以上，但次贷危机后的硅谷，已经走出低谷，大量就业增长，收入增加，风险投资积极活跃，新上市公司数量增加。 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大数据、云计算和清洁技术等成为硅谷第三次创新创业浪潮。 半导体行业向光伏、太阳能行业演进；电动汽车在硅谷蓬勃发展；新能源风电、生物燃油、新电池、新型建材快速成长；社交网络与移动终端成为两大推动力……硅谷经济在缓慢复苏中已经再出发。 仍然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和创富中心。 美国硅谷风险投资和创新创业聚集规律性如下。

从风险投资聚集特性看，包括：法律上的聚集，90%以上的风险投资机构注册在特拉华州；投资上的聚集，早期投资65%以上集中在硅谷，后期投资65%集中在纽约；时段上的聚集，上世纪九十年代集中在IT业，21世纪开始集中在生物医药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资本上的聚集，80%的风险资本集中在前五个州；规模上的聚集，80%的风险投资为中小型风险投资机构，并集中在大学附近；政府引导的聚集，政府引导的风险投资集中在早期（1958年至今已经投资10.6万多家早期创业项目）的占美国早期项目的65%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聚集特性包括：高科技产业发展聚集，90%注册在特拉华州；信息产业的创业、成长，聚集在128号公路和硅谷等地；生物医药产业的创业成长，聚集在硅谷、洛杉矶和波士顿等区域；风险投资金融服务业，聚集在华尔街。

我们看到美国风险投资的聚集规律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高科技企业创业聚集区域中形成聚集；其次，在风险投资过程中产生领袖级的风险投资家或风险投资机构；第三，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开放组合形成聚集。

从硅谷的专利数量看，美国专利最多的前15个城市，7个在硅谷；硅谷以全国1%的人口，占全国专利的13%，加州专利的50%；支持创新的风险投资，常年占全美风投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三、三大机制成就硅谷辉煌

硅谷的成功背后有着三大机制和十大要素。

三大机制是：创新机制。 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创新、市场创新；创业机制。 创办新企业，催生新产业；创富机制。 用好金融市场，创造财富，运作财富。

硅谷的技术创新、发明和商业模式创新，体现在各类新兴产业领域里：软件业，以甲骨文、Adobe等颠覆IBM软硬件捆绑的销售方式为代表；互联网业，以谷歌、雅虎、eBay等颠覆微软向最终用户收费的方式为代表；云计算、移动终端又带来商业模式创新。 硅谷的制度和组织创新，体现在以创新人才的知识为资本化的过程中。 例如，在科技公司强调生产关系中人的作用；知识合法转化为财富的机制；股权、期权制使员工持股占比达10%-15%（一家大公司有几十亿资产在员工手中）；LLP、LLC等创业型企业组织形式出现等。 还有硅谷的文化创新，主要是指：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硅谷文化；开放和宽松的创业文化与环境；机会均等、不迷信权威、以结果为导向的精英体制等。

硅谷创新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十大表现是：以人为本，能者为上，英雄不问出处；容忍失败，硅谷建立在失败的基础上；容忍“背叛” ，高跳槽率；团队精神；嗜好冒险；开放架构、知识共享；热衷改变自己；痴迷于产品而不是金钱；机会均等，人人有份；分享利益等。

如何衡量硅谷的创新？ 硅谷创新能力的经济之指标是：创新点子的数量（专利授权数）；用于创新的风险投资额；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量。 在全球的124个国家和地区中，专利数日本第一，上海第四，硅谷第六，但是其他指标（用于创新的风险投资额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量）均是硅谷第一。

硅谷能够形成如此创新机制，也是世界其他各地学不到、模仿不了的机制，其关键的创新要素源自于集聚优秀人才、高端人才、创新人才；打造了世界一流大学；鼓励创新活动；提倡发明创造，保护知识产权；各种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资金投入（天使、风投、战略投资）；大学与企业、政府互动等。

从硅谷的经验分析，可以有这样的观察点，即地区创新能力的三个观察点：风险投资走向，是衡量地区持续发展能力；M&A（并购）和IPO（上市）数量，是衡量地区培育高价值企业的能力；新增企业数（创业），是地区吸引企业落户的能力（硅谷每年新增企业近万家）。

硅谷的创业机制包括：吸引企业来创业的政策、法规和制度环境；扶持创业的资金投入；鼓励创业精神；因地制宜，规划打造本地支柱产业；营造为支柱产业服务的专业服务行业；产业政策倾斜、培育龙头企业。 硅谷创业机制的主要观察点包括：新增创业企业数量；“瞪羚”企业数量（高速成长的科技企业、年增长以100%为单位）；亿、十亿、百亿美元企业统计；支柱产业、产业聚集簇群的形成等。

硅谷的创富机制，主要有以下几大要素：融资管道，是指天使、风投、PE等融资畅通；产权交易平台，以M&A、OTC、IPO等资本市场交易流的实现为代表；对于知识产权创造经济效益的激励机制，知识即财富的认知；促使创新创业进入国际金融舞台的机制等。 创富机制是硅谷保持区域竞争力领先于全球任何一个区域的核心关键。 分析硅谷的创富机制，主要有以下观察点：本地区引入风险投资数量及其他融资；国内外风投机构进驻情况；境内外上市企业数量；企业员工平均产出水平；本地企业在500强排名；企业家富豪榜等。 这些方面硅谷都遥遥领先全球其他任何一个区域。 可以说，硅谷的创新、创业、创富的三大机制，合力驱动了并造就了硅谷今天。

四、政府在硅谷形成中的作用

九次美国考察归来，我们认为硅谷创新发展得益于美国法规政策的创新，归结为十大要素：有利于企业创业、创新和发展的政策和体制；高密集的高素质人才（教育水平、领军人物）；世界一流大学及其与产业的互动（产学研）；高水平的创意、创新活动（人均专利数）；浓厚的创业氛围、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文化；雄厚的创业资金来源和成熟的金融体系；专业化中介服务体系（律师、会计师、猎头、咨询等）；专业化的技术市场服务体系（产业链和配套能力）；高质量的生活和人居条件；便于全球化的区位优势；政府与政策法规的作用。

硅谷的创新文化怎么形成？ 创新文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不是早就准备在那里等着高科技的创新创业，更不是天降下来的，实际上得益于美国政府的理论创新。 美国政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用了大约15年的时间修订制定了十五部法律之多。 这些法律共同营造了知识经济的商业环境，具体包括：科技成果转移、创新创业的财富效应机制；风险投资者的财富效应；风险投资体系建设的交易流机制；法规政策机制等。 上述机制促成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创业的有机结合。

风险投资对硅谷的作用，是促进硅谷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前提。 硅谷具有世界上最完备的风险投资机制，有上千家风险投资公司和2000多家中介服务机构，它们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了高科技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长足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蓬勃和兴旺。 受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在创造工作机会、开发新产品和取得技术突破上，明显高于一般大公司。 为什么硅谷能够成为风险投资聚集地，是硅谷的创新文化和价值观的作用。 硅谷的文化是构建硅谷灵活的创新机制，汇聚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提供科技创新的思想火花和基础，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可见，政府在创新创业和风险投资发展的过程中，所起作用是任何市场力量不可替代的。 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重要角色是从两个方面体现的，直接调动民间资本的机制和调动创业积极性。 而创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急功近利；风险投资更是一个集中性的金融经济行为。

硅谷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硅谷以承担国家“阿波罗计划” ，以及军事高科技的高端研究计划为开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拜杜法案》通过，以及一系列法案修订，形成了今天全球高端科技创新创业及其产业聚集地。 这才造就硅谷的高端科技研发创新；从科技成果研发到科技成果转移，再到风险投资等过程结构的系统性；现代高科技及其产业发展的创新产业人才全面聚集性。

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构建了针对创新创业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结出了硅谷这颗经济成果，它解决了工业经济发展范式下创新创业经济发展范式的“五个失灵”的问题，即理论失灵、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制度失灵、人才失灵。 这“五大失灵”问题的解决，创造了一个极其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创新、创业、创富的机制，激励了人们勇于创新创业，敢于创新创业，从而成就了今天硅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