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金融危机时期天津滨海 
新区的产业布局和发展 

 

 

刘  刚 
  
 

东亚论文  第 83 期 

 
 
 
 
 
 
 
 
 
 
 

ISSN 0219-1415 
ISBN 978-981-08-5741-7 

 

版权所有 ⋅ 未经同意 ⋅ 不得转载  

 
 
 

 
 
 
 
 
 
 
 
 
 

 

 

 

 

 

 

 

出版日期：2010 年 4 月 15 日 



 
 

1

后金融危机时期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布局和发展  
 
 
 

刘  刚* 
 
 
 

内容摘要：自 1984 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成立以来，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上，

天津滨海新区形成了“三元结构”的产业发展格局，即以外资为主导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以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依赖型重化工业，和以自主创新为

主导的新兴产业的共同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在注重引进大项目的同时，天津市

启动了一系列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试图通过自主技术创新的产业化推动现有支柱产业

掌握核心技术和启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对新的发展方式的探索提供

示范和借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天津和滨海新区所做出的这些积极反应，正在孕育

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 
 
关键词：“三元结构”自主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 引言 

 
天津滨海新区，位于天津市东部临海地带，由天津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天津保税区、原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和东丽、津南区的一部分组成，

是目前中国国内唯一一个集港口、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

保税港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区港联运合作区和工业聚

集区集于一体的区级行政区。 
 
在 2009 年公布的天津城市空间规划方案中，滨海新区下辖中心商务区、临

空产业区和滨海高新区等九个产业功能区。以九个产业功能区为空间载体，滨海

新区将重点发展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

和新材料、轻工纺织、国防科技八大优势支柱产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天津地区的主要产业是依托港口和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

石油化工、海洋化工、造船和物流。1984 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的设立和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FDI 的大规模引进使天津滨海新区所在地的产业结构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通过以摩托罗拉和三星为代表跨国公司的引进，建立起了电子信

息等现代制造业体系。1994 年，天津市政府正式提出 10 年建成滨海新区的战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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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通过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嫁接改造、主要工业的东移和 FDI 的进一步引进和集

聚，滨海新区的产业基础和实力不断增强。2006 年，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纳

入国家发展战略，国际和国内大型项目的引进、国有大型企业的进驻和国内优秀

研发资源的迁入，滨海新区的产业结构再次发生了质的变化。2009 年，天津市的

GDP 达到 7500 亿元，增长速度为 16.5%，排在全国各省市的第二位。其中，滨海

新区的 GDP 已经占到天津市的 50%，增长速度为 23%。天津滨海新区已经成为当

前中国最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区域，被誉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调整产业结构和

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急需要破解的难题，也是天

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主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探索

新的发展方式，天津提出了构筑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和宜居生态城市“三个高

地”的战略思路。其中，在自主创新高地的建设中，天津和滨海新区先后启动了

一系列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试图通过自主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在掌握现有支

柱产业的核心技术的同时，启动和发展包括新能源、生物医药、物联网和数字技

术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发新一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集聚和爆发式增长，

带动中国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对新的发展方式的探索提供

示范和借鉴。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刻画出天津滨海新区现有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特征，

考察现有产业结构的形成的过程和发展趋势。其次是讨论天津滨海新区正在启动

和实施的自主创新高地建设战略，尤其是讨论战略性新兴产业启动和发展的机制

和路径对滨海新区产业发展影响。 
 

二、 天津滨海新区产业发展的“三元结构”特征 

 
1.1  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 

 
从现有产业的统计数据来看1，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三

元结构”特征，即外资主导下的电子信息和交通运输等技术密集型现代制造业，

内资主导下的劳动密集和资源依赖型重化工业，和依托自主技术创新发展起来的

新兴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 
 
其中，以 FDI 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的聚集地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

和空港物流加工区，内资主导的重化工业的聚集地则在大港、塘沽、汉沽和葛沽，

                                                        
1  2008 年和 2009 年的统计年鉴数据、2008 年的经济普查数据和课题组的实际调研统计数据

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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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托天津的科技资源和自主技术创新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则集中在天津滨海

高新区(HI-TECH)。2009 年底，随着天津滨海新区政府的成立和经济管理职能的

发挥，现有产业结构的区域分布格局将会被打破，新的产业集聚和协作将会出现，

从而推动产业的新发展。 
 
表 1、表 2、表 3 和表 4 分别描述了滨海新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天津

滨海高新区的产业分布情况。其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主要是以外资为

主导的现代制造业的集聚区，主要产业包括通讯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医药和食

品饮料，黑色金属、石油天然气开采、化学原料、石油加工等主要集中在塘沽、

汉沽、大港、东丽和津南的葛沽(表 1、表 2 和表 3)。而以新能源、生物医药、物

联网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则集中于天津滨海高新区(表 4)。 

表 1  滨海新区工业主要产业工业总产值（2009 年 1-7 月） 
单位：亿元 

排序 主要产业 总产值(亿元) 占比(%) 
1 通信设备 605.01 13.72 
2 交通运输设备 550.86 12.49 
3 黑色金属 541.68 12.28 
4 石油天然气开采 443.35 10.05 
5 化学原料 231.93 5.26 
6 通用设备 204.14 4.63 
7 石油加工 195.87 4.44 
8 电气机械 87.9 1.99 
 合计 4410.89 100 

 
表 2  2008 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重点产业产值比重 

排序 重点产业 产值（万元） 占比（%） 

 总计 37300047 100% 
1 通讯设备 14352926 38.48% 
2 汽车 7276692 19.51% 
3 装备 6772504 18.16% 
4 石油化工 2885663 7.74% 
5 食品饮料 1741568 4.67% 
6 生物医药 747765 2.00% 
7 新能源新材料 997178 2.67% 
 七大重点产业累计 34774296 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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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天津滨海新区主要产业的重要企业名单 

产业 企业名称 

通讯设备 
摩托罗拉 
三星 

交通运输设备 天津一汽丰田 

黑色金属 

天钢 
天铁 

荣城钢铁 
大无缝 

装备制造 

中石油渤海装备制造 
奥的斯 
SEW 

约翰·迪尔 

石油化工 

中海油 
中石油 
中石化 
普利斯通 
锦湖 

生物医药 
诺和诺德 

诺维信(中国) 
葛兰素史克 

 
表 4  2008 年天津滨海高新区产业发展情况 

产业领域 项目 

软件与服务外包 
国家软件出口基地，集聚了天津市 62%的软件企业和 53%的 

系统集成企业 
新能源、新材料 风能、太阳能、环保储能电池及电池材料 
信息及相关产业 中科院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物联网安防产品 

先进制造 装备制造业 
生物医药 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公司拥有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干细胞库 

数字内容产业 数字出版和手机游戏、漫画等动漫产业 
 

1.2  天津滨海新区现有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 
 
天津滨海新区的现有产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天津原有产业的基础上，通过

FDI 的引进、已有产业的转移和科技资源的创新孵化发展演化而来的。图 1 描述

了在天津原有产业资源的基础上，天津滨海新区如何通过与 FDI 引进的融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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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改革和科技资源的创新孵化演化为现有产业结构的。 
 
1984 年之前，计划经济时代天津的产业资源主要包括三部分(在图 1 中，作

者分别用 A、B、C 表示)。A 类产业资源主要指天津长期积累下来的现代制造业

生产能力，例如，电子信息、汽车和医药。在计划经济时期，天津就是中国著名

的机械制造、电子和汽车产业基地，曾经制造出国产的第一块手表、自行车、彩

色电视机、传真机、计算机和复印机。B 类产业资源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依

赖型重化工业的生产能力，例如，纺织、自行车、地毯、焊材、钢铁、石油化工

和海洋化工。C 类产业资源则是计划经济时期天津长期积累下来的科技资源，例

如，以电池研发为主的中电十八所、以中医药研发为主的天津药研院、以干细胞

研究为主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和包括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在内的高

校研究机构。 
 
 

 

1984 年，随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成立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A
类产业资源迅速与 FDI 结合，发展为以外资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体系。例如，摩

托罗拉对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资源的整合，2 丰田汽车对天津汽车制造资源的整合。

通过 FDI 的资源整合和扩张，在天津形成了以外资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图 2 以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为例，描述了以摩托罗拉和三星为代表的跨国手机生产

企业，对天津电子通讯设备制造资源整合后形成的产业结构状况。3 在图 2 中，

对整个产业进行整合的核心企业是摩托罗拉和三星，EMS 加工制造企业主要是原

天津电子集团的国有企业，元器件生产企业不仅包括国内企业，而且包括美国、

日本和韩国来天津投资的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其投资设厂的目的是为了给摩托

                                                        
2  在计划经济时代，天津是中国四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 
 
3  在天津的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产业集群中，外资占到整个产业资本的 98%。 

A
B

C

FDI 

外资经济 内资经济 

新兴经济 

注释：A： 技术密集型产业：电子信息、汽车、钢铁、医药(化学药)和风力发电设备 
B： 劳动密集型和资源依赖型产业：自行车、地毯、焊材；石油、化工、装备制造、

     中药制造 
C： 科技资源：国家在津、天津的科研院所和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大学的科研力量 

图 1  天津产业资源的分化、整合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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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拉配套。 
 

 
 
     

 
     

 
 
 
 
 
 

1994 年，根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和临港经

济发展的集聚要求，天津市政府提出了要用 8 年左右的时间利用外资对国有企业

进行全面的嫁接改造，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建成滨海新区的战略构想。为了加快

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发展，天津除了增强招商引资的政策力度，还积极推动市内

产业的向滨海新区的转移，不断增强滨海新区的产业聚集度。例如，B 类产业资

源中的钢铁和石油化工，通过产业东移不断向滨海新区集聚。而 B 类产业资源中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通过国有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渗透，逐渐发展为天津民

营经济的主导力量。在 B 类产业资源中，民营化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

自行车、地毯、焊材和纺织服装。而资源依赖型的重化工业，因为受到国家产业

政策和国有经济“抓大放小”改革政策的影响，最终发展为以国有资本为主导内

资经济。 
 
2006 年，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对快速崛起的北

方经济中心和获取政策“租金”的强烈预期，使一大批高端产业资源和资金涌入

滨海新区。其中，跨国公司、国有大型企业和国家重点研发机构的进驻，为天津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法国空中客车公司的空客 320 组装项

目、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的大推力火箭产业化项目、以中石化和中石油为代表的

大型石化项目等的进入，使天津滨海新区的先进制造业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 
 
在前两类产业资源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天津的 C 类产业资源则在静悄悄

地孕育、孵化和发展出代表天津滨海新区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以中国

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为中心，孵化出国际领先的干细胞医药产业。以中电十

八所为主导，孵化出天津的新能源，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以南开大学和天津

大学相关研究院所为主导，孵化出的现代中药产业、物联网和其他生物技术产业。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国内外新的市场需求变化条

件下，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其中，充分利用现有的

元器件生产企业 

EMS 加工制造企业 

核心企业的生产整合和销售 

元器件的生产    核心企业的采购和分包    EMS 企业的加工制造     核心企业的销售和服务 

图 2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生产各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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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源，启动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变革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和掌握核心技

术，代表了天津滨海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方向。 
  

三、 新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种子”隐藏在应 
    对金融危机的积极反应之中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只是某种局部的外部冲击，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内生的增长趋势。但是面

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学术界都一定要以正确而积极的态

度关注企业、产业和政府对外部冲击的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因为新的产业

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种子”就隐藏在人们对

应对金融危机所做出的积极反应上。在企业、产业和政府对外部冲击的反应中，

可能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试错或创新，只要我们能够以积极的态度看待

它，就可能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和报酬递增效应，最终发展为推动未来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主导力量。 
 
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经济发展是这一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现有产业

的持续发展和新兴产业的涌现，是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表现和驱动力量。无论是

现有产业的新发展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现，都起源于为人们应对外部环境变

化所做出的试错和创新活动。 
 
面对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意大利创造出集群生产的新生产方

式改造了传统产业，使意大利经济迅速从萧条之中走出来，并发展为世界 28 个最

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前的国家。日本则通过在汽车产业率先创造和推广普及丰田的

精益生产，发展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国家。与意大利和日本在传统产业和

汽车产业上的创新和发展不同，发生在美国的创新出现在以 IT 为代表的高新科技

领域。通过一系列组织和金融创新，使 IT 等高新技术在美国快速商业化，造就了

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经济。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下，意大利、日本和美国

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都始于企业和产业微观领域的偶然性的试错和创新事件，并

被不断积累和放大。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天津及滨海新区在产业发展上做出了一系列的

积极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启动和实施了 35 项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这些项

目的启动和实施，一方面通过增加现有产业链中的研发投入，破解和掌握现有支

柱产业的核心技术，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启动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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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天津市第一批 20 项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2008 年)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生物医药研发转化基地建设及新药创制项目 

主要是突破药物筛选、制剂、分析、新药安全评价等药物

开发关键技术，建成国际一流的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研发、

中试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成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

突破生物催化与生物转化、生物炼制、发酵工程等技术，

成为国内最大的工业生物技术研发转化基地；开展新药创

制，突破新药临床前的药学、药理、毒理及�、�、�期临

床试验和产业化等关键技术。 

30 个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与产业化项目 
进行 30 个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突破中药材有效部位提

取、分离与纯化等关键技术，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

品牌 

干细胞产品开发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 

主要内容是开发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产品以及基因工程

重组 PF4 和 HAPO 等新药，突破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分离、

大规模培养及储存关键技术。项目完成后，建成国际领先

的细胞产品研发、存储中心，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库达到 3
万份的贮存能力；建设干细胞工程产品产业化基地，突破

成体干细胞的分离、检测、保存、跨系统分化等临床应用

技术，基因工程多肽药物的开发及规模化生产技术，建成

国内最权威的干细胞功能和产品质量检测和评价平台，达

到存储 50 万干细胞库的规模；开发骨髓原始间充质干细胞

血液病注射液，突破干细胞体外扩增、体内再生、临床应

用等关键技术，形成批量生产能力。 

大型数控机床创新与产业化项目 

主要开发重型数控液压机成套装备，突破制件、模具、液

压机异地远程诊断控制技术，形成年产 1500 台（套）的能

力；开发高效精密数字化齿轮加工成套装备，突破集成齿

轮啮合理论及数字化机床设计制造等技术，建成高端齿轮

加工制造生产基地；开发重型数控齿轮加工机床成套技术

装备，突破世界最大规格坐标轴式数控锥齿轮铣齿机及加

工技术，形成年产 400 台的能力 

智能工程机械创新及产业化项目 

主要是开发基于智能控制技术的工程机械，突破工程机械

产品的信息控制、信息集成、智能控制等技术，形成年产

2 万台工程机械的能力；开发智能工程机械动力系统，突

破高性能非公路用柴油发动机核心技术，形成年产 8 万台

套的能力 

大型全钢子午线轮胎装备创新及产业化项目 
开发大型全钢子午线轮胎装备，突破大型子午线轮胎装备

的三维结构设计技术、高加工精度和高装配精度的工艺技

术、集成控制技术，形成年产 150 台（套）的能力 

节能减排型水泥成套装备技术 
创新及产业化项目 

开发节能减排型水泥成套装备，突破传统燃烧和换热理论，

创新水泥制造高效能源利用技术，建成 180 亩水泥核心装

备产业化基地，形成 10 万吨的加工能力 

高端石油钻具产业化项目 

主要是开发高气密性特殊扣石油套管，突破特殊扣石油套

管的螺纹和密封设计等技术，形成年生产特殊扣石油套管

5 万吨的能力；开发高性能复合钻井成套装具，突破定子

和转子新线型设计技术，形成年产装具 1 亿套的生产能力 

蒸馏法海水淡化关键技术集成及 
成套装备产业化项目 

开发蒸馏法海水淡化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突破专用蒸汽

热压缩喷射和真空系统关键设备制造技术，形成年产 10
台套 10-15 万吨/日海水淡化工程成套装备生产能力 

曙光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开发超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突破符合中国标准的高效

能刀片服务器技术、专用硬件加速技术、多层次系统级鲁

棒等技术，研发出国内首台超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建

成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产业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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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核心软件产业化项目 

主要是开发数字安防核心产品，突破安防需求的音视频算

法 AVS－S 标准的关键技术，形成我国北方最大的数字安

防产业基地；开发通用安全数据库管理系统，突破数据库

安全存储和通信加密、多级存储加密等技术，建成年产 460
套安全数据库的开发与生产基地 

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研制产业化项目 

主要是开发 6 个电动汽车产品，突破分布式电池管理系统

设计、燃料电池发动机环境适应性等关键技术，形成年产

2 万辆纯电动轿车和 1 千辆混合动力客车的生产能力；开

发新型动力电池，突破高性能和高安全磷酸铁锂、锰酸锂

正极材料应用等技术，形成 2 亿安时生产能力 

大功率半导体照明产品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主要是开发半导体照明及显示用砷化镓材料和抛光片系列

产品，突破大直径、低缺陷砷化镓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形

成年产单晶抛光片 100 万片的生产能力；开发发光二极管

外延片及功率型芯片，突破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外延片生

长技术，形成年产 18 万片的生产能力；开发高端半导体照

明产品，突破大功率半导体照明产品热管理、光学、电源

及驱动关键技术，建成 3 万平方米半导体照明产品生产厂，

形成年产 30 万盏 LED 室内外照明灯具和 30 万套 LED 汽

车灯具生产能力 

新一代太阳电池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主要内容是开发高效聚光砷化镓太阳电池，突破高倍率聚

光砷化镓电池级联技术、量子阱结构、散热技术，形成年

产 18 兆瓦聚光太阳电池生产能力；开发太阳能与建筑一体

化新技术，突破磁控溅射选择性吸收涂层膜系设计及制备

关键技术，形成年产 50 万平方米建材型太阳能板生产能

力。 

220KV 超导限流器研制与产业化项目 
开发 220KV 超导限流器，突破交、直流绕组耦合结构形式、

超导绕组匝间高压绝缘技术、超导限流器并网技术，形成

年产 4 台的生产能力 

高性能分离膜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开发高性能分离膜及装备，突破复合热致相制膜技术，高

效、低能耗曝气系统的高抗污染膜生物反应器膜组件制造

技术，模块化、集成化、节能高效装备制造等技术,建成 6-8
个万吨级示范工程，形成亚洲最大规模的中空纤维膜产业

基地 

节水减排关键技术开发及集成应用项目 

主要内容是进行钢铁企业节水减排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示

范，突破城市污水与工业废水高度混融的废水深度处理技

术、规模化超滤+反渗透再生水生产工艺运行优化调控技

术、多水源多工况循环水高倍率技术，建成钢铁企业污水

循环利用科技示范工程；进行城市污水深度除磷脱氮关键

技术研究和工程示范，突破生物反应池除磷脱氮效能提升

及运行优化控制技术、分阶段曝气池效率控制技术、生物

膜强化脱氮技术，形成北方特大型城市污水深度处理与升

级改造新型工艺技术体系；进行城市污水多等级再生利用

及水质安全保障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突破以膜工艺为核

心的再生水规模化生产集成技术、再生水潜在毒害污染物

识别与专性去除技术、城市污水多等级再生利用及水质安

全保障技术，建成空港加工区 3 万吨/日再生水开发利用示

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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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关键技术开发及集成应用项目 

主要内容是开发大功率变频调速节能装置，突破网侧无功

功率及谐波控制技术、三电平控制技术，形成年产 2000
台套大功率变频调速节能装置的能力；开发节能型非晶合

金干式变压器，突破非晶合金铁心在干式树脂浇注变压器

上的应用技术，形成 1500 台的生产能力；开发钢铁企业煤

气集中优化控制与调度技术，突破钢铁联合企业高炉、转

炉、焦炉三种煤气实时监测和优化调度控制关键技术，建

成能源监测与优化利用控制系统；开发氯碱工业隔膜电解

节能降耗新工艺，在国内外首次突破纳米催化析氢活性阴

极制备技术，建成隔膜电槽节能示范工程 

万吨级环氧丙烷绿色生产工艺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 

开发万吨级环氧丙烷绿色新工艺，突破丙烯直接环氧化新

型催化剂制备技术及清洁生产工艺，完成年产 2 万吨环氧

丙烷工业性试验，为最终实现 20 万吨生产能力建立基础 

农作物品种创新与良种产业化项目 

主要内容是开发蔬菜新品种，突破转基因、细胞培养等育

种关键技术，建成 5 万亩黄瓜、菜花、大白菜、辣椒、芹

菜等蔬菜新品种育种基地，形成 50 万公斤的繁育能力；开

发大田作物新品种，突破作物品种的高产、多抗、广适技

术，育成 25 个杂交粳稻、强筋小麦、鲜食玉米新品种，建

成 10 万亩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 
 

 

表 6  天津市第二批 15 项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2009 年)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大学软件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和高端软件开发

及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9.6 亿元，研发经费 1.7 亿元。完成后，可实现产

值 10 亿元，带动软件产业新增销售收入 350 亿元，取得

软件著作权 200 个，软件产品登记 260 项 

小分子药物研发与制造服务关键技术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5.7 亿元，研发经费 1.6 亿元。完成后，可实现产

值 28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形成产值 50 亿元，技术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创新药物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3 亿元，研发经费 1.5 亿元。完成后，1-2 个新药

取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4-5 个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形

成 30 亿的产业规模，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安全高效防治畜禽重大疫病现代兽药开发与

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5 亿元，研发经费 1.4 亿元。完成后，实现产值

20 亿元，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金融自助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9.5 亿元，研发经费 1.9 亿元。完成后，实现产值

19.6 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银行设备制造商、电子

银行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电子银行运营服务商 

通讯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5.9 亿元，研发经费 2.3 亿元。项目完成后，实现

年产值 31.2 亿元，建成大唐天津 3G 移动终端研发及产

业化基地 

污水处理及资源化技术集成应用及 
装备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15 亿元，研发经费 2000 万元。完成后，节能高

效膜法污水处理成套装备将应用于纪庄子、北辰、星耀

五洲生态城、军粮城电厂、津南、大港区、宝坻、塘沽、

中新生态城等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并对同类中心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升级改造具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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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滨海工业研究院建设项目 
总投资 9 亿元，研发经费 1 亿元。完成后可带动形成产

值 150 亿元 

大型数控磨床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7000 万元，研发经费 4500 万元。完成后，实现

年产值 2 亿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新型石油钻采关键设备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2.5 亿元，研发经费 1.04 亿元。完成后，实现年

产值 19.8 亿元，建成国内最大的油机械设备研发及转化

基地，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高效纯低温余热发电成套技术及 

装备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23 亿元，研发经费 1 亿元。完成后，实现产值 60
亿元 

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 1.53 亿元，研发经费 9200 万元。完成后，实现产

值 3.2 亿元 
生猪数字化养殖及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建设项目 
总投资 1.2 亿元，研发经费 4000 万元。完成后，实现产

值 4.8 亿元，带动农民增收 50 亿元 

中新生态城生态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 

总投资 6.8 亿元，研发经费 1.5 亿元。完成后，形成适合

生态城建设的技术应用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和规范性管

理制度，为我国相似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提

供经验 

制造业信息化综合集成创新及应用项目 
总投资 1.65 亿元，研发经费 7600 万元。完成后，新增产

值 47.7 亿元 

 
 

先后两批自主创新产业化项目共计 35 个大项目(68 个子项目)的实施，预计

总投资为 100 亿元人民币，其中研发经费投入为 17.7 亿元人民币。截止 2009 年

12 月，已经累计投资 44.3 亿人民币，研发经费投入为 11.2 亿元人民币，累计申请

发明专利 166 项，已获得授权专利为 54 项，开发出的新产品 148 项，其中 20 多

项新产品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天津及滨海新区35项自主创新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基本依托的是本地企业、

产业和科研机构。对天津及滨海新区的未来产业发展而言，依托现有的资源启动

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作为金融危机后对新的发展方式的

积极探索，如何总结项目实施中的成功经验，发现启动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新的机制和路径，决定着天津及滨海新区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四、 天津滨海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启动和 
  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路径 

 
天津在启动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科技和产业资源

优势：第一，天津自身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较高的水平。国家科技进步统

计监测结果表明，天津市的综合科技进步水平连续 7 年位居全国第三位(相邻的北

京市为第一位)；第二，从北京的中关村到天津的滨海新区，沿京津塘高速公路分

布着 104 所大学和中国主要的科研院所，是中国科技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京津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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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高科技新干线”；第三，从 1870 年开埠以来，历经

100 多年的发展，天津及滨海新区积累了厚重的产业发展的经验和资源，其中最重

要的是她的创业文化氛围。 
 
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科技资源，启动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天津滨

海新区产业发展中必须回答的战略性问题。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走中

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构筑自主创新高地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都与前 30 年中国

经济发展的传统经验不同。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表明，天津及

滨海新区构筑自主创新高地的关键涵义，是加快启动和发展包括新能源、新材料、

现代医药、航空航天和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通过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来实现，而是

需要新的战略思维、方法、机制和路径。 
 
与传统产业的发展不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着的新的规律和机制，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官产学一体化新的混合组织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源地 
 
与传统产业所依靠的标准化生产和制造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源于新知

识的创造及其产业化。从国际的成功经验看，高新技术产业化不能依靠简单的招

商引资，而是区域内官产学一体化混合组织及其推动下的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创业

和涌现。 
 
在官产学组织中，官是指政府及相关机构，产业是指企业，学是指大学和

研究机构。官产学一体化的混合组织，是指在政府、企业和大学及研究机构传统

职能的交叉地带衍生出来的新型经济组织。例如，官产学战略联盟、产业联盟、

公共技术和研发平台、孵化和加速计划和大学科技园等。在官产学一体化中，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和大学及研发机构，政府主导作用则表现为

构建创业环境和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和发展的主导，是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的创业、

涌现和快速成长 
 
国内外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律表明，在新兴产业的兴起阶段，新兴产业的发

展主要依靠持续的产品创新，而实施产品创新的主体不是大企业，而是中小型科

技创新企业。随着新产品的标准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工艺创新将取代产品创新

成为创新的主流，大企业将取代中小企业成为产业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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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和发展的初期，不可能通过招商引资和优化投资环

境实现，而应当依靠创新环境的构建。尽管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的主导者

是中小企业，但是我们可能通过链接、孵化和加速计划，使企业快速成长为大企

业或跨国公司，最终推动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例如，作为目前 IT 产业主导者的微

软和惠普，在 20 世纪 70 年代 IT 产业刚刚兴起时，都只是襁褓中的婴儿。 
 
3)  启动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组织形态是创新型新兴城市或创

新型新城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依托的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工业

城市，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业园，而是创新型新兴城区或城市。因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高度依赖于基础科学研究，必须靠近或邻近大学和科研

机构。随着新技术和知识的逐渐标准化，新兴高科技产业才开始脱离大学和科研

机构，向邻近的周边地区扩散。只有当技术完全标准化，并物化为固定投资时，

才可能进行自由的空间扩散。在此之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集聚的依托是依托

大学和科研究机构的创新型新城区。 
 
与传统城市或简单的工业园区不同，创新型新兴城区的功能是为了满足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集聚的特殊要求。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

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而是具有创业精神和掌握高科技知识的创业

者，市场配置的对象则是技术和知识的交易。创新型新城是新知识和技术交流和

传播的空间，而不是标准化生产和制造的载体。 
 

五、 总结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判断，针对天津滨海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业和发展，笔者提

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角度，天津需要在“双城”的基础上规划

出新的创新型新城区，为自主创新高地的构建提供新的空间依托。 
 
在刚刚公布的《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天津未来城市的空间发展

形态为“双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两带、南北生态”。“双城”主是指中心城区

和滨海新区的核心区。从国际的成功经验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业和发展需要

新的城市功能，对空间组织形态有新的特殊要求，很难依托传统的商业和工业城

市或城区来实现。例如，美国的硅谷、韩国的大德、台湾的新竹和印度的班加罗

尔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城市，都属于创新型新城，而不是依托于传统的商业

和工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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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依托现有的高校和研发聚集区，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集中的地区建设创

新型新城区，依靠新思路、新的机制和体制集中力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他

工业的聚集区，则应当重点通过公共技术研发平台的建设和科技研发资源的集聚，

通过自主创新增强现有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大力发展官产学一体化的新型混合组织，通过官产学战略联盟，对

中小型科技企业实施链接、孵化和加速计划，加快高新科技产业化的步伐，推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聚集和快速发展。 
 
例如，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应当尽快成立战略联盟，联合该产业的核心

和关键企业，联合攻关，加快产业化的步伐。在这一联盟中，政府出启动资金和

制定产业政策，核心和关键企业共同制定产业化的技术标准，形成产业化过程中

的利益共享和动力机制。 
 
第三，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天津及滨海新区可能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进行详尽的研究和考察，针对每个产业的具体情况，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对策和思路。 
 
第四，制定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是中小科技创新企业的创业、集聚和快速成长的结果，其政策支持体系应

当涵盖创业支持、孵化培育、技术链接到加速成长在内的全过程。 
 
第五，依托天津现有的科技资源，借助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之势，利用政策

和体制优势创造科技创新洼地，吸引中国和世界高科技产业资源的加速集聚。 
 
例如，借助国家高科技人才引进和支持计划，依托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基地，通过制定特殊的政策措施，吸引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相关的高科技人才。 
 
2005 年以来，随着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经济带、辽宁沿海经济带、海

峡西岸经济区和北部湾经济区先后纳入国家开发开放战略，东部地区新一轮区域

竞争格局已经出现。构筑自主创新高地，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将成为

决定天津及滨海新区在未来的区域竞争格局中地位的关键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