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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现状及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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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各个省市纷纷出台了鼓励孵化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在政府的引导下，我国孵化器事业

也实现了飞速发展。当前我国孵化器分为国有孵化器、民营孵化器、学术机构孵化器以及公私混合型孵化

器，近些年来，我国孵化器数量不断增长，孵化场地面积不断增加，我国孵化器整体呈现了地区聚集效应

明显、国家级孵化器表现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运营效率低下、服务能力亟待增强、盈利能力低下等

问题，本文针对现存问题提出了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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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have introduced policies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incubators,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incubator business in China has also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incubators are divided into state-owned incubators, private incubator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public-private hybrid incubators.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incubators are growing, incubator 
area increasing, and incubators have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obvious regional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incubators. Meanwhil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low operation 
efficiency, urgent service capacity to be enhanced, and low profit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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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孵化器是结合科技、创新、企业家精神与人力

资本的新型经济组织[1]，其最突出的功能是为初创

企业提供服务，降低创业的成本和风险。孵化器作

为作为重要的生态力量深度参与区域创新生态建设，

通过集聚高校、政府、产业等各类资源，可以促进

各主体间的联络协作，能有效地推动技术知识转移

转化，助力形成多元主体交互的创新社区[2-3]。 
2 孵化器的演变 
1959 年，乔尔·曼库索在美国纽约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家企业孵化器——“巴特维尔”，也最早提出了

“孵化器”的概念。近 60 多年来，企业孵化器在世

界特别是欧美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发展到现在，

孵化器已形成了一种新型孵化模式，不仅仅为创业

项目提供物理空间支持、风险投资支持,，还为创业

者提供法律、政策、企业管理等各种商业咨询和网

络服务[4,5]。 
国内的孵化器起步晚但发展快速。武汉东湖新

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作为我国第一个孵化器于1987年
诞生，随后，孵化器在天津、广州、深圳、上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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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等多个城市得到快速的发展，尤其随着“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提出，全国各地区积极响应，仅在

短短 30 多年间，我国孵化器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

位。 
3 我国孵化器的政策环境 
我国孵化器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为规范

孵化器的发展，国家、各省市先后出台相关政策，

进一步加大对孵化器的引导与资金扶持，不断完善

孵化器体系，加强专业化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建设，

不断提升科技孵化载体规模，形成创新创业新格局。 
国家最早在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进步法》中，明确了我国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

支持，为我国孵化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2017 年 6 月，科技部发布《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

三五”发展规划》，明确要求深入推动科技孵化器

持续健康地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为进一步实现科技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国家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发布了《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

办法》、《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指标体系》。 
为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江苏省、广东省、浙

江省、山东省等全国各省市也纷纷制定相关政策，

推动了当地孵化器规范管理、实现孵化器高质量发

展。如《江苏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广

东省科技孵化育成体系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浙江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

办法》、《山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管理

办法》等。 
4 我国孵化器的分类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孵化器的发展历经了

几个不同的阶段：空间赋能 1.0 阶段、政策赋能 2.0
阶段、资本赋能 3.0 阶段、产业赋能 4.0 阶段，目前

已经进入生态赋能 5.0 阶段[6]，并设立了多元化的孵

化机构，形成了多元化的运营模式。总体来说可分

为国有孵化器、民营孵化器、学术机构孵化器和公

私混合型孵化器四大类。 
4.1 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孵化器 
此类孵化器是政府部门或者国有企业利用政府

资金组建和运作，其在履行政府职能方面效力显著，

包括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此类孵

化器具有政府背景，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信誉，

并可将拥有资源以较低成本提供给在孵企业。然而，

此类孵化器往往会受限于国有背景，在风险投资、

投资多元化等方面进程可能会相对缓慢。 
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是国有孵化器中的佼佼者，

其由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促进中心等七家股东联合投

资建立，这七家股东包括三家事业单位和四家大型

国有公司。中关村国际孵化器采用“孵化加创投”

的运营模式，帮助在孵企业缓解融资难的问题，不

仅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经济效益，还通过支

持科技创新、服务留学人员创业等服务实现了社会

效益，探索出了一条国有孵化器的特色发展之路，

并成功入选为全球公立孵化器 Top 5。 
4.2 民营创办的孵化器 
这类孵化器以盈利为最终目的，即通过技术转

让、孵化投资项目等获取高额利润，其一般由风险

资本家或投资集团主导建设。当前，民营孵化器全

面崛起，在数量上远超国有孵化器，成为科技服务

行业的重要力量。与国有孵化器相比，民营孵化器

按照现代企业化运营，孵化器产权更明晰，解决了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制度层

面保证了民营孵化器运营的高效率[7]，此类孵化器

实行专业化管理，具有更灵活的决策机制，能够提

供更专业的孵化服务，组织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更

高[8]。然而，此类孵化器容易出现因过于追求短期

的经营目标，而导致服务同质化、发展方向不清晰

等问题，同时会出现因资源匮乏而导致服务能力不

足等问题。 
联想之星是此类孵化器的典型代表。联想之星

基于联想 30 余年来的创业经验和资源积累，为创业

者提供“投资＋孵化”的特色服务，目前投资的领

域主要在前沿科技、医疗健康、TMT 等三大领域，

已投资项目达到 400 个，总投资额超 35 亿人民币。 
4.3 高校等学术机构创办的孵化器 
此类孵化器主要是创业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创业

服务，以促进大学生创业效率的提升[9]， 此类孵化

器主要功能包括科研、生产、经营等所需的物理空

间的支持，以及较为系统的培训和咨询服务，如政

策、法律、市场推广和融资等。学术机构孵化器实

现了大学与企业之间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大学里优

质人力资源的优势，然而，高校孵化器的在孵企业

的成长性普遍较低，主要原因往往在于孵化器运营

管理团队的运营管理认知和经验的缺乏，以及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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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项目市场化后的更深入的支持。 
此类孵化器国内较为成功的案例：X－Lab 清

华大学，是源于清华大学的创业项目孵化平台，该

孵化器创立了 X－Lab 企业家 DNA 基金，为清华

大学的师生、校友等提供创业资本，每年开展的创

业项目达到 200 个以上。 
4.4 公私合营的孵化器 
这类孵化器由政府、非营利机构和社会资本家

等联合建设，并以盈利为目的。这种合股形式使孵

化器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促进孵化

器通过各种创新模式，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激发

孵化器的活力，促进孵化器与在孵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 
此类孵化器比较典型的有 36 氪、3W 咖啡等。

36 氪，基于专业的媒体服务，为创业者提供多维宣

传，同时为企业家提供投资等多种创业支持服务；

3W 咖啡，于 2011 年 8 月 6 日创建，当前 3W 咖啡

已形成自身完整的创业生态体系，企业家不仅可以

较低成本享受办公空间，还能享受多种创业服务，

诸如创业咖啡馆、人才招聘、品牌宣传、创业基金

等全方位的服务。 
5 我国孵化器的发展现状 
5.1 总体规模不断增长 
孵化器数量增长迅速。2001 年我国孵化器的数

量为 324 家，而到 2020 年增长到 5843 家，20 年的

时间增长了 17 倍，当前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规

模位居世界第一。从图 1 中可见，自“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写入 2015 年的《政府报告》中，我国孵

化器数量规模出现急剧的增长，其中 70%的孵化器

都是 2015 年以来建立。 
孵化器使用面积显著扩大。从图 2 可以看出，

2000年，我国孵化器的使用面积为 3.4百万平方米，

而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孵化器的使用面积以达到

130.9 百万平方米，即经过 20 年的发展，孵化器之

用面积增长了近 38 倍，其中 2010 至 2018 年期间，

增长得最为迅速。 
5.2 地区聚集效应明显 
从图 3 中（图中数据来源于《中国创业孵化发

展报告 2021》）[10]，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孵化器数

量、孵化器场地面积还是在孵企业收入，都呈现非

常强的地区聚集效应，近一半以上都孵化器都聚集

在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东部地区的

孵化器事业在全国范围来说占据主导地位，而与之

比较，中部、西部、北部等地区孵化器的发展呈现

出较明显的差距，整体呈现地区不平衡的现象。 
5.3 国家级孵化器表现突出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国家级孵化器数量为 1306

家，国家级孵化器仅占孵化器总数的 22%，然而国

家级孵化器多项运营指标上表现突出，成为主力军： 
（1）场地面积方面，全国孵化器总使用面积为

130.9 百万平方米，其中国家级孵化器场地面积为

43.9 百万平方米，占比 33.5%； 
（2）在孵企业收入方面。我国在孵企业总收入

102.6 百亿元，其中国家级孵化器在孵企业收入 50.1
百亿元，占比 48.8%； 

（3）在孵企业数量方面。全国在孵企业数量为

23.3 万家，国家级孵化器在孵企业有 10.1 万家，占

比 43.3%； 

 

图 1 1987-2020 年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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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20 年我国孵化器的使用面积 

 

图 3 全国各地区孵化器情况对比 

 

图 4 全国孵化器及国家级孵化器的各项指标对比 

 
（4）在孵企业获得投融资情况：全国孵化器在

孵企业共获得投融资 844 亿元，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在孵企业获得 459 亿元，占比 54.4%；全国在孵企

业获得投融资企业为 1.4 万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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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企业有 7923 家，占比 56.6%； 
（5）获得财税支持方面，全国获得财政支持的

孵化器数量为 3126 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为 1066
家，占比 34%。 

6 存在问题及对策 
根据我国孵化器运行现状的分析，我国科技企

业孵化器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1）孵化机构整体运行效率不高 
颜振军等通过运用 DEA 分析法测算我国 30 个

省份孵化器在 2015 年—2017 年期间的运行效率，经

过分析发现我国许多省份孵化器整体运行效率不高

的现实问题[11]。程洪漪等人以 2015 年—2017 年广

东省21个地级市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为样本分析发现，

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行业虽已进入高速发展的阶

段，但依然存在着平均运行效率不高、以及“高数

量低效率，低数量高效率”的现实问题[12]。 
（2）孵化机构专业服务能力亟待增强 
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在孵企业提供的服务同

质化严重，服务内容较为单薄，大多集中在场地提

供、创业培训、基础管理业务辅助等方面的服务，

而严重缺乏创业辅导、融资服务、企业管理、市场

营销、法律等对于创业者需求较高的专业服务。 
大多数的孵化器都不具备深度孵化能力，而孵

化器自身必须有所依托才能实现良性发展，技术依

托、科研依托或人才依托，或具备技术链接能力及

合作机制，而大部分孵化器都没有以上条件。此外，

很多高水平的孵化机构严重管理人才、技术经理等

专业人才，致使孵化服务不能满足在孵企业高速发

展的需求。 
（3）孵化器盈利能力落后 
很多孵化器还采用“二房东”式的传统运营模

式，仅仅依靠政府补贴和房租的收益，收入来源单

一，自我造血能力差，缺乏可持续发展性，长期处

于勉强维持甚至是难以为继状态；还有一些孵化器

迫于招商的压力，无较为清晰的定位，盲目引进团

队多种多样的项目，涵盖互联网、制造业、生命健

康等多个领域，不重视对创业团队及其项目的筛选，

孵化项目质量参差不齐，此外，孵化器缺少明确的

盈利模式和长期的运营规划，导致部分场地闲置，

导致孵化器空窗期增加，必然导致盈利能力落后。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的对策建议： 

（1）积极整合产业链资源，实现多方合作，提

升孵化器的运行效率 
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孵化机构与国内高校、

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和企业等创新创业主体开

展深入的产学研合作，提升孵化质量；鼓励孵化机

构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在孵企业，帮助在孵企业

提升融资能力；积极搭建孵化器机构交流平台，加

强各地区孵化器协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完

善内部交流、人员培训、资源共享等机制；鼓励科

技企业孵化器积极拓展国际化视野，开展跨境双向

孵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积极主

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打造国际科技企业孵化器。 
（2）加强孵化器从业人员专业服务队伍的建

设，提升孵化器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 
进一步完善孵化器从业人员的培训体系，加强

专业化培训，以促进孵化器从业人员服务能力的提

升；完善孵化器从业人员的薪酬体系，以优厚的福

利待遇吸引法律、财税等行业的专业人员加入孵化

器队伍；加强孵化器服务人员扶持政策的建设，目

前这个模块的政策体系还属于空白，而制定行之有

效的政策也直接推动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加入孵化器

的建设。 
（3）深化市场改革，学习国内外先进的孵化器

运营模式，提升孵化器的盈利能力 
从政府角度，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找准自

身定位，变管理者为监督者，减少或放弃干预，遵

循市场经济规律，加快推进孵化器的市场化改革，

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激发孵化器发展的积极性，如

变无偿资助为有偿扶持等，通过企业化运营孵化器，

提升孵化器的竞争力。 
从孵化器自身角度，孵化器应积极学习国外先

进的运营模式，努力通过自我造血实现收支平衡甚

至盈利，实现孵化器可持续发展。例如，以色列

Rad-bio-med 孵化器以“政府买单+让利孵化器+地区

收益”的运营模式获得了成功，该孵化器每年从 250
个项目中挑选 10 余家企业入驻，且 80%从该孵化器

毕业的企业都可获得市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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