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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都正在经历着经济

结构方面的重大转型。其中，三种形式的结构转型

正在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的城市经济

发展：一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口在地域间的

大规模流动，新的城市体系正在形塑全新的城市网

络结构；二是在广大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

的进程中，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经济专

业化分工所涉及的主要资源转变，将使大都市区

（或区域）的规模和繁荣程度受到影响；三是所有类

型的经济体都必须要适应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的结

构性冲击，包括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科技兴

起、各个国家比较优势的调整，以及市场和生活方

式的转变。事实上，在应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

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够成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

动能。从美国著名地理学教授斯多波（M. Storper）
等人对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实证研究来看，同样是以

制造业和机械工程为经济增长点的两座传统发达

城市，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由于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

略，两座城市最终走向了相异的发展道路——旧金

山进一步崛起，洛杉矶则陷入衰退。究其原因不难

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城市经济的发

展已经由依靠传统的资本、劳动力等基础生产要素

投入向倚重于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网络化的

人力和社会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投入转变，而能否

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已成为新经济时代影响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如何全面提升以创

新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竞争力，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

中之重。尽管国内许多城市纷纷倡导创新理念、发

展创新经济、引进创新战略，但其是否真正具备应对

经济转型挑战和区域激烈竞争的实力，仍然有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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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众所周知，创新型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一

方面包含着城市系统各种要素的创新，特别是要素

之间的整合和协同；另一方面，创新本身又会受到多

种条件的制约，包括作为硬件的基础设施质量和作

为软件的公共服务水平等。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不

难发现，传统上，人们普遍关心城市创新环境的硬件

建设，如住房、交通、研发设施等条件的改善，同时也

不断努力提高促进城市创新的软实力，如投入、服

务、金融支持等。然而，对于连接不同创新主体之间

的社会网络，以及影响创新决策、投入和环境建设的

规则、制度等社会因素，人们的关注度普遍不足。近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以及

社会资本理论在各研究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在学界

层面探讨社会网络、文化、规范等与城市创新发展之

间关系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这就为城市转型和城

市体系重构路径选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基于此，本文将以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

为主题，从回答什么是城市发展中的创新，什么是

城市创新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

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和怎样检验社会资本与城市

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等 4个问题着手，对既有文献

进行系统梳理，同时对未来相关研究做出展望。

二、城市发展中的创新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学

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1912年，美国著

名经济学家熊彼得（J. A. Schumpeter）在其著作《经

济发展理论》中率先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创新理

论，并指出创新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

合”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自此之后，学界围绕这

一主题的研究便开始不断扩展和深化。总体来看，

创新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分化到融合的发

展过程。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20世纪80年代之

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学派：一个是技术创新学

派，代表人物及理论为曼斯菲尔德（E. Mansfield）的

技术模仿论、门斯（G. Mensch）的技术创新论、卡米

恩（M. I. Kamien）和施瓦茨（N. L. Schwartz）的市场

结构论；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学派，代表人物及理论

为诺思（D. C. North）的制度创新论、拉坦（V. W.
Latan）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等。20世纪 80年代

之后，在经济进化论的主题下，创新研究路线开始

呈现出一定的融合和拓展趋势。同时，由于技术创

造和组织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上升到国家层面的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也在这一时期被提出，并且在之

后衍生出了宏观、微观和综合三大学派。

城市创新作为创新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现代创新理论的发展一脉相承。从技术创新学

派的角度来看，城市创新是指在城市当中的所有企

业、科研机构等单位有关技术的新构想，经过研究

开发或技术组合，到获得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社

会效益的商业化全过程活动，一般需要通过学习、

模仿、竞争等方式实现；而从制度创新学派的视角

出发，城市经济的增长往往与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

密切相关，一般需要通过个人、资源合作性的安排

和政府的安排来完成。之后，随着经济地理和区域

科学的发展，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相

继成为研究热点，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指出，城市

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同样需要一个适用于城

市的创新系统理论。基于此，赵黎明、隋映晖等较

早提出了城市创新系统（city innovation system，CIS）
的概念，并针对系统的主体、构成、作用机制、运行

机制和影响机制等进行了论述。

首先，城市创新系统可以表示为城市创新的扩

散效应和科技产业聚集效应的矢量集合，是一个独

特的科技、经济、社会结构的自组织创新体系和相互

依赖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在城市生产体系中引入

新的要素，或者实现要素的新组合，就能够形成促进

资源有效配置的网络体系，其目的在于推动城市新

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其次，从

城市创新系统理论中可以发现，由企业、政府、大学、

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等主体构成的创新网络对于创

新系统的运转至关重要，而通过有效的制度保障和

社会规范，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技术就会利用网

络体系进行扩散，进而带动区域乃至国家的技术进

步，这一观点也契合了创新理论从线性范式到网络

范式的演进趋势。再次，需要强调的是，网络本身并

不会产生创新行为，创新根本上还是由网络中的各

个主体产生，但网络有助于知识和创新的传播，并且

网络关系越强，系统创新能力就越大。

三、城市创新中的社会资本

随着城市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化，企业运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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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形成的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共享资源等的无

形资本，在与其他主体广泛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不

仅可以获得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信息、技术、人才等

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新的显性知识和隐

性知识。实际上，这一现象正是社会资本在城市创

新中的具体体现——斯多波等人将其称之为关系

型基础设施（relational infrastructure），但本质上仍属

社会资本范畴。正是由于网络化关系对企业技术

创新以及各参与主体知识的分享与扩散愈发重要，

并且能够极大程度地决定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因

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

城市和区域创新的研究中，并对城市和区域创新系

统中的网络关系进行分析。

自 1980 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 Bourdieu）
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

界定，就存在着多种解释，如布迪厄从社会关系网

络形式存在的角度，科尔曼（J. Coleman）从社会资

源结构的角度，波特斯（A. Portes）从网络成员关系

的角度，博特（R. Burt）从“结构洞”的角度，林南（N.
Lin）从网络资源的角度，帕特南（R. D. Putnam）从社

会组织的角度，福山（F. Fukuyama）从社会文化的角

度等都分别对社会资本进行过定义。尽管概念类

型多样，但从总体来看，社会资本都是一种存在于

网络关系之中，并且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以

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以信任为基础，以组

织和关系网络为后盾。此外，社会资本的具体内涵

体现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目前，在社会学、政治

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都能够看到社会资本的

身影，但由于各学科聚焦的问题在层次、范围、对象

等方面差异显著，使得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展开测

度、分析和解释的情境亦有所不同。城市创新体系

作为一个由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创新环境共同构

成的复杂系统，其有效运转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发

展，但又离不开作为组织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因

此，对于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的社会资本，就需要从

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同时融合多学科背景展开具体

研究。

在城市创新系统中，创新活动是创新主体在一

个特定区域空间中相互作用、彼此学习、相互促进

的网络过程。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网络关系与

社会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因而与城市

创新系统的网络结构与创新环境具有交集。基于

这一视角，可以对城市创新中的社会资本进行一般

性的定义，同时对其属性、类型、作用等作出进一步

阐释。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相关文献直接对

城市创新中的社会资本进行界定。不过，如果把城

市视为区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则可以借鉴区域社会

资本的相关研究对城市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阐

释。表1是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

的概念界定，从中可以看出，区域中的社会资本在以

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的同时，其关注范围更加聚焦、

网络主体更加明确，且适用于城市层面的分析。基

于此，可以把城市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存在于城市

中的社会资源，是由城市中的企业、政府、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机构所形成的网络、信任和规

范，能够对城市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至此，我们已经对城市发展中的创新和城市创

新中的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基本界定。笼统地看，

城市中的创新就是创造并发展一个本地区内的新

事物，可能是一件产品，也可能是一种服务或思维，

通常以企业的产出为基准考察城市的创新能力。

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在城市中亦有着特定的

意涵和功能，尤其在对城市创新发展方面具有较为

积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接下来将重点梳理有关

社会资本影响城市创新的途径和机制的研究，同

时介绍如何从量化角度对其关系进行测度。

学者

黄栋、邹珊
刚（2002）

Tura &
Harmaakor⁃
pi（2005）

丁焕峰
（2006）

施建刚
唐代中
（2007）
李安方
（2010）

概念界定

一个特定区域内，企业与相关企业之间，以
及企业与企业外相关实体、群体之间的社会
联系等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包括企业获取并
利用这些关系来摄取外部信息和其他资源的
能力总和

一种类似于能力的资源，与我们能够做的
事情紧密相连，而物质资本则更多地与我们
拥有的东西有关。同时具有一种意向的特
性，能够在不被刻意创造与观察时客观存在

一个区域为了获得区域经济和社会持续的
繁荣发展，提升区域内各个体和组织的竞争
优势，更有利于从更高层次区域网络结构中
获得稀缺资源，整个区域共同体所建立的社
会网络、社会信任及规范

一个区域内的社会网络中所负载的无形、
生产性资源，能够促进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合
作，并使行为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或其他社会
结构中的联系获取利益

内生于区域社会发展之中的，对区域创新活动
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区域社会规
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区域身份认同

表1 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涵义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研究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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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

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中的社会资

源，既可以为个人所有并使用，也可以为团体所有

并从中受益，因而不同的研究层次决定着社会资本

不同的研究尺度。当前，围绕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

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从 3个层次展开：一是从

宏观层次分析区域制度和文化对城市整体创新环

境的影响；二是从中观层次分析城市内部的组织网

络、关系、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三是从微观层次

进一步将城市创新主体解构，通过研究构成组织的

个人社会资本探究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1.宏观层次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被称为嵌入结构的

观点（embedded structure perspective），关注社会资

本网络如何嵌入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与规

范系统。相应地，在城市创新的研究中，社会资本

通常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传统、

文化以及积极的公共政策或制度。具体而言，区域

内人们的普遍意识、心理中自觉和不自觉的某种特

征和性格形成了城市的文化传统，城市的经济体

制、市场机制、法律法规、社会诚信等因素则构建了

城市的社会制度，二者相互作用，塑造了城市的社

会资本。

城市文化作为区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多样性

的特征，其中，创新文化和信任文化是影响创新活

动最主要的因素。首先，创新文化包含创新思维、

创新精神和创新氛围 3个关键要素，其对城市创新

发展的作用机制是一种非直接影响，即以无所不在

的潜在社会影响力作用于区域创新活动的全过程，

包括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行为主体。在城市

创新系统中，创新文化一方面以渗透的形式影响创

新主体的最基本元素——“人”的思想和行为，另一

方面也作用于企业的价值观、高等院校的环境、科

研机构的科技群体精神、中介机构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以及政府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能力。其次，信

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之一，也对城市创新产

生重要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

激励创新活动的社会性，拓展城市创新的网络边

界；二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城市的创新效率；三是

强化城市创新体系的容纳性，更好地吸收外部资

源；四是促进城市技术创新扩散，促进知识外溢；五

是增强城市创新发展的认同意识，提升城市形象。

城市制度主要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

者同时存在且彼此依存和相容。传统的制度经济

学主要将正式制度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但在社会资

本中，非正式制度也十分重要。一方面，城市需要

建立规范的法律、规章以及各种正式契约关系，另

一方面，也需要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潜移默化地

影响社会关系，而这往往也会形塑城市独一无二的

创新环境。总的来说，城市制度对创新的作用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城市创新主体提供有效的

创新激励结构，通过正式制度明确各创新主体的权

责利关系，使其能够在相同的目标下共同行动，减

少“搭便车”行为，降低“负外部性”影响；二是为城

市创新主体提供稳定的创新运行机制，即制度越完

善，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就越小，其中的创新主体

就越能够在稳定和可预期的条件下投入到创新活

动中。

综上所述，宏观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的作用机

制可以简化为：区域内的文化和制度所形成的社会

资本降低了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信息搜集与整合

成本、讨价还价成本与决策成本，同时也形成了有

效的外部监督和合作网络，最终实现了创新。

2.中观层次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结构的观点，关注

网络形成的过程及分配结果，同时，所有以组织作

为社会资本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亦属于该层次。

在具体的城市研究中，学者们进一步聚焦研究视

野，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现有研究主要

延续了博特的观点，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方

面展开分析。具体而言，企业社会资本又可以进一

步从资源、能力和网络关系的角度分别进行界定，

如盖比（Gabby）等人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一种资

源，有助于实现企业目标；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
指出，企业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

及通过这种联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周小虎和陈

传明（2004）认为企业社会资本能够被企业所控制，

并嵌入到企业网络结构中。当然，在管理学界，也

有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维度、关系性维度和

认知性维度，从而进行内涵界定的研究，如纳哈佩

特（Nahapiet）和戈沙尔（Ghoshal）。总之，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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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是社会资本概念在企业上的简单套用，对其

进行概念明确的目的在于，通过指标的量化更好地

观察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地，

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的作用机制是前者对后者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韦影（2007）基于吸收能力的

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强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

提高企业内外部的信任度，加强知识共享，努力提

高社会资本结构、关系和认知维度水平，有效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对于具体的作用机

制，李海超和陈雪静（2015）则从创新观念、创新资

源和整合能力 3个方面分析企业结构维度、认知维

度和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复杂影响机

理，并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关系说明。之后，李海超

和彭尔霞（2015）又延续已有研究，结合阿里巴巴的

案例分析印证了企业创新活动需要社会资本的支

撑，即企业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学习机制、风险控制

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合作机制推动企业的创新发

展。此外，也有学者基于复杂系统理论从更深层次

探究社会资本深度与社会资本宽度对企业技术创

新的作用机制，但由于只是一种假说，缺乏相关的

实证检验，因此作者强调还需做进一步分析。总

之，学界在中观层次探究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发展

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多，并且能够通过实证分析的方

式检验相关假设。简单来说，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

影响的作用机制是：社会资本使知识资源在企业创

新网络中顺畅沟通、交流、扩散，从而促进企业的技

术创新进程。

3.微观层次

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被称为嵌入自我的

观点（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主要关注个体

通过包含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潜力。

相应地，在城市创新的研究中，学界主要把注意力

聚焦在企业家身上，探究企业家个体及其所拥有企

业家精神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通常来说，企业家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企业家

的社会网络关系（包括内部和外部），本质是建立互

利共赢的具有信任和规范机制的共同体，并主要体

现为企业家调动网络资源的能力。然而，由于企业

家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这种通过网络关系而建立起

来的社会联系往往就会变得十分复杂，即一方面企

业家自身所拥有的特征与资源会影响企业家社会

资本，另一方面企业家与整个社会形成的结构嵌入

与关系嵌入也会成为社会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

具体而言，企业家的个体特征主要是指企业家的创

新精神，同时还包括专注度、分享意愿、承担风险意

愿等特质，它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来源，

卡利奥（Kallio）等（2010）称之为个人创造性社会资

本（personal creative social capital）。然而，我们也应

该看到，尽管个人创造性社会资本在企业创新过程

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并不表明仅靠企业家个

体行为就能实现整个城市的技术创新。换言之，由

企业家群体所组成的企业家关系网络才是在整体

上实现企业创新职能的关键，即企业家社会资本首

先是一个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包括对内的组织

网络、对外的关系网络以及企业家的个人网络

（见图 2），之后才能通过网络关系实现社会资本的

生产，进而促成企业创新管理活动的开展。

企业家社会资本促进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主

要体现在，企业家调动各种关系网络实现创新思

想传播交流、获取外部创新资源以及发挥创新知

识整合功能 3个方面。在网络中，社会关系促进社

会个体之间的相互学习，帮助将个人知识转化为

集体知识，企业家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到有关

创新的技术信息后，通常会基于个人能力判断是

否具体实施某一创新设想；同时，企业创新所需要

的资金、人才、技术等也需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加

以引进，这一方面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做出敏锐

的判断、决策和整合，另一方面也需要联系网络之

间具备较高的信任和规范基础。否则，企业家社

图1 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图2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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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就会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如排斥圈外人、

搭便车、压制人才、产生腐败等现象的发生就是消

极社会资本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对于城市

创新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需要特别注意其两

面性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基本明确了社会资本驱动城市

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

展总体上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具有

大体上的因果关系，这也为学界进一步开展实证检

验奠定了基础。

五、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实证分析

总体来看，学界对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

的实证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研究方法和测量指标

选取上也大多是基础性研究。其中，城市创新测度

指标的主要来源有三种，最常用的是专利申请数

量；城市社会资本测度指标根据研究层次不同，差

异性相对较大。此外，在数据获取上，学者们主要

使用统计年鉴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

1.城市创新指标测度

目前，衡量城市创新能力的指标主要可以分为三

类，分别为单一专利数量、城市创新综合指标值和企业

创新产品研发率或销售额。其中，前两类主要从整体

或宏观层面综合衡量城市创新能力，后一类则主要用

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城市产业或企业创新能力评价。

首先，单一专利数量主要指城市每年的专利申

请数量或专利授权数量。格里利克斯（Griliches）指

出，尽管专利数据不能全面反映城市的创新能力与

创新质量，但由于与城市创新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

性，因此在没有其他更好指标的情况下可以被用于

衡量城市的创新能力。此外，对于专利申请数量和

专利授权数量的差异性，学者们普遍认为，前者受

到来自授权机构的审查约束相对较小，时效性和可

获得性也相对更高，因而在实际研究中更具普遍适

用性。在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可以从国家知识产权

局（CNIPA）专利检索系统获取。其次，城市创新综

合指标值是指运用与城市创新相关的若干变量构

建一个综合指数进行打分来评价城市的创新能

力。如周晶晶和沈能（2013）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创

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和创新资源作为衡量

城市创新能力的指标；曾婧婧和周丹萍（2019）选用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能力报告》中的城市创新指

数来衡量城市创新能力等，都是基于这一思路。不

过，由于各个指标选取的主观性较强，此种方法往

往难以推广到普遍研究中。最后，在中观和微观层

次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会使用企业的创新产品

销售额及其在总销售额中的占比、新产品研发速率

及成功率、创新人员占比等来衡量产业的创新能

力，这种方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较少被用于

衡量城市的整体创新能力。

2.城市社会资本指标测度

社会资本的有效测量始终是困扰学界的一大

难题，这主要与社会资本的概念过于抽象、内容相

对宽泛有关。在城市创新研究中，由于社会资本进

一步被分为了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因此对该

指标的测量就变得更为复杂多样。不过整体来看，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一般相对固定，通过

相关的统计年鉴即可获取；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社会

资本测量指标相对灵活，主要在参考已有成熟量表

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研究需要进行调整。为了便于

进一步展示具体情况，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制作了城

市社会资本测度指标说明（见表2）。
3.测度模型及检验结果

在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城市创新作为因变量

的条件下，哪些指标会在何种程度上对城市创新发

展产生影响，这是实证检验关注的重点内容。通过

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从两

个方面展开具体的实证检验，一是考查社会资本对

城市创新发展的直接影响，测度模型有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面板 Tobit 模型、非线性模型等；二是考查

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的间接作用，测度模型有

中介效应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从检验的结果来

看，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已有研究都能

够验证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正向的积极

作用。与此同时，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负向

影响，如企业家社会资本与自主创新能力呈现显著

的倒 U 型关系说明，任何资源的获取都是有成本

的，过多的社会资本反而会束缚创新的发展。此

外，由于各研究所使用的测度指标不同，因此在具

体的检验结果上仍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差异，如

有的检验发现规范维度对城市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有的则为负向或不显著影响等，这都说明相关研究

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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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与思考

当前，创新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尤其在全球经

济面临重大转型的背景下，只有打破组织与技术的

边界，整合创新要素，促进组织间的学习，建立广泛

的地区性协同创新网络，城市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

发挥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这一背景，本文

以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为主题，通过梳理已

有文献，依次回应了开篇提出的4个问题，全景展示

了既有研究的综合图景。总体来看，学界对城市创

新发展的研究相对充足，对社会资本的关注程度亦

与日俱增，只不过在将两者整合起来，探讨社会资

本对城市创新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具体

而言，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区域与城市研究之间的边界模糊。如前

所述，尽管探讨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影响的研

究相对较少，但讨论前者对区域创新作用机制的文

献却并不缺乏。只不过在进一步分析相关研究所

使用的概念、数据之后，会发现学者们对区域的界

定十分模糊，其用于测度区域创新发展的指标也多

为城市数据。从普遍意义上看，区域协调发展作为

国家当前重点推进的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但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城市作为区域的基本

组成单元，其发展质量才是决定区域整体水平的关

键，尤其在中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探讨社

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优化城市创新

系统中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

的网络连接，往往更具基础性和先导意义。

第二，社会资本与城市创新之间更精细的关联

及其发生作用的因果机制研究仍不充足。尽管学

界十分关注社会资本对创新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但

层次

宏观
层次

中观
层次

微观
层次

作者

赵万掌（2011）、
毛良虎等（2017）

裴成轶（2018）

赵雪雁等（2015）

马茹（2017）

韦影（2007）

林筠等（2011）
王国顺、杨昆

（2011）
陈爽英等（2010）

吴俊杰（2013）

王涛（2016）

测度指标

结构维度：社会组织数量
认知维度：城市化水平

信任：劳资关系、家庭关系
网络：互联网普及率、电话普及率、社会组织数量
规范：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辖区社区文化活动室个数、社会捐

赠教育经费

无偿献血率、信任度、社会组织密度

信任维度：劳资关系和谐度（GDP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的比值）
信息交流维度：互联网普及率

结构维度：联系的频繁程度、联系的密切程度、联系对象的数量（外
部）/联系所花费的时间（内部）

关系维度：合作中损人利己趋向、真诚合作、信守诺言
认知维度：网络联系因有共同语言能有效沟通、联系中存在相似的价

值取向（外部）)/联系中拥有一致的集体目标（内部）

企业社会资本量表、企业间合作量表、产学研合作量表

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互动、基于认知的信任、共同语言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内部社会互动、基于情感的信任、共同愿景

政治关系资本：是否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协会关系资本：是否参加行业协会
银行关系资本：民营企业资金借贷来源

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

企业家曾在其他企业（非金融机构）任职高管的次数
在行业协会任领导职务的等级
企业家曾在政府单位任职情况
企业家曾在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任职情况
企业家是否曾在科研院所等技术中介机构任职
企业家是否获得过科技进步奖励或相关荣誉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组织网、《中
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劳动统计年鉴》《民
政统计年鉴》、EPS全球
统计数据分析平台、国
家统计局等

中国输血协会、张维
迎等发布的中国大陆31
个省市区信任加权平均
值、《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
劳动统计年鉴》

自主设计量表获取调
查数据

自主设计量表获取调
查数据

自主设计量表获取调
查数据

第七次全国民营企业
抽样调查

自主设计量表获取调
查数据

CSMAR中公司治理数
据库、上市公司官方网
站、百度搜索引擎

表2 城市社会资本测度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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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却多为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并且带有较强

的主观判断性，缺乏更为精细的关联及因果机制分

析。并且，随着研究层次由微观向宏观过渡，学者

们对两者之间作用关系的阐述就会越发模糊，这也

同定量研究多集中在微观、中观层次的现象相契

合。此外，在城市创新系统研究中，目前还普遍缺

乏对企业之外的组织及个人社会资本的关注，如科

研机构、政府组织及其构成人员的社会资本对城市

创新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却鲜见对其的分

析与实证检验。

第三，对城市社会资本的测量仍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社会资本尽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对于其

测量问题，学界却始终存在争议。从现有研究来

看，越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往往越容易测量，一般

通过问卷形式就可实现对网络、信任、规范的操作

化。然而，对于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却很难找出

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如现有的社会组织数量只能反

映出登记在册的正式组织情况，而对于数倍于正式

组织的草根组织来说，却无法有效衡量。实际上，

研究往往需要着眼于对城市整体层面社会资本的

关注，因此如何更有效地测量宏观社会资本仍然需

要继续加强相关研究。

总之，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在理论、方

法、实践等层面都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和创新空

间，今后的相关探讨亦不妨针对上述研究不足进行

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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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Drives Urban Innovation

Li Xuewei Fang Hao
Abstract: Promoting urban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social capital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social capital drives urban innovation，this paper have tried to answer the four questions of“What
is innova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What is social capital in urban innovation”“How does social capital play
a role in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and“How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urban
innovation”by making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related research has
systema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ested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driven urban innovation from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more detailed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ausal mechanism
analysis. It is suggested that relevant research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in terms of theory，methods，and
indicator measures.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Innovation; City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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