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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的时空演变

李　震 ，刘品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宏观经济研究所，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要：从创新性和中心性两个角度构建了相对创新指数，并以广东省２１个地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探索性空间
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广东省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的时空动态。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广东的创新输
出区域空间分布呈现出范围逐渐缩减的趋势，创新承接区域空间分布呈现出范围逐渐扩张的趋势，这反映出广东区

域创新在全国的相对优势地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创新输出区域和创新承接区域均倾向于与相似类型区域相

邻，且这一趋势由不显著逐渐转变为非常显著，逐渐形成了珠江口两岸的创新输出集聚区。广东各地市区域创新与

经济规模互动关系的差异程度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有所增加，而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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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创新已成为推进区域经济
发展和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１］，区域创新的

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２－３］。目前，我国已

经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阶段［４］，广东也把创新驱

动战略作为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因此，科

学分析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促进广

东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

中先行先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近百年

历史。早在１９２０年代，Ｃ．Ｗ．Ｃｏｂｂ等就提出用生产函数
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５］。之后，国内外学

者开始从多个视角研究这一关系。Ｒ．Ｍ．Ｓｏｌｏｗ提出了计
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剩余法［６］。Ｐ．Ｍ．Ｒｏｍｅｒ
把知识作为变量直接引入模型，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

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和驱动力［７］。Ｇ．Ｍ．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等建立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８］以及基

于自主创新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９］。朱学新运用广义

ＣＤ生产函数对我国省域科技投入的经济效果进行了分
析［１０］。宋之帅等对我国科技创新人才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１１］。史自力对中原经济区的经济增

长质量与多层次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分

析［１２］。梁玺等采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我

国经济增长和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１３］。刘和东对我国

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了协整分析

与因果关系检验［１４］。齐晓丽等对我国省域创新与经济

增长总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东中西部间的区域差异进

行了分析［１５］。蒋天颖等研究了长三角区域创新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状况［１６］。

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方面，对于具体区域的

创新活动与经济规模之间互动关系的差异未有充分考

虑；同时，在研究时也通常只考虑区域本身的创新和经

济增长，未将相关指标放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进行分

析。本研究从创新性和集中性两个角度出发，构建了基

于相对创新指数的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分析

框架，并以广东省 ２１个地市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与
已有关于广东区域创新方面的研究［１７］相比，本研究的特

色在于从创新性和集中性两个角度综合考量，阐述广东

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的时空动态，为广东创新

发展及战略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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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关键在于如何

度量创新。学术界对创新的度量一直存在着争论［１８－２２］。

专利［２３－２８］、学术论文［２９］、新产品产值［１７］等指标均可反映

创新，由于专利数据具有可比性强、信息量大和易获取

性等特征，已成为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指标［２３－２７］。因

此，选取专利授权量作为反映区域创新的指标。经济规

模则选用ＧＤＰ作为指标。研究区域包括广东２１个地市
的市域范围，专利授权量、ＧＤＰ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
的《广东统计年鉴》《广东科技年鉴》。

由于专利授权量和 ＧＤＰ均是反映有关信息的绝对
量，两者各有各自的意义和单位，无法简单地将其纳入

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为了将两者进行对比，需要将该区

域所在的更大区域作为参照区域，计算该区域的专利授

权量和ＧＤＰ在参照区域中所占的比例，衡量其在参照区
域中的重要性，从而将区域创新和经济规模的重要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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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广东发展具有全国层面的重要意义，故以全国

作为参照区域，全国的专利授权量、ＧＤＰ数据均来源于
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据此构建以下公式：

ＩＲｉｊ＝Ｉｉｊ／Ｉｊ　 。 （１）
ＧＲｉｊ＝Ｇｉｊ／Ｇｊ　。 （２）

式中：Ｉｉｊ，Ｇｉｊ分别表示第 ｊ年区域 ｉ的专利授权量、ＧＤＰ
数据；Ｉｊ，Ｇｊ分别表示第 ｊ年全国的专利授权量、ＧＤＰ数
据。ＩＲｉｊ表示第ｊ年区域 ｉ的专利授权量占全国的比例，
称为创新性指标，用以反映区域创新在全国层面的重要

性；ＧＲｉｊ表示第ｊ年区域ｉ的ＧＤＰ占全国的比例，称为集
中性指标，用以反映区域经济规模在全国层面的重要

性。为了衡量该区域创新在全国的重要性强于经济规

模在全国的重要性，还是经济规模的重要性强于创新的

重要性，需要对 ＩＲｉｊ和 ＧＲｉｊ两个指标的相对大小进行比

较。因此，将创新性指标和集中性指标相除，构建了相

对创新指数（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ＲＩＩ），公式如下：

ＲＩＩｉｊ＝
Ｉｉｊ／Ｉｊ
Ｇｉｊ／Ｇｊ

　。 （３）

式中：ＲＩＩｉｊ表示第ｊ年区域ｉ的相对创新指数。根据该公
式，ＲＩＩｉｊ＞１，反映区域专利授权量占全国的比例高于区域
ＧＤＰ占全国的比例，创新性强于集中性，为创新输出区
域；ＲＩＩｉｊ＜１，集中性强于创新性，为创新承接区域；ＲＩＩｉｊ＝
１，则表示集中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性基本相当，区域创新
输入和输出基本平衡，为均衡创新区域。

根据ＲＩＩ的大小，划分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
系类型（表１）。鉴于ＲＩＩ为创新性指标和集中性指标之
间的比值，若是将创新性指标和集中性指标分别作为直

角坐标系的纵、横坐标，则ＲＩＩ表示该区域所对应的点与
坐标原点之间连线的斜率。在理论上，该直线与表示集

中性的横坐标轴之间夹角的可取值范围为０°～９０°。将
该直线与横坐标轴的夹角取值范围五等分，可以将区域

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划分为５种类型，分别为强创
新输出区域、一般创新输出区域、均衡创新区域、一般创

新承接区域、强创新承接区域（表１）。根据三角函数进
行测算，该５种类型之间的临界状态对应的相对创新指
数分别为３．０８，１．３８，０．７３，０．３２。

表１　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类型及其特征
Ｔａｂ．１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ａｌｅ

类型 ＲＩＩ 特征

强创新

输出区域
＞３．０８ 创新性明显强于集中性，区域创新向

外输出远强于对区外创新的承接

一般创新

输出区域
（１．３８，３．０８］ 创新性强于集中性，区域创新向外输出

在一定程度上强于对区外创新的承接

均衡

创新区域
［０．７３，１．３８］ 创新性与集中性基本相当，区域创新的向

外输出与对区外创新的承接基本均衡

一般创新

承接区域
［０．３２，０．７３） 创新性弱于集中性，区域创新向外输出

在一定程度上弱于对区外创新的承接

强创新

承接区域
＜０．３２ 创新性明显弱于集中性，区域创新向

外输出远弱于对区外创新的承接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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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ＥＳＤＡ）用来描述数据的空间
结构、分布规律及相互作用机制［３０］。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是
测度全局自相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３１］，运用该指数探索

ＲＩＩ在整个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局域 Ｍｏｒａｎ’ｓＩ则是
测量局域自相关的指标之一［３２－３３］，运用该指数探索 ＲＩＩ
在局部空间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将区域分为高－高、
高－低、低－高、低－低以及不显著五类。“高（或低）－低
（或高）”表示该区域 ＲＩＩ高（或低），而该区域周边地区
ＲＩＩ低（或高）。热点分析是通过计算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Ｇｉ指数
来分析热点和冷点格局变化［３１］，运用该指数，结合自然

断点分级法，将各地市划分为热点区域、次热点区域、过

渡区域、次冷点区域、冷点区域。

１．３
! 67;<1:

反映空间差异的指标有很多［３４］，主要选取基尼系数

进行分析。基尼系数有许多算法［３５］，这里采用简化后的

计算公式：

Ｇｉｎｉ，ｊ＝０．５∑
ｎ

ｉ＝１

ＲＩＩｉｊ

∑
ｎ

ｉ
ＲＩＩｉｊ

－１
ｎ 　。 （４）

式中：Ｇｉｎｉ，ｊ表示第 ｊ年的基尼系数；ｎ表示区域的个数。
基尼系数的值越大，表明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

的空间差异越大；当基尼系数为 ０时，表明所有区域的
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均相同。

２　空间分布演变
　　计算广东省２１个地市的相对创新指数（ＲＩＩ），根据
表１进行归类，并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１平台在地图上显示
（图１）。２００５年广东２１个地市 ＲＩＩ的平均值为１．４６６，
表明广东在全国层面的创新性总体上强于集中性；而在

２０１４年降至０．９８１，在全国层面的创新性总体上稍弱于
集中性。具体来看，均衡创新区域的数量由３个增至４
个，强创新输出区域的数量由２个降至０个，一般创新输
出区域、一般创新承接区域、强创新承接区域的数量分

别由５，５，１个增至７，６，４个。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在于广东创新产出的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国内领先地区，

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省级层面上，广东专利授权量

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增长了 ３．９倍，增长幅度远低于安徽
（２３．９倍）、江苏（１３．７倍）和陕西（１１．０倍），也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６．０倍）。在地市层面上，广州、深圳的专利授
权量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分别增长了３．９，５．０倍，增长幅度
远低于西安（１２．７倍）、宁波（１０．２倍）和南京（９．６倍）。
由于广东专利授权量相对于全国增长较慢，广东区域创

新在全国的相对优势地位［３２］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对其空间分布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创新输出区域主要集

中在珠三角地区和粤东地区，且空间分布呈现出范围逐

渐缩减的趋势；创新承接区域主要集中在粤西地区和粤

北地区，且空间分布呈现出范围逐渐扩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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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广东省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的空间分布演变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ａｌｅ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　空间自相关演变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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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１计算广东各地市 ＲＩＩ的全局 Ｍｏ
ｒａｎ’ｓＩ（表 ２）。２００５年各地市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均为
正，但ｚ得分和ｐ值表明无法拒绝零假设，因而空间自相
关性不显著，广东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关系类型处于随

机分布状态。２０１０年各地市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均为正，
且ｚ得分和ｐ值表明空间自相关性显著，ＲＩＩ接近的区域
在空间上集聚，即创新输出区域倾向于与创新输出区域

表２　基于广东各地市ＲＩＩ计算的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
Ｔａｂ．２　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ｒＲＩＩｓ

指标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

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 ０．０５４ ０．３０４ ０．４３１
ｚ得分 ０．６７２ ２．３０７ ３．１８６
ｐ值 ０．５０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显著性 不显著 显著 非常显著

相邻，创新承接区域则倾向于与创新承接区域相邻。

２０１４年各地市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均为正（０．４３１），大于
２０１０年的０．３０４，而 ｚ得分和 ｐ值表明空间自相关性非
常显著，表明ＲＩＩ接近的区域在空间上集聚程度增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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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自相关分析不能解释具体地区的空间集聚程

度，这就需要运用局域 Ｍｏｒａｎ’ｓＩ进行局域空间自相关
分析。２００５年广东各地市ＲＩＩ的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
因此，仅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运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１进行局域空间
自相关分析，得到广东各地市 ＲＩＩ的 ＬＩＳＡ集聚地图（图
２）。广东大部分地市的 ＲＩＩ没有显著的局域空间自相
关，仅存在少数几个“高－高”区，即该地区的ＲＩＩ较高且
该地区周边的ＲＩＩ也较高。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进行比较可
以发现，２０１０年“高－高”区有２个，分别为东莞、中山；
２０１４年“高－高”区则增至 ４个，分别为深圳、珠海、东
莞、中山。由此可见，ＲＩＩ较高区域的集聚现象越来越明
显，逐渐形成了珠江口两岸的创新输出集聚区。

图２　广东省各地市ＲＩＩ的ＬＩＳＡ集聚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ＬＩＳＡｃｌｕｓｔｅｒｍａｐｏｆＲＩＩｓｏｆ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３
! CDEF>AB

由于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无法考察冷热点的分布

情况，需要运用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Ｇｉ指数进行热点分析。２００５
年广东各市 ＲＩＩ的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因此，仅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运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１进行热点分析，得到广东
各市ＲＩＩ的冷热点分布图（图３）。从广东各市 ＲＩＩ的冷
热点格局来看，热点和次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

区，而冷点和次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粤东西北地区。具

体来看，热点区域呈现出扩展趋势，由 ２０１０年的中山、

珠海扩展至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珠海，全部位于珠三

角；次热点区域呈现出收缩趋势，由 ２０１０年的广州、深
圳、东莞、佛山、江门减少至 ２０１４年的佛山、江门；过渡
区域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没有发生变化，均为惠州、汕
头、揭阳、潮州、梅州；次冷点区域呈现出扩展趋势，由

２０１０年的云浮、阳江、汕尾扩展至２０１４年的肇庆、云浮、
阳江、韶关、河源、汕尾；冷点区域呈现出收缩态势，由

２０１０年的肇庆、清远、韶关、河源、茂名、湛江减少至
２０１４年的清远、茂名、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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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广东省各地市ＲＩＩ的冷热点格局演变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ａｎｄｃｏｌｄｓｐｏｔｓｏｆＲＩＩｓｏｆ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　空间差异演变
　　基于ＲＩＩ从广东全省层面和四大地区层面计算基尼
系数。各地市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的差异程

度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有所增加，基尼系数由０．３６２增至
０．３７５；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差异程度有所减弱，基尼系数
由０．３７５降至０．２９８。四大地区内部的差异程度也有较
大不同，珠三角和粤西地区的内部差异程度逐渐降低，

基尼系数分别由２００５年的０．２４８，０．４０６降至２０１４年的
０．１５２，０．１４１；粤东地区的内部差异程度在波动中增强，
基尼系数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２０５增至２０１０年的０．３６６，再降
至２０１４年的０．２９８；粤北地区的内部差异程度则逐渐增
加，基尼系数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０４４增至２０１４年的０．２２０。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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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创新输出区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和粤

东地区，且空间分布呈现出范围逐渐缩减的趋势；创新

承接区域主要集中在粤西地区和粤北地区，且空间分布

呈现出范围逐渐扩张的趋势。这反映出广东区域创新

在全国的相对优势地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对广东各市相对创新指数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表明，创新输出区域倾向于与创新输出区域相邻、创新

承接区域则倾向于与创新承接区域相邻，且这一趋势由

不显著逐渐转变为非常显著，逐渐形成了珠江口两岸的

创新输出集聚区。具体到冷热点格局，热点和次热点区

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冷点和次冷点区域主要集

中在粤东西北地区。

广东各市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互动关系的差异程

度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有所增加，而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
差异程度有所减弱。四大地区内部的差异程度也有较

大不同，珠三角地区和粤西地区的内部差异程度逐渐降

低，粤东地区的内部差异程度在波动中增强，粤北地区

的内部差异程度则逐渐增加。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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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专利授权量虽然是反映

区域创新的核心指标，但不能反映区域创新的全貌，如

专利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之分，且

工作论文、出版物等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区域创新活动

情况。这就需要在构建 ＲＩＩ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运用更全面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创新性，从而对 ＲＩＩ指数
进行改进，使其更加全面地反映区域创新与经济规模的

互动关系。此外，研究得出创新输出区域和创新承接区

域的空间分布、集聚趋势和空间差异等方面的结论，为

广东在全省范围内更好地统筹创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如何在创新输出区域和创新承接

区域之间建立更好的交流机制，促进区域创新在经济增

长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是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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