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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新常态下，深圳市供给侧与需求侧产业政策优化调整的实践经验
（2014-2015 年）
一、重量级新政陆续出台，国家战略意图清晰
2015 年是重量级产业政策频出的一年，2015 年上半年，国务院密集出台《中
国制造 2025》（国发〔2015〕28 号）、《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
（国发〔2015〕40 号）、
《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
见》（ 国办发〔2015〕46 号）等数十项重量级政策，着力于需求侧的政策刺激。
下半年尤其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后，政策基调逐渐转向在供给侧实施深化改革。供
给侧与需求侧政策实施要点，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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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需求侧三驾马车与供给侧四大生产要素

（一）需求侧改革：社会消费升级、扩大外需、引导投资结构调整是重点
伴随着重量级产业政策的陆续出台，新时期我国产业政策顶层设计的思路逐
步清晰，为各地编制“十三五”规划及调整产业政策奠定了基调、明确了方向。
1、社会消费升级、扩大外需、引导投资结构调整是重点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互联网+”是借助互
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推动互联网与各个产业深入融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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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的重要手段，也是刺激内需的着力点。
《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跨境电商出口，
鼓励跨境电商进口，再叠加上《“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等政策，意在扩大外需，
增强实体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制造 2025》是我国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
深度融合、加快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重要战略。
《中国制造 2025》叠
加 2014 年 10 月颁布的《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重点在于推动制造业
自身的升级与制造业服务化。该项政策既表明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也有利于
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新兴产业。因此，
《中国制造 2025》是需求侧与供给侧改
革的交叉点，驱动供给与需求合理匹配。
可以看出，通过对内、对外两方面的产业政策推动，现行的生产方式与生产
关系将向更高级变化，从而促使实体经济向更健康、更快速的方向发展。国家出
台的若干重大产业政策与经济逻辑框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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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家出台的重要产业政策与经济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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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革命

2、信息经济创新发展的政策取向益发明显
从全球的科技发展趋势来看，已经进入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为代
表的信息时代新阶段。信息时代新阶段在经济方面的典型特征是以第三方信息平
台为支撑的互联网经济。第三方信息平台支撑的互联网经济主要体现在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IT 架构。
从发达地区经验来看，第三产业中的信息经济将成为未来最具有增长性的领
域。2014 年中国网民数量达 6.5 亿人，普及率达到 48%；网上支付业务 285.74
亿笔，金额 1376.02 万亿元；各种不同模式的电子商务都已经在中国大量出现，
包括 B2B、B2C、C2C、C2B、O2O，2014 年全年网上零售总额达 2.8 万亿元，
增长 49.7%，占社会零售总额的 10.8%。信息经济的存量潜在用户巨大，伴随着
移动网络的不断发展，移动信息经济将带来信息经济的更大增长，可以说信息经
济是创新驱动的核心。
2015 年上半年，我国工信部、发改委及时调整产业政策导向，密集出台了
一批与信息化密切相关的产业政策，加强信息化方面的产业政策顶层设计。
表 1 国家颁布的与信息化紧密相关的政策文件
颁布时间

政策名称

2015.08

《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

2015.07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2015.0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5.05

《国务院出台加快培育外贸竞争优势意见》

2015.05

《国家旅游局关于促进旅游业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5.05

《关于加快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

2014.08

《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

2014.08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二）供给侧改革：提升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是核心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决定当
年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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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配置的条件下，将充分挖掘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动力。从 2014 年下半年到 2015
年上半年的需求侧刺激政策实施效果来看，政策实施效果收效甚微。2015 年以
来央行 5 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 2 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
在消费领域中，国内消费能力转移到海外，境外消费能力明显增强，而国内消费
的增速拾级而下。出口方面，中国难独善其身，东南亚低成本优势，TPP 的原产
地等政策影响导致服装、鞋帽、电子产业向东南亚转移趋势日益明显。
供给侧改革强调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供给侧改革重点实施四个重要任务：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化解房地产库存；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产能去化早在 2011 年就已开始，国企是去产能的主
要承担者。2015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
见》，提出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
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
在降低企业成本方面，一是继续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
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
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紧抓供给端和制度端。在供给端，通过“双创”
战略，提升创新意愿，提高创新企业总量。在制度端，完善股权交易市场，形成
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
市场，这意味着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房地产库存去化主要针对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降准降
息、减税降费等方式降低安居成本。
总的来说，需求侧的改革政策国家与各省市已经有所布局，例如户籍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财税结构性调整、双创政策等。在特殊发展阶段，高层领导高度
重视供给侧改革，说明下一步将改革的重心将放在涉及到劳动力、资本、土地、
创新的政策制定上，从深层次上解决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
快速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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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需求侧与供给侧产业政策优化调整的实践经验
2015 年 6 月，深圳市市委书记马兴瑞在第六届党代会上提出“率先形成符合
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力争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科技创新中心”。
“坚持依托内地、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更加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成为
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先行区，成为若干领域在亚太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国际化城市” 。围绕上述发展定位，深圳市政府积极优化调整产业政策，
在供给侧与需求侧双管齐下，推动实施了若干重量级的政策，深化了创新驱动发
展的内涵。在市政府的指导下，各区也积极开展产业政策梳理、优化、调整的实
践。
在需求侧，深圳市着力加强提升社会消费动力、加大引导产业投资力度、
提升对外经济开放程度，陆续出台了多项重量级政策。
首先，在推动内需方面，在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的 2 个月后，深圳市正式颁布《深圳市“互联网＋”行动计划》，针对制
造、金融、商贸、交通等十二个方面实施“互联网+”，借助互联网全面推动经济
发展、社会民生优化升级。
其次，在投资方面，以“强载体，促投资”为重点，由市投资推广署、市发改
委等部门牵头制定了深圳市 15 个重点片区的招商方案，围绕各个片区的定位，
明确了各片区重点招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据统计，2015 年上半年，
全市第二产业投资 203.26 亿元，增长 19.0%，占比 15.7%，其中工业投资 203.26
亿元，增长 19.5%，远高于全国同期水平。
最后，在对外经济方面，以特殊监管区域为依托，加大对国际创新资源的利
用。2015 年 4 月，前海蛇口片区纳入广东自贸区为深圳市对外经济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力。2015 年 6 月，深圳市出台《福田保税区转型升级方案》解决困扰福
田保税区发展的产业与空间两大难题，坪山新区也通过《深圳市出口加工区转型
升级方案》明确产业发展重心与近中远期工作任务。此外，深圳市还设立有“中
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专项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以自贸区为龙头，带动
深圳市特殊监管区域联动发展，加快构建对外开放经济的桥头堡的策略已经清晰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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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侧，深圳市在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创业、完善金融市场、降低
企业经营成本方面制定了多项政策与措施。
第一，抢先落实“中国制造 2025”, 优化产业结构
面临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利用效率低、产业结构
水平低、信息化程度不高、质量效益差等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
2025》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深圳市早在 2014 年就制定了 3 大未来
产业（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规划，后又补充制定了机器人、可
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规划。已颁布的 4 个重量级产业发展规划，指明了
深圳市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重点。2015 年 11 月 5 日，市长许勤主持召开
市政府六届十四次常务会，市政府原则通过了《中国制造 2025 深圳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是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落实“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举措。深
圳市各区积极落实上级政策文件精神，结合自身的产业基础，积极制定或发布“中
国制造 2025”的相关落实方案，绿色制造、机器人、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词汇
在各区产业政策中频繁出现。坪山新区也在 2015 年 6 月份，颁布了《深圳市坪
山新区〈中国制造 2025〉行动计划》。
第二，推动创新创业，助力创客、小微企业发展
2015 年深圳市提出打造“创客之城”，6 月举办的深圳国际创客周活动获得了
全世界的瞩目。在活动上发布的《深圳市关于促进创客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
成为国内推动创客发展的标杆性政策。随后，深圳市又制定了《深圳市促进创客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提出通过多种方式培育创客与创业团队，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在《行动计划》中，深圳
市各主管部门及区级政府均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各区政府也依据市级文件的精神
加紧研究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创客扶持政策。在 2015 年高交会上，创客作为一
个重要展区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上百家创客空间已经具备了孵化创业团队的能力。
第三，完善金融市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国家层面，强调构建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
保护的股票市场。在市级层面，更强调发挥深圳市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
中心的特色优势，成为联通香港、辐射亚太的人民币投融资集聚地和全国重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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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新中心。从前海金融业来看，前海金融更加侧重跨境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如
保险、证券、期货、要素交易市场），初步具备第二类金融中心的特点。南山区
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全市战略新兴产业研发与创新聚集区，更是深圳市
打造国际创客之城的重要抓手，南山区最有潜力发展成为以创业投资为核心的创
业金融中心。福田区侧重在综合性金融业务，是金融机构总部的聚集地，也是第
一类金融中心的代表。围绕金融市场环境优化，深圳市在 2014 年 1 月就出台了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若干
意见》，3 月又出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鼓励创新型金融发展。2015 年 4 月，围绕企业兼并重组、国有企业转型来
利用前海资源推动企业与资本结合，制定了《关于利用资本市场促进深圳产业转
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为了弥补市场资本的不足，深圳市在 2015 年 6 月份发布《深
圳市财政产业专项资金股权投资管理办法（试行）》探索市级财政资金的市场化
运作，重点支持民生事业、创新创业、新兴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各
区政府也积极制定相应政策，加快财政资金多元化使用的进程。龙岗区政府早在
2014 年就开展了财政资金市场化运作的探索，制定了相关政策文件并已经尝试
开展了少量财政资金股权投资项目。
第四，多措并举，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增强企业经济发展活力，深圳市政府多措并举，降低
企业人力成本、经营成本与交通成本。从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深圳失业保险缴
费费率由 3%下调至 1.5%，其中用人单位缴费费率由 2%下调至 1%，个人缴费费
率由 1%下调至 0 .5%。以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为 2030 元/月为例，用人单位的失
业保险缴费将从目前每月 40 .6 元减至 20 .3 元，人力成本负担明显降低。在企业
注册方面，2015 年 7 月 1 日，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刻章许可证、商事主体的社保登记的“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制度，
采用“网上申请、网上审批、网上发照、电子存档”的全流程网上登记方式，从注
册登记到拿到营业执照只需要短短几分钟，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在交通
方面，深圳市花费 130 亿元回购市内四条高速公路，南光、盐排、盐坝高速以及
龙大高速深圳段将于 2016 年 2 月 7 日零时起免费通行，极大方便了市内企业的
业务往来，降低了企业的交通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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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新常态下，深圳市勇当“四个全面”排头兵，在供给侧与需求侧深
化改革，培育创新发展新动力，着力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各区级政府
作为重要战略的执行层，均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产业政策进行了优化、
提升。虽然过程中仍然待完善之处，但也充分反映了新时期对产业政策的新需求，
深圳市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产业政策调整、优化已经进入轨道，其发展经验值得各
地政府分析借鉴。
表 2 深圳市需求侧采取的主要政策与措施（2014-2015 年）

需
求
侧
政
策

三驾马车

主要政策与措施

推动内需

，针对制造、金融、商贸、交通等十
《深圳市“互联网＋”行动计划》
二个方面实施“互联网+”，借助互联网全面推动经济发展、社会民
生的优化升级。

加大投资

以“强载体，促投资”为重点

对外经济





前海蛇口片区纳入广东自贸区
《福田保税区转型升级方案》
《深圳市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方案》

表 3 深圳市供给侧采取的主要政策与措施（2014-2015 年）

四个攻坚战

主要政策与措施


产业结构优化
供
给
侧
政
策

推动创新创业

完善金融市场

降低企业经营
成本
















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产业、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
装备产业发展规划
《中国制造 2025 深圳行动计划》
等
《深圳市关于促进创客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
《深圳市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
》
等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
融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利用资本市场促进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
《深圳市财政产业专项资金股权投资管理办法（试行）》
等
失业保险缴费费率下调
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制度
回购市内四条高速公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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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快递】
深圳市 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数据分析
（南山科技事务所依据数据整理）

本文分析了深圳市南山 1、福田、宝安、龙岗四区 2015 年上半年新增注册企
业数量、规模、行业分布情况。由于考虑到罗湖区与盐田区在产业形态上与其他
四区有较大区别，故未统计这两个区的数据。

一、新增注册企业数情况
整体来看，2015 年上半年四区共新增企业 134,759 2家，远高于历年同期增长
数量。其中龙岗区新增企业数量跃居四区之首，为 40,898 家，占四区新增企业
总数的 30.35%。从 2007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企业数的情况来看，四区新
增企业数量都保持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特别是 2015 年上半年度，龙岗区新增
企业数量突破 4 万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 倍以上。（详见图 1）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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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上半年 上半年 上半年 上半年 上半年 上半年 上半年 上半年 上半年

南山区

2081

2172

2488

3242

4470

4813

8690

17739

30099

福田区

3519

3553

4869

5966

7794

8498

13606

21512

29054

宝安区

5520

5885

7326

10763

15381

18253

20313

24757

34708

龙岗区

2906

2711

4581

5085

9002

9773

17600

19995

40898

图 1 2007--2015年上半年度深圳四区新增企业数

1
2

单位：家

南山区统计数据包含前海深港合作区企业注册数据
数据统计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统计时间段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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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企业类型分布情况
2015 年上半年度深圳四区新增企业中，股份制企业占的比例最大，为新增
企业总数的 35.59%，其次是其他类型和个体经济，分别占新增企业总数的 32.52%
和 30.92%。其中，2015 年上半年度龙岗区股份制企业新增数量在四区中最多，
达到了 40,898 家，而在引入外资和港澳台资本方面，南山区占较大优势，2015
年上半年度在南山区注册的外资企业 186 家，港澳台资本企业 517 家。（详见图
2）

图 2 2015 年上半年度深圳四区新增企业类型分布

单位：家

三、新增企业规模分布情况
整体来看，2015 年上半年度小型企业 3新增总量最多，占新增企业总量的
81.28%，其次为中型企业，占新增企业总量的 16.22%。其中：龙岗区新增小型
企业数量最多，达 38,748 家，占 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小型企业数量比例为 35.38%。
南山区对中型、大型以及特大型企业吸引力较强，新增企业数量均居于领先位置。
其中新增中型企业 14,535 家，占比 10.79%；新增大型企业 2,601 家，占比 1.93%；
新增特大型企业 146 家。福田区对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的吸引力仅次于南山区。
宝安区、龙岗区相比南山区和福田区而言，对大型及特大型企业的吸引力较低，
新增大型企业不足南山区新增大型企业的十分之一，但宝安区、龙岗区对小型企
业的吸引力很强，增加数量分别为 32,171 家和 38,748 家。（详见图 3）
3

本文小型企业是指注册资本低于 500 万的企业，中型企业是指注册资本在 500 万（含）到 5000 万之间的
企业，大型企业是指注册资本在 5000 万（含）到 5 亿之间的企业，特大型企业是指注册资本在 5 亿（含）
以上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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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5 年上半年度深圳四区新增企业规模分布

单位：家

四、新增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图 4 表明，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企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行业及其他行
业，分别占 51.8%和 19.06%。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方面，福田区的新增注
册企业数量最多，为 3,078 家。在制造业新增企业注册方面，龙岗区以绝对优势
领先于其他三个区，2015 年上半年度增加制造类企业 7,439 家。在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增注册企业数量方面，南山区和福田区的优势较为明显，
新增注册企业分别为 5,059 家和 2,443 家。南山区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类企
业新增数量最多，为 734 家，占同类别新增注册企业总量的 35.07%。

图 4 2014 年上半年度深圳四区新增企业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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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家

五、2015 年上半年度各区不同行业企业注册规模情况
表 1 给出了 2015 年上半年度各区不同行业新增注册企业的规模情况。从制
造业的注册分布来看，各类型制造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龙岗、宝安两区。2015
年上半年度龙岗、宝安两区小中大型制造业企业总共分别增加 10,748 家、334 家
和 13 家，与其他区相比优势较为明显；从金融业注册分布来看，金融业更加倾
向选择南山区、福田区，在前海蛇口自贸区的带动下，南山区 2015 年上半年度
新增金融企业 7,239 家，占同期四区新增注册金融企业总和的 74.32%；从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注册分布来看，福田区新增企业最多，为 3,078 家，占 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数量的 65.48%；从批发和零售业的
注册分布来看，龙岗区、宝安区和福田区的新增企业分居前三，尤其在小型批发、
零售企业方面。2015 年上半年度龙岗、宝安和福田三区新增小型批发、零售企
业分别为 22,682 家、21,014 家和 14,474 家，三区合计占 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小
型批发、零售企业数量的 83.33%；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注册
分布来看，南山区新增企业较多，占 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数量的 45.98%；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注册分布来看，
南山区、宝安区 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最多，分别
为 734 家和 659 家，综合四区新增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可见小型物流企
业最多，数量为 1393 家，占总数的 66.56%。
表 1 2015 年上半年度深圳四区新增企业规模与行业数量分布

区域

南山区

福田区

宝安区

龙岗区

企业规
模

制造业

金融业

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
务业

小型企业

243

451

299

5373

信息传
输、软件
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2042

中型企业

118

5079

733

2913

2693

423

大型企业

18

1615

72

204

307

32

小型企业

212

1000

2727

14474

2026

228

中型企业

33

609

330

833

379

46

大型企业

5

144

20

56

37

3

小型企业

3435

201

199

21014

1384

538

中型企业

211

127

30

1239

231

120

大型企业

10

26

3

32

16

1

小型企业

7313

224

253

22682

1634

350

中型企业

123

118

25

931

222

71

大型企业

3

25

1

40

12

2

12

批发和零
售业

交通运
输、仓储
和邮政业

277

六、结论
1. 2015 年度上半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总数较去年有大幅度增加，平均涨幅
为 1.6 倍，龙岗区新增企业相对较多，为去年的 2.05 倍。从历年各区上半年度新
增企业数据来看，宝安区在吸引企业注册方面较有优势，除今年被龙岗超越外，
自 2007 年以来一直领先于其他三区。南山区在吸引企业注册方面居于四区末尾。
2. 2015 年上半年度深圳四区新增注册企业类型主要由股份制、个体经济、
其他类型企业构成，占比超过九成。南山、福田两区在吸引外资和港澳台资本注
册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南山区在新增外资和港澳台资本注册方面均位列第一。
3. 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企业绝大部分为小型企业，其中三成以上集中在龙
岗注册。南山、福田两区则对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的吸引力较强。
4. 分区域来看，2015 年上半年度，宝安、福田和南山新增注册企业主要集
中于批发和零售业。福田、南山新增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较多，而龙岗、宝安则在制造业方面有相对较大的优势远超南山、福田二区。
5. 分行业来看，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龙岗区；金融业新
增企业数量，南山区占比较大；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主
要集中在福田和南山两区。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批发、零售业企业主要集中于
龙岗区和宝安区；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数
量，南山、福田、龙岗三区占比均较大；2015 年上半年度新增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企业南山区占比较大，宝安区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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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洛阳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已完结
《洛阳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策略研究》课题已完结
《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方案》课题已完结
《深圳市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状况及策略研究》课题已完结
《坪山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行动计划(2015-2020 年）》课题已完结
《深圳市科技计划绩效评估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研究》课题已完结
《深圳市信息硬件制造产业十年发展报告（2005-2014）》课题已完结
《国内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比较及南山区自主创新政策研究》课题已完结

************************************************************（内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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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科技事务所拥有一支具备高学历、交叉学科和专业背景的咨询团队，背靠
涵盖丰富的专家资源和学科优势的专家库，在决策研究、园区规划、现代产业
体系、区域创新能力、科技创新体系、产业联盟、科技中介、软科学研究等方
面为各级政府部门及企业界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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