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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well-developed policy system is critical for creating a good atmospher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well as stimulating the enthusiasm of talent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henzhen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and fast in i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roposition. Taking Shenzhe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sued by Shenzhen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since 2015, and divides the policies into five dimensions: financial policy,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y, social 

service policy, other policies and comprehensive policies. The case analysis method was adopted at the same time, chose a 

representative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city were analyzed, an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were 

summarized: (1) From the point of start-up companies themselve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founders' un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enterprise capital turnover difficult, the problems of shortage of talent,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luggish;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start-ups are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complicated policy approval process, lack of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s 

and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ased on these fou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build an effectiv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system, and provides some useful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henzhe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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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完善的政策体系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也有利于激发人才创新创业的热情。本文描述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提出的背景，以深圳市为例，对2015年以来深圳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布的与创新创业有关的政策进行梳理，

将政策分为金融、财税、社会服务、综合性政策、其他政策五个方面呈现。同时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深圳市一

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对其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总结：（1）从企业自身来看，存在创始人对法律法规认识不清、

资金周转困难、人才紧缺、技术研发滞缓的问题；（2）从政府及相关部门发挥的作用来看，使得初创企业遇到政策审

批流程复杂、创业管理咨询服务欠缺、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梳理并分析了与深圳环境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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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津及舟山群岛新区创新创业人才遇到的问题，基于研究发现的政策方面的薄弱之处，进一步就如何构建有效的创

新创业政策体系提出合理建议，为深圳市未来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深圳市，创新创业政策，创业案例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1．．．．“大众创业大众创业大众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万众创新万众创新万众创新”提出的背景提出的背景提出的背景提出的背景 

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范围内各种新技术、新革命不

断孕育产生，各个国家为了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都纷

纷将创新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李克强总理最早在

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号召，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在此之前，国家在一些政策、报告当中

已经涉及创新创业，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6

号），以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实施扩大就业的

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

步提出的“就业是民生之本”，“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提高就业创业质量”等，但由于数量

不多，还未形成体系。2015年之后，国家层面颁布关于创

新创业的政策法规总量增加，如图一所示，2016年国家层

面发布的与创新创业有关的政策数量达到326篇，2017年、

2018年分别是171篇、184篇。这也带动各省市也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颁布相关的政策法规，旨在激励、支持人才进

行创新创业。 

 

图图图图1 2015-2018年国家层面发布双创政策数量。 

注：1.数据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2018年政策数量统计截至2018年12月1日之前； 

这些政策的发文主体包括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农业农村部等国家机构，分别从简政放权、

财税扶持、创新创业示范、创业就业、产业创新、科技创

新、税收政策、税收优惠等方面，支持高校毕业生、小微

企业、留学人员、科技人员、失业人员等人群进行创新创

业活动，在这些政策当中，涉及税收方面的数量较多。这

些都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对创新创业越来越重视，并尝试从

各个方面解决各种人群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

他们提供相应的支持。 

1.2．．．．相关文献相关文献相关文献相关文献 

目前，国内外针对创新创业政策的研究星罗棋布。在

我国，各省市的学者都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曲婉（1982）和冯红（1980）研究了创新创业政

策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创新创业政策通过增强创

业资本和创业机会对早期创业行为产生正向影响[1]。由于

创新创业政策对早期的创业行为有积极作用，多数学者都

对所在区域的创新创业政策的情况进行研究，如沈延斌

（1977）研究了天津市鼓励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通

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不同种类人才对创新创业政策的

需求，并且基于调查结果对天津市创新创业政策提出建议

[2]；吕煜昕（1992）和陈旭东（1954）总结了舟山地方政

府在创新创业方面发布的政策，基于政府统计数据和调查

问卷数据分析舟山群岛新区的创新创业水平与公众创业

意愿，并且针对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等[3]。在对深圳

创新创业政策研究的文献当中，学者分别对深圳市高校的

创业教育体系、产学研一体化状况、众创空间的发展状况、

人才的引进等均有所研究，耿喆（1987）解析了深圳市创

新生态环境，认为深圳拥有良好的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4]。 

尽管已有学者对深圳市的创新创业状况进行了研究，

但是大都集中于创新创业当中的某一方面，如上文提到的

产学研一体化、众创空间的发展状况，还有财税及金融政

策、大学生创业调查等，对目前深圳市创新创业的整体状

况进行分析的文章较少。因此，本文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

整体研究目前深圳市支持人才创新创业政策，对各种政策

进行分类描述，并结合案例分析提出未来深圳市构建良好

政策体系的建议。 

1.3．．．．研究方案设计研究方案设计研究方案设计研究方案设计 

本文通过收集梳理深圳市2015年至今所颁布的与创

新创业有关的政策，分析目前深圳市在政策方面鼓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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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创新创业的情况。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深圳市

的一家创业公司，对其创业初期遇到的困难进行总结，并

结合目前已经颁布的政策，对深圳市构建更加有利于人才

进行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提出合理建议；同时，对比深圳、

天津、舟山群岛新区的环境相似点，概述两个地区创新创

业人才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论证文中建议的合理性。 

2．．．．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现状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现状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现状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现状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长期以来，深圳都将

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市委书记王伟中在最近一

次访谈中表示：“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

必将以改革开放、创新驱动而强”。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发

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后，深

圳市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随即也发布了大力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 

2.1．．．．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梳理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梳理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梳理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梳理 

2015—2018年间，深圳市级层面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支

持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为创新创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

展环境。这些政策涉及方方面面，本文将从以下五个部分

分别呈现这些政策[5-7]。 

综合性政策，综合性政策大都是政府颁布的方向性政

策，对于财税、金融、社会服务等内容都有所提及但并不

具体，主要是供其他部门参考，其他部门再根据各自的职

能制定出具体一些的政策措施。如下表（表1）所示。 

表表表表1 深圳市鼓励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综合性政策构成（部分）。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创客发展若干措施（试行）

的通知》（深府〔2015〕46号） 

2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深府〔2015〕54号） 

3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

见》 

4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

作的实施意见》（深府规〔2017〕12号） 

5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十五号）

深圳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的政策文本。（因篇幅有限，截取部分编制表格） 

财税政策，主要包括政府提供专项资金资助，通过政

府采购等财政投入手段，以及对于为初创企业提供咨询、

贷款等服务的公共团体给予税收优惠，或是吸引外资、引

导社会闲散资金流入等相关政策。如下表（表2）所示，

在财税政策上，深圳市主要还是从补贴、担保、激发民间

资本流入这些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表表表表2 深圳市鼓励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财税政策构成（部分）.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    

1 《深圳市自主创业扶持补贴办法》（深人社规〔2015〕20号） 

2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中国

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关于做好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通

知》（深人社规〔2015〕19号） 

3 
《深圳市出国留学人员创业前期费用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深人社规〔2016〕10号）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    

4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

扩大自主创业扶持补贴对象范围及提高补贴标准的通知》

（深人社规〔2016〕18号） 

5 
《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规〔2017〕10号） 

6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进一步激发民间

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深

府办〔2018〕6号）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的政策文本。（因篇幅有限，截取部分编制表格） 

金融政策，涉及政府通过信贷支持、直接融资、风险

投资、信用担保等政策手段为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引

导初创企业发行债券、鼓励上市（创业板）筹集发展资金

等相关政策。与其他类别的政策相比，深圳市颁布的关于

金融支持方面的政策数量较少，下表所示的政策涉及融资

担保基金、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政银担合作新机制、扩大

贷款合格质押品范围、扩大小微企业再贴现融资额度、开

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缓解中小微企业流动性融资难

题、建立企业发债融资支持机制这几个方面，致力于解决

中小微企业遇到的融资难问题。 

表表表表3 深圳市鼓励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金融政策构成（部分）。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若干

措施的通知》（深府规〔2018〕17号） 

2 
《关于深圳市自主创新信用再担保体系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再担保项目的若干规定》 

3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分析报告指引》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的政策文本。（因篇幅有限，截取部分编制表格） 

社会服务政策这方面所涉及的内容较多，其中包括为

初创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服务、场地支持、市场开拓、技术

支持、人才培训、管理咨询、在全社会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提供创业课程指导、创业教育、加快科技成果转移等方面

的政策。由下表（表4）可以看出，深圳市相关部门认真

考虑了中小微企业在初创、发展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故在这一方面出台的政策较为齐全。 

表表表表4 深圳市鼓励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社会服务政策构成（部分）。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 

1 《深圳青年创新创业人才选拔扶持实施方案》 

2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加强创业导师服务工

作的通知》（深人社规〔2015〕21号） 

3 
《深圳市科技创新券实施办法（试行）》（深科技创新规

﹝2015﹞1号） 

4 《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深府办〔2016〕3号） 

5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创业培训工作的

通知》（深人社规〔2016〕8号） 

6 《关于完善人才住房制度的若干措施》（深发〔2016〕13号） 

7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深府办〔2016〕30号） 

8 《深圳市南山区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方案》 

9 
《深圳市促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学仪器共享管理

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深科技创新〔2017〕117号） 

10 《深圳市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深人社规〔201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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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 

11 
《深圳市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

（2017—2018年）》（深府办函〔2017〕235号） 

12 
《深圳市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深府

〔2018〕1号）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的政策文本。（因篇幅有限，截取部分编制表格） 

还有一些政策是未包含在前三部分的政策，这些政策

包含了如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评价指标帮助落实政策、

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认定方法等相关政策。

这部分的政策关乎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布政策的落实情况，

应予以重视。 

表表表表5 深圳市鼓励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其他政策（部分）。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文号/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政策名称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实施意

见》（深府〔2015〕70号） 

2 
《深圳市科研机构创新绩效分类评价办法（试行）》（深科

技创新〔2018〕53号） 

3 
《深圳市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及配

套政策措施》（深府办规〔2018〕7号）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的政策文本。（因篇幅有限，截取部分编制表格） 

2.2．．．．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特点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特点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特点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特点 

结合以上政策内容可以看出，深圳市近年来的创新创

业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 

1) 政策涉及面广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针对不同的创新创业主体，如以上

表格中涉及到出国留学人员，还有一些针对大学生、科技

人员等主体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以及中小微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不同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如资金、场地、人

才等，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政策涉及面广，内容越来越具

体化。 

2) 重视营造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氛围 

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加入创业教育课程，建立一套有效

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大学生；

通过宣传、举办各种创新创业大赛，吸引高校学生、社会

团体积极参与；建立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和创业孵化基地，

将成功的经验推广至全国；与此同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在鼓励人才创新创业这一方面发布的政策总量越来越多，

这些方式均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出创新创业的氛围，鼓励

支持人才进行创新创业，从而真正响应中央“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这一号召。 

3) 鼓励产学研合作 

“创新券”的使用支持中小微企业使用创新载体的科

技资源，开展研发活动，在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的同时提

高了中小微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促进科技成果的共

享；促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学仪器共享能够缓

解国内部分科研单位大型仪器设备存在的配置不均匀、重

复性采购、使用率低的问题，同时也能防止大多数仪器闲

置、浪费资源，这些方式都极大鼓励产学研之间的合作，

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8]。 

4) 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服务 

简政放权，通过深化行政、投资、收费审批改革，开

展“减证便民”行动、清理规范行政审批涉及中介服务事项、

梳理相关办事流程等行动，致力于消除创新创业过程中遇

到的制度、行政障碍，提高办事效率；通过加强创业导师

服务工作、创业孵化基地的管理、针对中小微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以及解决人

才的住房问题等，持续优化创新创业服务。 

5) 资金扶持力度大 

运用财税政策引导风险投资、天使投资、民间资本等

对中小微企业进行投资；市财政出资设立初始规模为20

亿元的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以及总规模为30

亿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基金，鼓励银行、保险公司等

机构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在财税政策方面，对于自主创业人员入驻市区政府部

门主办的创业孵化载体创办初创企业，可以按照前三年分

别不低于80%、50%、20%的比例减免租金；从这些方面

可以看出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人才创新创业资金扶持力度

大。 

3．．．．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3.1．．．．基于基于基于基于A公司的创新创业案例公司的创新创业案例公司的创新创业案例公司的创新创业案例 

3.1.1．．．．案例简介案例简介案例简介案例简介 

A 公司位于深圳，于 2016 年 7 月成立，是一家独立

的第三方理财顾问专业机构，主要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方

位的财富管理服务。该公司携手众多国内外知名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私人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券商等合

作伙伴打造全方位“1+N”的国际私人资管服务平台，从而

满足个人、家庭及企业的多样化需求，目前该公司除了投

资咨询业务之外，还有其余两个项目。 

该企业创始人本科毕业于深圳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前

往香港理工大学进修，本科及硕士期间所学专业属于工科

类并不是金融类，在香港的学习生活使他发现商机，于是

他选择回到深圳创业，创立的企业属于金融行业。本文选

择此案例进行分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政策

环境角度来看，该企业创立于 2016 年，此时深圳市政府

及其相关机构已经发布了一定数量的与创新创业相关的

政策，将该创始人创业初期所遇到的困难进行分析所得出

的结果与后来深圳市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所发布的政策相

结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为深圳市构建有利于人才创

新创业政策的政策体系提供参考。第二，从创始人的背景

来看，创始人将他在香港所见到的第三方理财顾问专业机

构模式引入深圳本身算是一种创新，创新创业是指在创新

的基础上进行创业活动，从这一点来看，创始人这项创业

活动符合创新创业的内涵，故与本文研究内容密切相关。

第三，从创始人的教育背景来看，由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在

课程安排、课程内容、课外实践等方面有所差异，经管专

业课程在创新创业、相关法律知识、财政金融知识、管理

等方面有所涉及，故经管专业学生在这些方面相比其他专

业学生较有优势，创始人所学专业不属于经管类，所以课

程学习期间对创新创业这方面内容了解不多，于是在创业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相对较多，有一定代表性。第四，从



18 陈莉 等：深圳市支持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研究  

 

创始人的海外经历来看，他在香港生活了几年之后，最终

决定回到深圳创业而不是留在香港，这也许与当时深圳的

创新创业氛围、政策方面有关，最初由于已发布的支持人

才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吸引他回到深圳进行创新创业，而

后来在创业过程中又遇到种种困难，这种转变正是本文需

要研究的内容。 

3.1.2．．．．案例研究过程案例研究过程案例研究过程案例研究过程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采用访谈法对 A 公司创始人进

行访谈。访谈地点位于 A 公司内部会议室，访谈时长 60

分钟，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点：第一，目前公司的

项目。创始人对公司、以及目前公司拥有的项目介绍；

第二，创业途中遇到的困难。创始人分享了其在创业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他本人是如何解决在这个过程中

所遇到的问题，最后创始人也从自身的角度简要提出了

一些当前政策方面的改进建议。本次访谈十分顺利，由

于创始人的积极配合，总体完成预期目标，得到了本研

究需要的信息。 

3.1.3．．．．案例研究结果案例研究结果案例研究结果案例研究结果 

通过本次访谈，笔者已大体了解了创始人在创业过程

中所遇到的困难，因而最终整理出以下几点： 

1) 法律法规认识不清 

法律法规包括我国现存的法律、司法解释、地方法规、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以及其他的规范性文件

和相关部门对于以上法律法规的不定时修改、补充。并且

针对创新创业，不同地区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法规有些许

差异。因此，对相关内容不了解，使得创业者在创业初期

容易一头雾水，不清楚公司是否满足获得补贴的条件、在

创业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或者行为不合法的情况等问题，

这些情况一方面不利于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发挥应有的

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初创企业的发展。 

2) 资金周转困难 

创业者在创业初期资金主要由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

组成，创业者自有资金能够完全满足创业所需的很少，往

往需要通过借贷的方式筹集资金。借贷主要包括向亲朋好

友、银行等机构获取资金，但是由于上一点所提到的，对

相关的政策不了解，于是在借贷过程中往往能筹集到的资

金不多。资金周转困难，公司在接下来的招聘、市场推广

等方面就容易陷入困境，想要进一步发展比较困难。 

3) 人才短缺困境 

创业者在决定创业时，或许已经组建了一支队伍，也

有可能在开始阶段只有独自一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

有可能陷入人才短缺困境。在企业建立不久之后，如果没

有足够资金，或者企业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一定的

经济基础很难留住团队里面的人才。甚至在之后企业需要

转型发展或者是寻找新的合伙人，寻得合适的人才是不容

易的。 

4) 政策审批流程复杂 

虽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人才创新

创业的政策，但是有一些政策的门槛较多、流程也多，手

续繁杂，使得很多需要享受政策优惠的创新创业者望而却

步或者被政策审批的流程耽误了时间，这样反而不利于真

正落实优惠政策。 

5) 创业管理咨询服务欠缺 

企业在初创阶段遇到问题时，能够快速直接得到解决

比较困难，而在一些创业管理咨询服务完善的国家，想要

获得关于创业的咨询服务是极其容易的，这些国家往往发

展了网上信息咨询服务，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关于人

力资源、市场营销、运营管理等，包括政策方面的疑问都

能够快速得到答案。 

6) 技术研发滞缓 

包括新产品研发能力不足以及现有产品自身不够完

善两个方面。通常企业在初始阶段设计出的产品是不够完

善的，需要结合市场的需求再进行完善。只有尽快完善产

品，将其推出市场，企业才能获得收入，正常经营。有时

也存在着企业花费长时间研发设计新产品，最终却失败的

情况，这时候企业在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也没有新产品

能够推出市场。 

7) 知识产权保护不够 

市场上各行各业竞争激烈，有新的企业注册成立的同

时，也有企业申请破产，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所

以对于初创企业来说，一个新的点子、新的设计一旦被同

行竞争者抄袭并且在市场上率先推出该产品，那么对这个

企业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 

8) 市场推广困难 

初创企业由于资金不足，而广告方面需要的资金较多，

导致产品的市场推广困难。产品没有成功推广，企业就不

能顺利接触到投资人，也不能获得发展资金，这种情况会

陷入循环，如若没有获得其他支持，企业最终会破产。 

3.2．．．．深圳与天津深圳与天津深圳与天津深圳与天津、、、、舟山群岛新区比较分析舟山群岛新区比较分析舟山群岛新区比较分析舟山群岛新区比较分析 

深圳市作为广东省省直辖市，是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

一，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国务院定位的国家

创新型城市。深圳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地处珠

江三角洲前沿，是连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桥梁和纽带，其

交通便利，水、陆、空、铁、口岸俱全。 

天津是我国的省级行政区、中央直辖市，位于中国华

北地区，太平洋西岸、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五大支流汇

合处和入海口，2016年天津市GDP排名紧随深圳市之后。

舟山群岛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

组成部分，背靠上海、杭州、宁波等大中城市和长江三角

洲等广阔腹地，同时是长江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对外开放的

海上门户和通道。这两个地区的环境与深圳相比，有许多

共同点，例如交通运输业发达、经济基础较好、经济腹地

广阔、各地区均实施人才引进计划支持城市发展等，因此

深圳市在构建有效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对

比这一些地区发布的政策、政策水平，参考这一些地区创

新创业人群的政策需求。 

近些年这些地区为了支持人才创新创业，也针对各地

区的情况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例如一些学者对天

津地区人才对各类政策需求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天津市政

府在科研启动资金、研发公共技术平台、项目孵化器的建

设、政府金融支持方面的政策不够完善[2]，这些问题在以

上案例分析当中也有所体现，困扰着深圳市的一些创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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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而可作为深圳市构建有效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的参

考资料。同样，近些年舟山地方政府在创新创业方面也进

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相关学者调查了目前的实际状况，发

现存在的问题，如创新创业主体单一、民众创业意愿不高、

创新创业环境不够完善等，具体剖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

从而提出改进建议[3]。由此可见，深圳、天津、舟山群岛

新区这一些地区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发展水平较为相似，于

是相关人才在进行创新创业的时候也会遇到相类似的问

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资金、人才、服务、机制等方面，因

此深圳市要构建有效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必须要解决这

些问题。 

4．．．．如何构建有效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如何构建有效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如何构建有效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如何构建有效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同时结合美国、德国、英国以及国内

江浙一带等国家、地方的成功经验，针对深圳市如何构建

有效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给出如下建议： 

4.1．．．．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政策体系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政策体系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政策体系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政策体系 

让人才在步入社会之前就接受良好的创新创业教育

是非常有益的。早在2008年，教育部就联合财政部在全国

设立了30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鼓励这些创

新试验区积极探索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的全方

位创新，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才。2015年5月，国务院颁布

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发〔2015〕36号），继续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深圳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在中央政策的基础上颁布具

体的政策，同时地方高校也应积极探索出符合地方特色条

件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一是聘请本地区的企业家担任课

程的兼职教师，或者与企业合作，派遣本校创新创业课程

的授课老师前往企业进行交流，改变高校创业教育实践指

导能力不强的现状；二是探索合适的创业教育模式，如何

有效的结合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或者创新创业教育应该

如何融入学生的课程体系等这类问题，需要地方高校在参

考其他高校的经验之后结合实际得到答案；三是在课程内

容方面，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的方向也不尽相同，

因此需要尽可能考虑专业的差异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模

式，即使未来这些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创业团队，

也能够在其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四是开发创新创业教育教

材，在对国外经典教材的引入与借鉴的同时，结合地域和

院校特色开发合适自身的教材[9-10]。 

4.2．．．．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 

今年9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强化中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若干措施》（深府规〔2018〕17号），为了营造良

好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一共提出了八点措施，内容也

更加具体。虽然政府提供补贴资金、风险补偿、担保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但是由于中

小企业自身发展的不稳定，银行考虑自身效益，还是会谨

慎考虑是否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因此在金融政策

这方面，仍需完善。政府可以设立专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

贷款和担保的机构以及专门从事风险投资的金融机构。这

些机构与银行不同，其设立的目标便是支持中小微企业的

发展，一些中小微企业真正拥有潜力，但是在前期因为资

金方面的原因发展艰难，此时这些机构可以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并且派专人指导资金的使用，这样

能够大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4.3．．．．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相关政策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相关政策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相关政策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相关政策 

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首要需求是不同的。例如，

企业在初始阶段，对资金的需求量比较大，但是由于规模

较小，通过贷款获得的资金不足；当企业步入发展阶段时，

对人才、管理咨询、市场推广等方面的需求更大；当企业

步入成熟阶段时，对新的产品、研发等方面的需求会超过

其他的需求。因此，政府制定政策时可以考虑企业的发展

阶段，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颁布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企

业发展壮大。 

4.4．．．．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并制定评价标准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并制定评价标准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并制定评价标准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并制定评价标准 

根据上文的分析，深圳市鼓励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政

策颁布主体多样，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很多时候为同一部

门，事实上这样不利于政策真正落实。政府应该设立专门

的管理机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研究相关问题并且颁布相

关的政策，其他政府机构负责政策的落实。同时还需要制

定评价标准，评价标准包括多方面，如认定标准、政策实

施评价标准等，这些标准有利于明确资源的投入方向，提

高相关机构的政策执行效率，不断改进，使政策能够顺应

时代发展，真正发挥作用。 

4.5．．．．深入学习国内外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成功经验深入学习国内外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成功经验深入学习国内外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成功经验深入学习国内外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成功经验 

在中央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之后，国内各个省市

都在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如江浙一带、北京中

关村等地目前都根据自身情况形成了一套发展模式。从国

际层面上来说，美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在促进创新创业

方面所做的措施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美国设立的

支持商品及服务出口的银行极大鼓励中小微企业的产品

走向市场，德国非常重视协会以及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等，

同时这些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借

鉴[5]。深圳市自身经济发达，地理位置优越，这座城市的

包容开放性本身也有利于其接受国内外促进人才创业的

成功经验。 

5．．．．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从整体上对深圳市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政策进行研究，弥补目前研究的不足。首先，通过将

2015-2018年深圳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所发布的政策分为

五个部分分别进行梳理，分析目前深圳市在支持人才创新

创业方面的政策情况。其次，选取深圳市某一家具有代表

性的企业，运用访谈法对其创业初期遇到的困难进行分析，

结合已发布的政策，得出目前深圳市在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政策方面的不足；此外，选择天津、舟山群岛新区这两个

与深圳环境存在相似点的地区，概述该地区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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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问题；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发现为深圳构建良好的

创新创业政策体系提出一些建议。 

新常态下，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发布的创新创业政策有

利于激励人才积极投入创新创业之中。然而创新创业并非

易事，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将想法付诸实践之后，如何能够

使初创企业顺利度过难关，获得盈利能力并且能够长久的

发展下去需要一个过程，这对企业本身、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均是一个挑战。塑造成功的创新创业者，除了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的政策引领之外，还需要高校、行业成功企业、

科研机构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因此，在未来深圳市创新创

业政策体系的构建中，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积极与高校、

行业成功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充分了解初创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问题，为这些企业提供

帮助，提高创业成功率，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才积极投身于

创新创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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