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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当前竞争环境下，通过网络协同作用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能力是破解其发展困境的重要手

段。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首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的价值创造问题进行
了案例研究，以平衡计分卡为工具，从财务、客户、孵化流程和学习与成长 4 个维度出发，研究了协同视
角下科技企业孵化器价值创造的过程以及产出，并分析了 4 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基于案例分析结
果提出了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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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lue creation of high-tech business incuba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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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mpetitive environment，through network collaborative to enhance the servic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high-tech business incubator to get out of development dilemmas． On the basis of the reviewed literatures，Wuhan East Lake Hi-tech Innovation Center，the first incubator in China was selected by us to carry out
a single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balanced scoreboard，we measure the value creation of high-tech
business incubator from four dimensions： finance，customers，internal process and learning and growth． We studied
the value creation process and output of high-tech business incubator from the view of network collaboration，and
analyzed the logistic relationship of the four concepts． Finally，we put forward development proposals aim at hightech business incubator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results．
Keywords： high-tech business incubator； network collaboration； value creation； case study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
技术产业的战略重地，随着当前创新创业事业的日

少管理经验和早期提升资本的能力

益繁荣，孵化器市场亦处于一个持续火热的状态 。
但是，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运行绩效评估结果却

是初创企业成长的最大障碍。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孵化器作为中介

往往不让人满意，呈现出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投入与
产出不平衡的现象。

组织，被寄予希望去克服这些困难，为建立孵化企业
［2］
提供各种资源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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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文献表明新创企业容易失败的原因在于缺
［1］
。 资源劣势

目前大部分的孵化器，虽然有效的提供了服务
设施，对接了政府资源，但在为在孵企业提供网络服
务方面效果不明显，孵化资源范围多局限于内部，没
［3］
［4］
有达到广泛共享 。 张宝健等 认为孵化器网络
为孵化企业提供了外部关系网络集成平台 ，通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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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孵化资源的流动提高了创业成功率 。孵化器构建
的孵化网络一方面可以使得资源获取的成本降低 ，
［5］

另一方面能够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效率 。 长期
运营实践的研究表明，孵化器的“软 ”增值孵化服务
（ 网络通道、创业辅导） 与提供的物理空间等“硬 ”增
值服务相比，前者是影响在孵企业成长更重要的内
［6］

因

。孵化 器 已 经 形 成 了 网 络 化 发 展 的 趋 势［7］。
［8］

王艺博

认为孵化网络是孵化器为在孵企业提供
服务的过程中，通过资源和信息的交流传递而不断
发展形成的一种组织形态，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孵化
网络表现出协同性的特征。尽管科技企业孵化器网
络协同能够带来孵化绩效的提升是国内外学者普遍
认同的观点，但是对于孵化器如何通过协同关系实
现价值创造以及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是否具有相互
联系却缺少实证研究和系统论述。 因此，本文试图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出发，揭示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
网络的协同关系本质，或许可以为提升孵化器的绩
效找到突破口。

1
1． 1

相关理论分析
科技企业孵化器网络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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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机会

。现有文献对孵化器协同的研究多是从互

动关系和合作网络来理解协同，明确了协同构成的
主体 和 产 生 协 同 的 要 素 （ 如 知 识、信 息、资 源
等）

［16 － 19］

。陈颉等［20］ 认为孵化器通过自身的内部

以及外部资源整合能力，来实现在孵企业的价值创
造，孵化器与政府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
孵化器网络关系主体合作形成了以孵化器为中心的
网络资源，为企业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服务。如
果将科技企业孵化器看作协同系统，其协同目标就
是孵化体系中的所有业务单元，包括孵化器、企业、
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投融资机构
等，以技术、市场、资金、政策等资源流动的形式相互
作用，从而实现系统价值的最大化。
1． 2 科技企业孵化器价值创造
一般而言，价值创造是企业为满足顾客需要的
而生产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对于科技企业孵化器而
言，其价值创造的对象就是在孵企业 ，孵化器通过自
身拥有的资源以及可获取的外部网络资源为在孵企
业提供专业服务，从而实现在孵企业以及孵化器自
身的价值增值。从现有文献来看，大部分学者选择
从孵化器的产出绩效来评估其价值创造能力 ，例如

协同 学 一 词 由 德 国 理 论 物 理 学 家 Hermenn
Haken 于 1969 年首先提出，他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

在孵企业的生存率以及成长，但是这种方法不利于
［21 － 23］
。 也有一些主流学
孵化器发现内部流程缺陷

是由大量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组成的，子系统之间的
协同合作产生了序参量，序参量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者从商业模式的视角来剖析孵化器的价值创造机
［24］
理，比如罗峰 从孵化器的客户定位、资源配置、服

形成自组织系统，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将决
定系统的有序性。 此后，协同学在社会科学和工程

务提供以及盈利模式等角度来研究孵化器的价值主
张、价值生产、价值传递以及价值分享，将孵化器的

技术等领域广泛应用，并为系统学的建立奠定基础。
［9］
项杨雪等 通过回溯协同创新的内涵，认为协同的

商业模式视为其价值创造整个过程 。陈颉等则从更

作用可以产生价值创造，研究与实践协同创新的根
本意义就是价值创造，并从价值创造的视角出发研
究了协同创新的本质。 协同从外部特征来看是互
［10］
［11］
动、合作、整合等一系列的过程 。 陈劲等 认为

微观的视角认为孵化器的价值创造仅仅是孵化器通
过整合网络资源来服务顾客的过程，价值创造在孵
化器商业模式体系中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部分 。
近年来，部分学者创造性地运用了平衡计分卡
作为孵化器价值创造的战略管理工具，比如汪传雷
［25］

协同是指基于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一种质的变化，
其本质是价值创造。

利用战略计分卡来分析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战
略架构，即孵化器利用学习与成长能力支持内部流

在理论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孵化器并不能
单独影响孵化企业的生存，而是通过与其他主体的

程，满足客户的价值主张，进而实现孵化器的财务目
标。平衡计分卡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从业绩衡量

［12 － 13］
。 网络化的孵化器
关联对孵化企业产生影响
［14］
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Hansen 等 提出网络

体系转变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工具，为企业实现协同
［26］
价值创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 通过平衡计分卡评

化的孵化器有 3 个特点： 孵化器是自由的，并且具有
创新精神； 孵化器所构建的商业网络中所包含的社

估组织绩效，一方面有利于组织达到长期战略目标 ，
［27］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改进组织的内部管理流程 。

会资本大大降低了孵化企业的交易成本： 这种孵化
器集成了广泛的资源背景，帮助在孵企业成长。 孵

卡普兰等

化器的关键特征正是为孵化企业和供应商 、顾客、科
研机构、其他孵化器等相关组织建立协同关系提供

计分卡促进组织协同，创造“企业价值 ”，将企业计
分卡划分为财务合力、客户合力、内部流程合力以及

等

［28］

认为平衡计分卡是易于理解并且容易
表达的评价方法，他阐述了集团总部可以通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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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成长合力 4 个部分。Johanna Vanderstraeten
通过大规模的访谈，分别从平衡计分卡的财务、顾

模效应进而降低孵化服务成本； 同时，目前很多营利
性民营孵化器将其收入来源定位于投资收益 ，为科

客、内部流程以及学习与成长 4 个维度界定了孵化
器协同价值创造的衡量体系，得到结论： 孵化器可以

技型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收入来
［29］
源； 因此，在参考郭俊峰等 对孵化器收入来源的

通过租金收入、服务收入、成本削减以及其他补贴来
实现财务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平台搭建，信息资

划分基础上，本文的财务层面主要通过孵化器与政
府、社会赞助机构、在孵企业等主体在内孵化网络主

源的流动以及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来实现客户维度
的价值创造； 通过内部流程的重构，包括： 企业入孵

体的协同作用所获得的租金收入 、服务收入、各项资
助、投资收益等来进行测量。
2） 客 户 协 同。Johanna Vanderstraeten 等［30］ 通

与毕业流程改进、外部知识专家等网络体系的构建 、
活动的组织等来实现孵化器内部管理过程的价值创
造； 通过持续的服务创新、服务效率的提升等来实现

过实证分析得出孵化器通过服务的提供来提升客户
（ 在孵企业） 价值，顾客价值创建导致了孵化器的差

学习与成长维度的价值创造。
因此，本文将在社会网络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理

异化。孵化组织事先建立起新企业成长所需的专业
价值网络，然后通过内部孵化活动帮助新企业比竞

论的基础上，从平衡计分卡的 4 个维度出发，以中国
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

［31］
争对手更快地获得所需的创业资源和技能 。 孵
化器作为客户 （ 孵化企业 ） 与其他网络关系主体之

心为案例，来研究基于多主体孵化网络协同关系的
科技企业孵化器价值创造问题，包括价值创造的分

间的桥梁，在客户协同上，具体是指孵化器通过搭建

类及其相互联系，为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运营、孵化
资源配置等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

2

网络协同视角下孵化器价值创造的
分析维度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网络协
同本质即是价值创造问题。平衡计分卡作为绩效评
估工具，越来越多的应用到组织协同价值创造的过
程中，可以作为本文衡量协同视角下科技企业孵化
器价值创造的理论工具。孵化器是通过与外部环境
实体建立联系来完成价值创造的过程，罗峰将孵化
器的合作伙伴分成 4 个类型： 技术提供型、人才提供
型、咨询服务型、风险投资型，孵化器为在孵企业提
供的增值服务正是借助政府、高校及科研、风险投
资、社会中介服务等合作伙伴来实现的。 借鉴 Kaplan 和 Norton 以及 Vanderstraeten 等的分类方法，同
时以国内孵化器的实践经验为依据 ，从财务协同、客
户协同、孵化流程协同、学习与成长协同 4 个维度出
发来研究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价值创造问题 。
1） 财务协同。 财务收入模式是科技企业孵化
器价值创造的导向和支撑。针对目前国内大部分的
孵化器来说，政府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补助是孵化
器的常规收入，租金收入仍然是孵化器的主要收入
来源； 其次，孵化器作业培育创业企业的科技服务机
构，服务收入应该是孵化器的主营业务收入 ，科技企
业孵化器协同孵化网络的各个主体为在孵企业提供
更多高质量的服务，一方面可以增加孵化器的服务
收入来源，另一方面通过整合的标准化服务产生规

各项公共服务平台帮助孵化器内部客户实现资源共
享，从而达到客户价值提升的目的。
3） 孵化流程协同。 孵化器只有为孵化企业提
供广泛的商业和网络支持才能导致最优的孵化产
出。孵化器通过为孵化企业提供产业或技术专业服
［32 － 33］
，也包括提供的基础设施和
务来创造顾客价值
网络联接； 同时，拓展外部市场等外部延展服务体系
［34］
是孵化器创造价值的关键点和主要来源 。 对于
处于初创阶段的科技型企业，人才、技术、市场以及

资金等要素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孵化器通过构
建与高校科研、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等主体的协同
关系网络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成长所需的关键资源 。
本文界定的孵化流程协同具体分为 3 块，分别是指
孵化网络主体间共同搭建的技术孵化流程 、产业链
孵化流程以及投融资孵化流程。
4） 学习与成长协同。 科技企业孵化器持续创
新、学习以及服务能力的提高与其自身的价值创造
是直接相连的。本文界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学习与
成长协同，主要是指孵化器作为孵化网络的中心节
点，协同孵化网络中的各主体带来孵化器服务的创
新以及整体品牌与形象的提升。
网络协同视角下科技企业孵化器价值创造的分
析维度与内容构成，如图 1 所示。

案例分析与讨论

3

单个案例的研究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细致的多
方位分析，并且与多案例研究相比，更能构建高质量
［35］

理论

。考虑到案例的典型性以及数据来源的完

整性和真实性等相关因素，本文选择了武汉东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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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对我国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3． 1

东创孵化器的网络协同发展趋势分析
在孵化器成立的初期，东创仅能为孵化企业提

供场地以及打字、通讯、税务登记等简单的服务，主
要是以基础的行政服务、后勤服务为主。自 1990 年
9 月起，东创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经济上自收
自支，自负盈亏，从 2000 年进行企业化改制之后，实
现由政策服务向功能服务转变，提供业务支持服务，
例如： 指导和培训，建立和完善了投融资服务、对企
图1

网络协同视角下孵化器价值创造的
分析维度与内容构成

技术创业中心（ 以下简称东创 ） 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东创成立于 1987 年 6 月，是我国第 1 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也是国内第 1 家由事业单位改制为公司化运
作的企业孵化器，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科技型中、小企
业服务市场，至今累计孵化科技企业达 1 000 多家，
孵化企业的行业大部分以电子信息类、光电一体化
类为主，培育了一大批科技企业和科技企业家 ，其中
凯迪电力、楚天激光等毕业企业已成长为国内著名
表1

业的管理咨询等服务。在长期的实践中东创不断地
2009 年将目光投向互联网，建设了
进行探索、创新，
互联网 + 孵化器的孵化云平台，提高孵化器的管理
服务水平。 东创首创地提出了孵化器产业化的理
念，并以创业人社区建设为方向，尝试产权式孵化器
的新模式，建设了中国第 1 条科技创业街，同时开创
了网络孵化器模式的先河。本文将东创的客户服务
内容主要分为 4 类： 行政服务、后勤服务、商务支持
以及网络关系服务，结合与东创主要负责人的调研
访谈以及官方资料整理，分析总结了东创客户服务
的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东创孵化器客户服务内容分析

服务

内容

行政服务

在成立初期仅能提供统一的传真、电话、邮件转发、税务登记等简单服务，目前已经没有提供； 现在主要以提供政府申报材料的制
作服务为主。

后勤服务

办公场地、中试场地、网络服务、后勤保障、餐饮、物业等

商务支持

主要以融资投资、技术转移服务为主； 同时开展法律、财政、管理等知识讲座； 还包括创业辅导、管理咨询、人才引进、市场推广等
服务

网络关系

帮助企业与政府（ 申请扶持资金等） 、金融机构（ 民生银行、工商银行、投资机构等） 、财务等中介机构、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机构
（ “985”、“211”国家重点高校的密集区） 等建立联系。

在东创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孵化器的服务内容
也一步步发生了变化，第 1 阶段是东创的成立初期，

光谷创业街，集中了 180 多家高科技创业企业、近千
名创业者，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源以及科技中介机构 、

主要提供行政以及后 勤 服 务 （ 孵 化 器 最 基 本 的 服
务，目前依然以此类服务为主 ） ，这一阶段服务的提

创投机构等服务机构参与。 同时，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内的科教实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东创通过与

供主要由创业中心自身实现； 第 2 阶段在这些基本
服务的基础上主要增加了商务支持服务 （ 除基础服

高校紧密合作，使得孵化网络拥有丰富的人才技术
资源。孵化器网络化发展使得创业中心更多依靠市

务外的主要服务内容 ） ，东创主要通过协同外部管
理咨询中介机构、高校专家等为企业提供指导和培

场力量发挥协同效益，有效解决了孵化器的资源先
天性缺失问题。科技企业孵化器由单一服务主体不

训支持； 第 3 阶段东创又在前面服务的基础上发展
了网络关系服务（ 处于培育发展阶段 ） ，强调通过外

断地向开放式的多主体协同网络化发展，通过与高
校、中介机构、科研院所、关联企业、投融资机构等其

部协同网络提供服务，帮助企业与其他相关企业、技
术合作伙伴、资金提供商等建立紧密联系。 东创通

他外部主体形成相互合作的网络组织结构 ，形成协
同效应。

2
过创业街带动协同主体的集聚，一整条 30 万 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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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协同视角下东创孵化器价值创造分析
同企业一样，价值创造同样是科技企业孵化器

提供了专业化的服务，使网络主体实现了各自的利
益，孵化器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据此，本文从平衡

所有经营活动中的核心。孵化器只有为在孵企业提
供广泛的商业和网络支持，才可以产生最佳的孵化

计分卡的 4 维度出发对东创孵化器价值创造进行了
分析，如表 2 所示。

3． 2

效果。孵化器将上述机构整合在一起，为孵化企业
表2

网络协同视角下东创价值创造分析

维度
财务协同

内容
孵化器主要收入来源包括： 租金及物业服务、企业服务（ 以资金服务及技术转让服务收益为主） 、政府补贴（ 房屋补贴、公益
性活动资助、绩效奖励等） 、少部分投资收益（ 持股计划： 通过打包服务对入驻企业占 0． 5% ～ 1% 的股份） 、同时还通过电
子化平台、能耗控制降低物业管理成本。

客户协同

实现客户信息、投资、服务、国际资源共享： 建立园区智能化互动服务系统（ 一站式服务、活动、培训、圈子、开放与第三方平
台合作） ； 创业资讯平台（ 提供最新资讯、活动、政策、房屋、商业等信息） ； 建立企业发展电子文档数据库（ 分析企业成长过
程，为金融、投资、征信等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提升客户服务价值： 投融资服务价值、全行业信息充分交流价值、国际化资
源共享价值、孵化企业成长性鉴别。

孵化流程协同

技术孵化流程： 与武大、华科等众多重点高校以及国家级科研机构紧密合作； 不定期举行创业企业培训（ 各种法律、财政、
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讲座） 。产业链孵化流程： 基于创新服务云平台建设，构建企业信用平台体系（ 企业每笔贷款前后跟
踪管理，对产品销售和平台资金进行监管以及全生产经营过程的征信体系） ； 信物宝电商平台（ 将产品分销和电商创业结
合，平台集供应商、分销商、服务商为一体，提供企业、产品展示平台，帮助企业推广商品为主，对接上下游企业，同时整合
资源来吸引供应商和创业者加盟） 。投融资孵化流程： 信物宝金融服务平台（ 对接投融资机构，提供融资服务和贷款担保，
仅收取 2% 费用； 通过大数据整合企业数据、创新性的将贷款资金直接支付给供货方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信用参考及贷后
管理） 。

学习与成长协同

基于云及移动互联网的孵化服务平台创新； 探索在线化路演活动新模式；
建立分园（ 苏州、成都等） ，实现了跨区域品牌建设格局；
面向国际，携手比利时瓦隆州 6 大科技园，共同发起、组织开张 CBTC 项目（ 中比高科技孵化园区） ；
光谷创业一条街产业化孵化模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

案例通过对上述孵化器网络协同视角下的价值
创造进行分析，发现在学习与成长协同上，同企业一

长足发展的基础，东湖创业中心通过网络服务平台
的创新、“走出去”的品牌发展战略以及大胆的尝试

样，孵化器也需要通过无形资产的价值提升来形成
自身的竞争优势，通过运营模式的不断创新形成学

产权式孵化器的建设实践 （ 学习与成长协同 ） ，不断
地吸引了更多的高校和外部企业团体等网络主体 。

习与成长合力。在孵化流程协同层面，东湖创业中
心积极对接高校、金融机构、关联企业等主体，通过

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东创不断形成了自身特色并
聚集相应资源，通过联合周边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

在孵化网络内建立规范化的流程和体系实现资源利
用效率的最大化，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和价值链整

构等主体有机结合成完整的网络孵化体系 ，来促进
孵化流程协同，改善在技术、产业链以及投融资上的

合。作为科技型企业以及创业企业成长的摇篮，东
创通过采取不同形式的服务平台，实现客户 （ 即孵

服务流程（ 孵化流程协同 ） ，通过园区服务系统为客
户带来了技术、市场、资金等资源的共享以及有效配

化企业） 的信息交流以及资源共享，提升客户价值
的同时也为自身带来服务收益。 在财务协同上，围

置，从而提高了服务效率，实现了客户价值的提升
（ 客户协同 ） 。 创造客户价值是孵化器取得经济收

绕东创的各主体通过共享客户资源，在协同关系网
络中获取各自收益，东创则主要通过租金收入、有偿

益的关键，一方面为客户提供资源共享可以帮助孵
化器获得来自孵化企业的租金以及服务收入 （ 目前

服务的提供、政府补贴赞助以及对企业的投资收益
来形成持续的财务能力。

租金服务仍然是孵化器收入的主要来源 ） ，另一方
面实现创业企业价值的提升，是政府发展区域经济

对东创孵化网络的案例分析中，发现 4 个方面
协同关系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彼此存在逻辑关联，因

的需要，
地方政府会给孵化器的建设带来补贴资金的
，
支持 同时也有效的提高了孵化器的投资收益，实现

此构建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基于协同关系的价值创造
逻辑模型，如图 2 所示。 持续不断的服务创新以及

了财务协同。因此，
实现价值创造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网络协同包括： 财务协同、
客户协同、
孵化流程协同和

品牌知名度的是实现孵化器的战略目标也是其取得

学习与成长协同，
且它们存在相互的逻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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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同关系的东创孵化器价值创造逻辑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实地调研和现有资料整理的基础上，通

过对我国第 1 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的
案例研究，基于服务升级视角探讨了科技企业孵化
器协同发展趋势，从平衡计分卡的 4 个维度剖析了
孵化器的网络协同下的价值创造问题，这些协同关
系通过一定的逻辑联系而相互作用，学习与成长帮
助孵化器改进服务和提升无形资产价值，从而优化
内部孵化流程，流程的优化带来客户价值的提升 ，促
进了基于科技企业孵化器财务上的可持续增长 。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对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协
同网络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孵化器在为孵化企业提
供后勤、行政等基础服务的同时，更要关注孵化企业
商业能力的培育，通过项目的成功反哺孵化器，从而
盘活自身的“造血”功能； 科技企业孵化器实现孵化
网络协同发展，可以走品牌发展的道路，通过孵化器
的品牌效应吸引更多优秀的创业团队以及天使投资
等机构，形成孵化服务平台的集聚，从而有利于更好
的对接孵化资源； 政府在提供租金优惠、人才补助等
优惠政策的同时，更需要通过建立政策引导机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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