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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众创空间的发展现状及对策

李朝晖

（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南京市众创空间在发展中具有地理分布较集中、空间面积趋规模化、工位数分布较分散、发展模式多样

化、服务内容全面、盈利模式多样等特点，但同时也存在载体服务同质化程度高、创业服务能力不足、持续服务能

力堪忧、创业资源聚合不足、创业生态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合理规划众创空间布局、打造

众创空间集聚地、建设创业服务云平台、打造众创空间品牌、加强人才培养、建设众创空间联盟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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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创空间是科技部在调研北京、深圳等地的创

客空间、孵化器基地的基础上，总结各地为创业者服

务的经验，提炼出来的一个新词。学者们将众创空

间归纳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本土化创客

空间［１］，是创客空间＋孵化器
［２］，也可以将其理解为

线上线下的自组织孵化器［３］，即具备孵化企业和投

融资的双重属性［４］，是对现有创业服务体系的一种

拓展和延伸［５］。作为支撑“双创”事业的新型创业服

务平台，国务院多次发文积极推进众创空间的发展。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第９号文首次提出要大力“发展众创

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第３２号文提出要“做大

做强众创空间，完善创业孵化服务”，第５３号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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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发展专业众创空间，为创新创业者提供跨行

业、跨学科、跨地域的线上交流和资源链接服务”。

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发布第７号文强调“继续推动众创空

间向纵深发展”，以“有效支撑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

产业转型升级”，第３５号文提出要“依托众创空

间……协同完善双创政策体系”。南京作为省会城

市，科教资源丰富，但在创新创业资源的集聚方面却

落后于省内城市苏州。２０１５年４月，南京市政府发

布《关于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好苏南国家

资助创新示范区建设排头兵的意见》，明确将依托南

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打造众创空间，推动南京“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建成全国一流、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创新型城市。此后，南京市

众创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截至２０１６年

底，南京市列入市级备案的各类众创空间有１６２家。

本文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对南京市众创空间的发

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探究，以期提出科学的发展

对策建议，促使南京市在促进创新创业资源配置和

集聚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一、南京市众创空间的发展现状

为全面分析南京市众创空间的发展情况，本文

搜集了２０１６年南京市９７家众创空间的年报数据、

８６家众创空间的申报材料，并对１６家众创空间进

行了专门调查。

（一）南京市众创空间的发展概况

１．地理分布较集中。南京市众创空间主要集

中在江宁、雨花台、秦淮、鼓楼、玄武、栖霞和建邺７

区。根据南京市科委的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１７年第

２季度末，南京市共有众创空间１７３家，其中坐落

在江宁、雨花台、秦淮、鼓楼、玄武、栖霞和建邺７区

的众创空间有１４５家，占比８３．３３％，高于这７区

２０１６年的经济规模占比①。从具体选址看，南京

市众创空间倾向于选择高校周边及产业园区内。

２０１６年，９７家众创空间中有３０家设立在国家高新

区内，有２６家由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南京典型的

众创空间集聚区是江宁区秣周东路（７家）、鼓楼区

新模范马路（５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７家）和

新港高新技术工业园（８家）等。

２．众创空间面积趋规模化发展。２０１６年登记

在册的９７家众创空间总面积为３９．２８亿平方米，

平均面积４０４９．５６平方米。其中，最小的众创空

间面积只有３６０平方米，是位于江苏省南京化学工

业园区宁六路６０６号的新材智库；最大面积的众创

空间是南京市铁路北街１２８号 Ａ 栋４０５室的

Ａｍａｋｅｒ创客孵化器，总面积有８００００平方米。总

面积在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平方米的众创空间数量最多，

占比４７％；总面积在５００平方米及以下的只有４

家，占比４％；总面积在５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的有１８

家，占比１９％。

３．工位数分布较分散。众创空间的发展定位

和运营特色决定了其提供的工位数的多寡。２０１６

年９７家众创空间提供了１５２２１个工位，平均每家

众创空间提供了１５７个工位。工位数最少的是南

艺ｅＦａｂＬａｂ创客空间、Ｆ空间、牛立方和神光众

创空间，每家只有１个。工位数在１０００个以上的

是依托大企业的一寸创客空间和腾讯众创空间。

９７家众创空间中有２９家提供的工位数在５０个以

下，但也有１６家提供的工位数在２００个以上。在

工位之外，大多数众创空间都配置了休闲区、会议

室和路演活动区，以满足创业企业不同阶段的

需求。

４．发展模式趋向多元化和综合性。笔者重点

考查了３５家众创空间的发展模式，发现其中依托

高校资源的创客孵化型众创空间有１０家，占

２８．５７％；资本引领或注重投资的众创空间有７家，

占２０％；以活动聚合为主的众创空间有６家，占

１７．１４％；具备专业细分领域的众创空间有５家，占

１４．２９％；房地产特征明显的众创空间有３家，占

８．５７％；其他类型的众创空间有４家，占１１．４３％。

这些众创空间大多不会倚重单一模式发展，一般会

采取两种或三种模式平行发展，如活动聚合＋创业

投资或大企业依托＋综合服务。

（二）南京市众创空间的服务内容与盈利模式

１．服务内容全面。南京市众创空间的服务内

容可分为基础服务、创业服务、金融服务和特色服

务４类。９７家众创空间均提供办公场地、社交空

间、水电、宽带、照明、空调、办公桌椅、打印机、复印

机、投影仪等基础服务和导师辅导、教育培训、创新

创业活动等创业辅导服务，有２２家直接提供公司

运营支持服务，绝大部分众创空间提供技术创新服

２１

① 南京市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显示，江宁、雨花台、秦淮、

鼓楼、玄武、栖霞和建邺７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

６４．７２％，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为４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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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只有众创王巢和南艺ｅＦａｂＬａｂ创客空间２家

没有提供投融资服务。除此之外，还有个别众创空

间运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向创业团队提供特色服务。

例如：南京星客汇众创空间利用龙头企业的资源优

势，充分整合国内卫星通信产业链优质资源，采用

“在岗创新，平台创业”政策，向创业大学生和企业

内部员工提供卫星通信与导航知识产权平台、云卫

通服务电商平台等平台服务；奇思汇众创空间通过

运营新媒体平台（包括奇思汇官方微信、奇思汇微

信公众号平台、奇思汇新浪微博、奇思汇官网、奇思

汇豆瓣小组等）为创业者提供广泛的共享交流、对

接创投、展示产品和项目宣传渠道。

２．盈利模式多样。盈利模式关系众创空间的

持续服务能力，目前众创空间的盈利模式有场地出

租、服务收费、投资收益、财政补贴等类型。调研发

现，当前南京市众创空间多采取多元化盈利模式，

极少数众创空间采取一种盈利模式。服务收费、财

政补贴和场地出租是当前南京市众创空间的主要

收入来源，在９７家众创空间２０１６年的总收入中分

别占比５１．６６％、２５．１９％和１０．６８％。大多数众创

空间会同时采用上述４种盈利模式。另外，在上述

９７家众创空间中，有３４家不通过提供有偿服务来

获取收入，有５４家没有场地出租收入，有３家没有

获得财政补贴。众创空间的收入差别也很大，有

４８家服务收入超过１０万元，有４家众创空间的服

务收入不足１万元，有７７家众创空间必须依赖财

政补贴才能实现收支相抵，只有１３家众创空间的

场地出租收入高于１００万元。投资收益虽然是很

多众创空间选择的盈利模式，但目前只有１０家实

现了投资收益。

二、南京市众创空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载体服务同质化程度高，同业竞争激烈，载体

空置严重

　　载体服务同质化程度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服务的行业领域，二是服务的内容形式。在专

门调查的１６家众创空间中，仅４家众创空间专注

服务特定产业，有１１家众创空间以电子信息产业

作为主要服务产业。１６家中有２家免费提供工

位，有１家提供第三方服务对接，其余各家的服务

内容均局限于工位出租、投融资服务、培训辅导和

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内容和形式雷同，缺乏个性化、

特色化服务。同质化服务导致同一区域的众创空

间竞争激烈，并因此抬高了运营成本，加大了经营

难度。政策引致的众创空间数量快速增长和众创

空间服务高度同质导致的结果是，在行业发展的初

期就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市场风险：一方面，能够

提供优质的专业化服务的众创空间载体不多；另一

方面，一些众创空间载体面积严重空置。

（二）创业服务能力不足，创服人员和创业导师的素

质有待提高

　　众创空间服务人员和创业导师的素质决定了

其向入驻团队和企业提供的服务类型及质量。目

前各众创空间配备的服务人员和创业导师数量均

较多，但是一些众创空间创业服务人员没有参加过

专业化培训，缺乏培育初创企业的经验，在注册登

记、法律咨询、知识产权服务、培训教育等方面无法

为创业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直接影响了创业

者的创业效率和创业热情。通过对８１家众创空间

７６３名管理人员的资质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仅３３７

人参加过专业化培训，占比４４．１７％。有５家众创

空间的管理人员没有参加过任何专业化培训。创

业导师应具备向初创企业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这

些能力来自于创业导师自身的创业、技术开发或企

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这样才能帮助初创企业

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经营管理、技术、融资等方

面的难题。但部分众创空间的导师缺乏相关经验，

或配备的导师结构不合理，难以为入驻团队或初创

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三）载体运营成本高，创业服务持续能力需要加强

场地费用、人员费用和管理费用是众创空间的

主要运营成本，在接受调查的１６家众创空间中有

７家认为运营成本过高，其单位工位运营成本为

２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元，人员费和场地费占比为３７％～

８７％；单位工位总收入为１９００～１８９８０元，房租、

服务和投资三项收入占比为０～８１．４８％。相较于

这７家感受运营成本过高的众创空间，２０１６年南

京市９７家众创空间的平均运营成本为２６３．２万

元，单位工位的运营成本为１．６６万元，其中，人员

费用０．５５万元／工位，场地费用０．５４万元／工位，

高于上述众创空间的最高水平。过高的运营成本

导致大部分众创空间收支难抵。２０１６年南京有５５

家众创空间的总收入不能抵补运营成本，占比

５６．７０％。这些亏损的众创空间的平均运营成本为

２５２．３５万元，单位工位的运营成本为２．２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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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员费用为０．４９万元／工位，场地费用为０．９９

万元／工位。与较高的运营成本相对应的是，以工

位提供数计算的平均房租及物业收入为２１８０元，

远远低于单位工位的场地费用。缺乏可持续发展

能力成为绝大多数众创空间面临的共同难题。

（四）创业资源聚合不足，品牌影响力尚需打造

创业不是一种单要素行为，而是由许多资源有

机聚合形成。创业资源包括创业人才、创业资本、

创业技术、创业市场等。众创空间则是要实现资源

集聚，为创业者提供一个全要素平台。当前南京市

众创空间在人才、资本、技术等方面的资源聚合均

有不足，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专业化众创空

间比例低，大部分众创空间难以对入驻企业提供技

术支持；二是众创空间载体面积空置，吸引的创新

人才不足；三是资金缺乏仍是常态，大部分众创空

间项目求“钱”若渴；四是众创空间服务领域过于分

散，产业集群效应难以形成。在品牌打造方面，目

前，一些知名众创空间已开始落户南京，如腾讯众

创空间、创客邦、氪空间、启迪之星等，但除腾讯众

创空间之外，其他几家众创空间在南京市的表现都

不够优秀，还未出现领军企业。另外，南京市一些

优秀的本土众创空间已开始注重打造自己的品牌，

如紫丁香众创空间找专业设计公司设计自己的

ＬＯＧＯ，并建立公司内部ＶＩ系统等，但受运营策略

等影响，年度亏损严重，持续服务能力受限。总体

而言，南京市大部分众创空间缺乏品牌建设意识，

普遍存在员工创新力不足、管理制度不完善、宣传

过于追求流量和吸引眼球等问题。

（五）产学研结合不足，创业生态环境有待优化

产学研紧密结合有助于众创空间集聚创新创

业人才，优化创业生态，调研发现，南京市众创空间

的产学研结合不够充分。由于高校是产学研结合

的重要参与者，为此笔者考查了５６家众创空间与

高校的关系。调研发现，有２１家众创空间在运营

中与高校没有任何联系，有１２家是由高校或科研

院所设立，有３家设立在高校科技园内，有１３家众

创空间与高校开展深浅不一的合作，有７家对接大

学生创业项目。营造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有助于

激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提高创新创业产出，实现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良好的创业生态需要宽

松的政策环境、活跃的创新文化、开放的公共服务、

畅通的信息渠道等。调研发现，南京市众创空间对

创新创业氛围的感受差，大多数众创空间认为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有待完善，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对５６家众创空间绩效申

报材料的研究发现，当前南京市大部分众创空间多

以自我为中心，各自埋头发展，彼此间缺乏合作，导

致资源紧缺与闲置并存，众创空间未能发挥资源共

享、信息共享的作用。

三、南京市发展众创空间的对策建议

（一）总体规划，合理布局，引导众创空间差异化发展

根据南京市产业发展规划和各区域的产业特

色及资源分布，从总体上对众创空间布局进行合理

规划，要利用众创空间备案及激励政策引导各区域

众创空间的发展方向，鼓励特色化和差异化发展。

对已建设的众创空间，要择优汰劣，鼓励兼并收购

及联合发展，推动众创空间与社会资本合作，提高

已建设众创空间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对于新

建众创空间，要严格审批与备案制度，加大对模式

创新型和公益型众创空间的支持力度，提升财政补

贴资金的孵化效益。

（二）打造众创空间集聚地，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以众创空间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为线索，

围绕政策、市场、人力资本、融资等方面构建具有区

域特色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促进并巩固目前市场

自发实现的众创空间集聚，鼓励众创空间进行资源

共享，鼓励众创空间与大型企业、跨国公司以及高

校、科研院所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拓展软性服务的

资源空间，提高资源质量，构建创新网络与创业资

源、具体产业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区域产业转型

的持续推动力。

（三）建设创业服务云平台，提高创业服务效率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众创空间云创业

共享服务平台，运用互联网ＧＩＳ技术实现服务平

台对全市所有众创空间的覆盖，使政府、投资者、创

业者各方能够实时查询各众创空间内的企业入驻、

孵化、投资等情况，并对众创空间的建设和管理进

行实时监测，防止载体过剩，及时洞察潜在的不良

商务模式。要充分发挥政府性公共平台的优势，协

助各众创空间做好培训辅导、技术支撑和媒体宣传

工作，扩大创业服务要素使用的规模效应，增强众

创空间企业信息的透明性，构建创业者、投资者、创

业服务机构之间的沟通桥梁，提高创业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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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众创空间品牌，发挥典型示范效应

选择一批有亮点、有潜力、有特色的众创空间，

通过政府资助和媒体宣传，打造知名品牌。通过传

播创新创业文化，展示典型众创空间模式、优秀创

业导师、创新创业典型人物等，大力培育企业家精

神和创客文化，发挥典型示范效应。大力支持众创

空间的联合发展，鼓励有实力的众创空间开展对外

投资并购和股权合作，实现规模化、全球化发展，提

高南京众创空间的影响力。

（五）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创业服务人员专业素养

出台政策支持教育培训机构、学术咨询机构、

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开展学术交流、专业培训，建

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管理团队，提高众

创空间专业化运作与管理水平。优化完善南京人

才引进政策，针对细分领域的顶尖人才团队，给予

超常规资助，拓展人才高地，提升人才引进的层次

和水平。强化科技人才的创业教育制度建设，通过

产学研合作建立以创业导师为主导的创业人才培

养体系。建立人才柔性流动制度，鼓励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与大型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允许符合条

件的科技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可保留基本待遇到

企业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或创办企业。

（六）建设众创空间联盟，促进高校众创空间与社会

众创空间联动发展

　　鼓励众创空间建立行业协会或联盟，发挥众创

空间联盟的凝聚与协同作用，推动众创空间广泛吸

纳社会资源，实现跨界合作、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和

互惠互促。建立有效的高校众创空间与社会众创

空间联动发展机制，鼓励众创空间与天使投资、创

业投资等结合，促进资源、资本、信息及政策服务的

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１］张娜．众创空间———互联网＋时代本土化的创客空间

［Ｊ］．科协论坛，２０１５（１０）：２２ ２５

［２］王佑镁，叶爱敏．从创客空间到众创空间：基于创新２．０

的功能模型与服务路径［Ｊ］．电化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１１）：

５ １２

［３］刘志迎，孙星雨，徐毅．众创空间创客创新自我效能感

与创新行为关系研究———创新支持为二阶段调节变量

［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１７（８）：１４４ １５４

［４］蒋安琦，尚超．关于大学建立众创空间的思考：基于创业型

大学的视角［Ｊ］．安徽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４）：１０７ １１２

［５］邵永新，倪芝青．关于众创空间的理论研究及思考［Ｊ］．

江苏科技信息，２０１６（６）：４ ７

（责任编辑：刘　鑫）

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