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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创新协同发展的最佳实践（一）：旧金山湾区 

 

美国、以色列、日本等国建设国际都市区的成功经验，为雄安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

借鉴。第一财经研究院梳理了绿色创新协同发展的城市最佳实践案例，以期为雄安

新区的规划和发展提供更多具体的对标。 

 

  

201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

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

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

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13 日，《新

华社万字长文，揭秘雄安新区决策全过程》

提到，从国际上看，很多国家探索解决“大

城市病”问题，都是用跳出去的办法，迄今

看也是有效的、成功的。在世界一些知名大

城市，旁边也有伴城。例如美国纽约之外有

新泽西，旧金山附近有圣荷西等；以色列的

特拉维夫之外，有创新之城海法；日本东京

50 公里之外，则有高新产业集聚地的科学城

筑波。上述建设国际都市区的成功经验为雄

安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雄安新区的规

划和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标这些最佳实

践的案例。 

以旧金山湾区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以

前，湾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旧金山和奥克兰

两座城市。80 年代后，随着湾区其他边缘城

市大型办公中心的快速发展，新的工作岗位、

商务空间不断扩大，旧金山商务区及奥克兰

中心区的许多功能被逐渐转移到这些区域，

再加上与旧金山和奥克兰相连的高速公路

或海湾快速铁路系统(BART)的逐渐完善，旧

金山周边的新兴城市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

如圣何塞（San Jose）、圣拉蒙(San Ramon)

和沃尔纳特克里克(Walnut Creek)等几座发

展最完善、特征最明显的傍城，尤以圣何塞

最为著名，不仅培育出了世界创新中心硅谷，

而且这里的宜居美名也尽人皆知，同时还是

自由艺术与文化之都。 

01 创新城市 

说到旧金山就不能不说它出色的创新

能力。长久以来，旧金山湾区(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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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是 Google、Apple 以及 Facebook 等高科

技创新企业的风水宝地，已经成为了人们关

注的前沿技术的汇集中心。从全新的产业到

既有的行业，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高科

技、数字媒体、清洁技术、金融服务，国际

商务、专业服务，餐饮、零售行业都体现出

了极佳的创新能力。 

 政策创新 

从区域协作来看，旧金山市正在全力打

造“创新回廊”，不同的区域承担着不同的

创新产业。包括金融专业服务、新中转枢纽、

数码媒体信息产业、生物技术、清洁技术、

可持续发展项目。 

在 2008 年，全市通过了最严格的美国

绿色建筑标准之一。所有新建筑必须符合由

市长代领的绿色建筑工作队制定的绿色建

筑标准。为了激励房地产开发建设采用

LEED 金级标准，旧金山市创造了一个房地

产开发商的激励政策。该项目致力于通过与

规划部、房屋检验部、公共工程部的协调对

符合 LEED 金牌认证的建筑采取优先处理。

这种激励使得所有正在修建的新建筑物都

以 LEED 金级认证为标准建设。 

该市还开发了太阳能安装奖励制度—

—Go Solar SF，一项用于光伏系统安装的优

惠政策，再加上加州太阳能计划和联邦税收

抵免退税，在旧金山的成本奖励制度可以支

付一半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费用。 

 金融创新 

旧金山作为先进的全球性商业枢纽，服

务于这种创新文化的风险投资公司在世界

也是密度最高的。风险投资是旧金山金融领

域创新的最好实践者。硅谷拥有世界上最完

备的风险投资机制，硅谷的发展自始至终主

要依靠风险资本的支持。一些优秀的风险投

资机构往往活跃于高风险、高投入和高回报

的高新技术产业，为这些企业的创办提供了

最初资金，并能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

化，使一些优秀的成果快速实现商品化。 

另外，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不仅仅是提

供风险资金，还要对高技术公司提供各种经

济技术咨询服务，在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

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

风险资本就是硅谷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许多

风险投资成立的“孵化器”致力于培育早期

技术企业。 

硅谷的内部激励机制与管理的创新也

是金融创新的重要一环。从硅谷发起的备受

推崇的职工持股计划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

从公司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购买本公司

的股票分到职工名下；二是由公司担保从银

行借款购买本公司股票分到个人名下；还有

的从职工薪水中扣除与股票价值相当的一

部分钱，然后给职工分股票。该模式充分体

现了以人为本和确认人力资本产权的核心

地位思想，同时将职工利益与公司发展紧密

结合，职工与公司共同进退，实现了有效的

内部激励。 

旧金山湾区的经济吸引和支持的活动

以及服务范围还包括：多家美国最大的银行，

30 多个国际金融机构和太平洋交易所都选

择旧金山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基地。此外，

比起纽约还有更多私募基金设在旧金山。旧

金山是除纽约外美国仅有的有资格作为主

要全球银行服务中心的城市。这里拥有成熟

的商业服务，包括企业领导的法律和 IP 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风险投资。 

 技术创新 

以硅谷为中心的旧金山湾区高新技术

基础研究实力雄厚，主要位于硅谷、旧金山、

伯克利、利弗莫尔等几个地区。受益于城市

多样化的劳动力支持和活跃的创新氛围，旧

金山湾区在诸如生物技术、清洁技术、金融、

数字媒体和信息技术等方面有极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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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从发展角度看，技术的创新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防工业、60 年代的半导体

集成电路产业、70 年代的微处理器、80 年

代的个人电脑、90 年代的互联网、以及近年

来的人工智能、无人驾驶、VR 等高新技术。

不为人所知的是，旧金山湾区除了全球创新

中心的超强科技实力以外，在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的研发上，尤其是可持续能源领域也是

执牛耳者。 

旧金山湾区的技术创新得益于在硅谷

聚集着为数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如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研

究型大学，此外还有多所专科学校和技工学

校，以及圣何塞州立大学和圣塔克拉拉大学、

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劳伦

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桑迪亚国家实验

室、农业部西部地区研究中心、信息技术社

会效益研究中心、国家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

心、斯坦福国际研究所、斯坦福Bio-X中心、

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这些机构不仅培养

了一大批了解市场、专业素质过硬的创新科

技人才，更将人才、教学以及科研与周边企

业有机的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了创新互动。 

另外，硅谷有世界上最大的信息产业集

群，这里集中了大量高度分工、相互交融的

产业元素。一方面，通过在集群中采用开放

型、网络化生产结构，能够有效规避和降低

集研、制、销于一身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与巨

大风险，同时增强企业应对多变市场的能力；

另一方面，企业在群中的聚集可以带动相关

市场和服务业等的发展。这些市场反过来也

会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 

02 绿色城市 

 绿色低碳 

在绿色城市建设方面，旧金山拥有全美

最大的替代燃料市政车队，是回收率最高的

美国城市之一，转移垃圾填埋场近 70%的垃

圾；包括目前已安装或正在建设中的，旧金

山有两个以上的城市太阳能发电装置；是亲

环境立法的领导者，全市禁止使用非生物降

解的食品袋、泡沫塑料，以及城市设施中的

瓶装水和选择性杀虫剂。 

旧金山已制定了一个 2020 年的宏伟目

标。该市承诺通过充满雄心的气候行动战略，

到 2020 年将努力实现 0 垃圾填埋、50%的

可持续出行方式、100%可再生能源、增加

森林碳汇。 

 水与能源 

旧金山湾区的成功发展离不开丰富的

水资源和稳定的能源供应。旧金山是全美人

均水资源消费最低的城市，并且是可再生能

源领域应用和研发的领导者。但为了应对日

益加剧的水和能源问题的挑战如气候变化、

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公共事业基础设施老

化等问题，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San 

Francisco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将旧

金山水资源与能源的发展规划纳入统一管

理，专门编制了 OneWaterSF 来统筹规划全

市的水与能源事宜。 

OneWaterSF 致力于在继续推动旧金山

强大创新传统的同时平衡当地的生态系统，

以打造可持续、宜居的环境和城市。同时，

该规划也鼓励创造性的水和能源解决方案，

为创新性的水与能源利用技术提供平台和

空间，以达到最大化高效利用有限的水和能

源资源的目的。 

从 2012 年开始，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

会运营的新型水处理系统使得全市的饮用

水消费量下降了 65%。此外，旧金山公共事

业委员会发起的城市流域管理项目和非饮

用水项目也使得城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得

到大大提高，充分利用包括地下水、雨水、

回收水在内的各种水资源。具体举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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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水资源保护项目，通过提高效

率和减少浪费打造水资源高效利

用的旧金山。 

➢ 用回收水浇灌公园和高尔夫用地。 

➢ 推广建筑内水资源循环，用回收水

用来冲洗卫生间以节约饮用水。 

➢ 将地下水引入地表以最大化可利

用水资源。 

➢ 通过城市排水系统充分利用雨水。 

➢ 在将废水和雨水排入旧金山湾和

太平洋以前进行充分处理，以保护

环境和健康。 

能源方面，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大力

推广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过去，位于

Sierra Nevada 河上 385MW 的水电站被认为

是整个旧金山湾区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来源，

但近年来，大量的光伏发电项目和生物质项

目在旧金山湾区得到了蓬勃发展。值得一提

的是，旧金山非常重视处理水与能源的联动

关系，跳出水生产、污水处理、能源三者的

边界，以统一的视角考虑三者的协同发展。

措施包括： 

➢ 在水处理设施上安装节能设备。 

➢ 在抽水设备上安装光伏发电设备、

在废水处理厂内安装沼气发电设

备，有效降低水处理过程中的能源

使用和温室气体。 

➢ 通过新技术将废水中的物质转化

成生物质燃料。 

 大气治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旧金山地区也

曾经历过严重的臭氧和颗粒物污染。但是经

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通过出台《1970

清洁空气法》、编制《污染物减排实施计划》、

实施固定源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加强机动

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措施、鼓励拼车以及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措施，对污染源采取综合

控制措施，旧金山的大气恢复了往日的清洁。 

03 绿色创新协同发展 

 协同效应 

从旧金山的经验看，城市的绿色发展和

其创新能力之间有正向的协同效应，创新能

力强的城市会更注重清洁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而宜居的生态环境也吸引着更多的优秀

的前沿科技人才前来定居和工作，且优美的

环境也有助于提升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工作

效率，如此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许多人都把

舒适宜人的环境作为他们留在硅谷的一个

主要理由，硅谷每年有 300 天日照，四季气

候宜人，城市环境优美，户外活动方便。而

这种对环境的高度要求结合硅谷超强的技

术能力也客观上促进了清洁能源技术的创

新发展。 

 绿色技术 

清洁能源技术与绿色环保技术的发展

一直是旧金山经济发展的着眼点，也是旧金

山将绿色、创新等概念进行有机融合协同发

展的最好载体。赫赫有名的劳伦斯伯克利国

家实验室也位于旧金山湾区奥克兰的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劳伦斯实验室也奠定了旧

金山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的地位。旧

金山是一个创新、知识资本的领跑者，能为

企业的发展提供全球最好的员工和最好的

生活品质。有超过 225 家清洁技术企业总部

设在旧金山，越来越多的清洁技术企业做出

同样的选择，因为这种兼具技术、政策、经

济、人才、环境等多方面的竞争优势只有像

旧金山这样的地方可以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