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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城市进行时

概述
■ 第一太平戴维斯技术城市不仅是所在区域的重要技术中心，也是风
投关注的热门市场。这些城市活力四射，生活工作两相宜，对人才富有
吸引力。第一太平戴维斯技术城市指数考察的是技术城市的成功要素。

■ 技术城市的表现整体优于其他国际中心城市。十年后30个技术城市
的GDP预计将在当前基础上增加36%，同期其他发达城市的GDP增幅仅
19%。

■ 纽约赶超旧金山，登上本期技术城市指数排行榜榜首。纽约人才储备
充足，且素有全球商业中心之美誉，成为当之无愧的顶尖技术城市。

■ 中国城市奋起直追，技术产业的风投规模现已赶超美国城市。过去三
年，北京技术产业的年均风投额达到340亿美元，超过纽约、旧金山。

■ 中国城市在共享交通服务领域也是佼佼者。然而，伦敦凭借交通设
施的创新发展以及适合骑行、步行的城市形态，夺得本期技术城市“移
动性”分项排行榜的首位。

■  联合办公的扩张与全球技术产业的增长密切相关。联合办公平均每
个工位的成本约590美元每月；旧金山的联合办公成本最高，每个工位租
金高达1,050美元每月。

走在全球技术
前沿的城市

第一太平戴维斯《技术城
市》系列报告现已更新至第三
期，“技术城市”考察对象也增
加到30个。本期新入榜的城市
中有五个大陆城市——上海、北
京、深圳、杭州、成都。

技术城市作为技术创新的
试验场，在应对交通挑战时同
样走在最前列。 

我们在技术城市评估体系
中新增了“移动性”这一指标，
以衡量创新交通方式的有效性
以及比较优势。“移动性”从居
民出行的角度衡量城市交通基
础设施的价值。

纽约
旧金山
伦敦
阿姆斯特丹
波士顿
新加坡
洛杉矶
奥斯汀
斯德哥尔摩
哥本哈根
多伦多
西雅图
东京
巴黎
上海
柏林
北京
特拉维夫
都柏林
香港
巴塞罗那
墨尔本
首尔
深圳
杭州
成都
圣地亚哥
布宜诺斯艾利斯
班加罗尔
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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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城市进行时

第一太平戴维斯技术城市
定义篇
■ 所在区域的重要技术中心
■ 风投资本的主要目的地
■ 受到有扩张需求的国际技术企业的密切关注
■ 活力四射，且适合居住与工作
■ 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以及强大的人才吸引力

第一太平戴维斯技术城市指数考察的是技术城市的
成功要素。我们使用逾100个不同指标对每座城市进行评
分，从公司设立周期到一杯平白咖啡的售价。所有指标分
为六个大类：商务环境、技术环境、城市活力及健康、人才
储备、房地产成本以及移动性。每个大类根据其对技术产
业的重要性被赋予相应权重。

商务环境
■ 投资
■ 金融及商务服务业规模
■ 企业开办便利度
■ 研发/创新
■ 空间连接
■ 企业经营成本（监管、税收、薪资）

技术环境
■ 风投资本
■ 技术产业的规模/价值
■ 技术基础设施
■ 技术参与度

城市活力与健康
■ 城市健康指数
■ 城市活力指数
■ 居住成本

人才储备
■ 高等教育资源
■ 移民及人才吸引力
■ 城市年轻指数

房地产成本
■ 办公空间及住宅物业租赁成本
■ 联合办公成本

移动性
■ 共享交通服务
■ 地铁系统
■ 城市基础设施品质

技术城市指数六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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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赶超旧金山，登上本期技术
城市指数排行榜榜首

纽约一马当先

纽约人才储备充足，且素有全球商业中心之

美誉，成为当之无愧的顶尖技术城市。纽约拥有

闻名全球的高等学府、浓厚的商务氛围以及强大

的全球连通性，其对世界一流人才的吸引力更是

锦上添花。此外，纽约的风投资本规模在过去三

年一直领先于旧金山。

伦敦位列第三。伦敦在“城市活力与健康”以

及“移动性”这两个指标上表现尤其出色（详见第

5页图表）。伦敦依然是欧洲的主要技术枢纽；从

2018年欧洲城市获得的风险投资来看，伦敦的风

投资本近为其最大竞争对手巴黎的三倍。

阿姆斯特丹位列第四，与伦敦差距甚微，是

伦敦作为欧洲门户城市的劲敌。作为充满活力的

全球枢纽城市，阿姆斯特丹拥有英语娴熟、技术

熟练的劳动力，在技术城市各项指标上都有出

色表现。

1. 纽约
全球商业中心2. 旧金山

技术环境

3. 伦敦
活力都市

纽约

0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世界研究部 

旧金山

伦敦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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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巴黎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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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夫

都柏林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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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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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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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环境      ■技术环境      ■城市活力与健康      ■人才储备
■房地产成本      ■移动性

图表1 技术城市全球排名

指数得分

  充足的人才储备以及广泛的
国际连接，使得素以商业中心闻
名的纽约备受初创企业及跨国
企业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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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戴维斯技术城市都是增速达到全球

领先水平的发达城市。十年后30个技术城市的GDP

预计可在当前基础上平均增加36%，而同期其他

发达城市的平均增幅仅为19%。按都会区范围计

算，30个城市共计有2.91亿人口，未来十年将增加

1,800万。

人口的不断增加，将给现有基础设施系统带

来更大压力，继而对城市的竞争力构成威胁。从交

通服务到共享出行及无人汽车的投资，我们的技

术城市都处于领先地位。许多技术城市拥有适宜

骑行、步行的城市形态，这也使得可持续交通模式

深入人心。

在评估移动性时我们考量了三个方面：共享交

通服务（共享汽车、单车以及踏板车）的可用性、密

集性以及投资力度；城市地铁系统的规模及创新水

平；城市基础设施的品质（步行指数、骑行网络、拥

堵程度以及空气污染程度）。

中国城市在共享交通服务领域也是佼佼者。在

全球各地兴起的无桩共享单车项目有很多起源于

中国，例如摩拜单车。杭州是全球共享单车投放量

最高的城市，投放量一度达到80万辆，后因违规停

放造成交通混乱，部分车辆被暂扣。

亚洲主要城市的地铁系统领先于其他区域城

市。这些庞大的现代化地铁系统不仅配备无线网

络、空调，票价也比其他城市便宜许多。

城市基础设施考察的是城市环境的品质。欧洲

城市的优势较为明显。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斯德

哥尔摩以及巴塞罗那是全球最适合骑行的城市。在

这些“小而精”的城市，通勤时间缩短，设施配套更

加便捷，工作与生活能够更好地平衡。

伦敦虽未能在各项细分指标上领先，但移动

性的综合得分稳居第一。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支持

智能票务（移动支付、非接触式支付、牡蛎卡），且已

实现轨交、公交所有交通节点一卡通。除现有的拥

堵费、低排放区之外，伦敦还将在今年划出“超低排

放区”。然而，污染治理仍将是一场持久攻坚战。此

外，伦敦地铁系统年代久远，设施升级亦将是一场

长期挑战。

城市人口从A地到达B地的便利程度是技术城市的重要考量对象  

移动性的要义

0 1 2 3 4 5

图表2 移动性分项排名

伦敦
斯德哥尔摩

纽约
上海

巴塞罗那
旧金山

阿姆斯特丹
巴黎
柏林

哥本哈根
深圳

墨尔本
北京

波士顿
都柏林
奥斯汀
新加坡
西雅图

特拉维夫
东京
首尔

布宜诺斯艾利斯
杭州

洛杉矶
多伦多

圣地亚哥
香港
成都

开普敦
班加罗尔

移动性分项——指数评分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世界研究部 

  规模、用户数量、
成本、创新

亚洲现代城市
表现出色

共享交通资源
配备情况及投资

中国城市配备充足
北京是滴滴大本营

  城市形态、骑行网络、
步行指数、交通拥堵

及空气污染

欧洲小城表现出色

■ 中国城市      ■ 欧洲城市      ■ 美国城市      ■ 亚太区其他城市

共享交通服务 地铁系统 城市基础设施品质

1 北京 1 上海 1 阿姆斯特丹

2 上海 2 首尔 2 哥本哈根

3 旧金山 3 东京 3 斯德哥尔摩

4 杭州 4 北京 4 巴塞罗那

5 柏林 5 深圳 5  伦敦

6 巴黎 6 伦敦 6 纽约

7 巴塞罗那 7 杭州 7 柏林

8 深圳 8 香港 8 墨尔本

9 洛杉矶 9 纽约 9 巴黎

10 斯德哥尔摩 10 新加坡 10 都柏林

11 纽约 11 墨尔本 11 波士顿

12 伦敦 12 成都 12 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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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城市的崛起 
中国技术城市在国际舞台上迅

速崛起，且风投规模已超越美国同
类城市。

30个技术城市的风投总额从
2012年的370亿美元增长到2018
年的2,078亿美元。美国城市的风投
总额虽然呈增长趋势，但占比则从
40%降低到28%（见图表3）。同期，
中国技术城市的风投占比从11%上
涨至36%。

每一个美国技术巨头企业都能
在中国找到一个对等的技术企业。
美国有脸书、亚马逊、苹果、奈飞、谷
歌；中国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以
及依附移动端的头条、美团、大众点
评、滴滴出行。  

得益于国内庞大的互联网市
场，这些企业成长迅速，更借助支付
一体化系统的应用推动了国内商务
模式的变革。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同样全球领先。  

中国业已成为技术制造业的中
心，如今本土硬件企业也在大力进
军国际市场。

北京的风投市场遥遥领先，过
去三年年均达到340亿美元，超过纽
约、旧金山。一些本土大型技术企业
将总部设在北京，以尽可能接近全
国政策决策中心。

在我们的技术城市排行榜上，
上海排名高于北京。与北京相比，上
海商务环境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整
体居住环境及空气质量也更高。

再看深圳。这是一个极其年轻
的技术城市，与香港的连接日益增强

（高铁通车后车程缩短至15分钟）。 
深圳证交所设立创业板至今近十
年，上市企业中约九成为高新技术
企业。杭州作为阿里巴巴大本营，
房地产成本较低，城市规模也较小

（950万人口），著名景点西湖已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成都技术产业在技术外包服务
业的支撑下，实现显著增长。当地政
府努力营造优商、重商、亲商环境，
支持商业发展；技术产业投资也在
持续升温。

图表3 中国城市占全球风投资本的比重有所增加*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世界研究部使用Pitchbook数据

30个技术城市的风投总额从2012年的370亿美元增长到
2018年的2,078亿美元  

2012年

370亿美元
2018年

2,078亿美元

图表4  风投资本规模，按城市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世界研究部使用Pitchbook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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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无人汽车        ■共享出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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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城市的风投规模现已赶超美国技术城市  

图表5 中国技术城市排名

上海
排名：15 
人口: 2,420万
风投总额*：120亿美元
著名技术企业：饿了么
深受外籍人士欢迎的国际都市，利于较大型技术企业扩
大规模

北京
排名：17 
人口: 2,170万
风投总额*：340亿美元
著名技术企业：滴滴、百度
风投资本的主要目标市场；作为中国首都，是重要的政策
决策中心

香港
排名：20 

人口: 740万
风投总额*：29亿美元
著名技术企业：WeLab、8 Securities
中国门户城市，经商便利度排名第一，但独特优势似有
变弱迹象

深圳 
排名：24 
人口: 1,250万
风投总额*：45亿美元
著名技术企业：腾讯
高新技术制造业中心，凭借实力成长为创业枢纽

杭州 
排名：25
人口：950万 

风投总额*: 76亿美元
著名技术企业：阿里巴巴
与上海仅一小时车程；生活品质较高，著名景点西湖被联合
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成都
排名：26 
人口: 1,600万
风投总额*：2亿美元
著名技术企业：速递易
以外包服务业为支撑的华中枢纽城市，政府致力于打造
亲商环境，城市地位不断提升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世界研究部
*2016至2018年的年均风投金额。  来源： Pitchbook

上海

北京

香港

深圳

杭州

成都

20

15

17

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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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成本
房地产成本在技术城市指

数评分中的权重最低，毕竟其对
技术领域的影响不及人才储备、
商务环境等因素，但其角色亦不
可忽略不计。

对于有扩张需求的技术企
业，其未来发展是畅通无阻还是
错失良机，或许就取决于能否找
到合适的办公空间、能否将空间
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高昂
的房价可能会打消年轻人才买
房定居的念头。

联合办公成本
联合办公的扩张与全球技

术产业的增长密切相关。2018
年前三个季度，联合办公在伦敦
及都柏林写字楼吸纳量中所占
的比例分别达到13%与13.5%。
联合办公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
张，但依然存在增长空间。 即便
在曼哈顿等美国领先市场，联合
办公占写字楼总存量的比例也
仅在2%左右。

私人办公室是联合办公领
域增长最快的细分板块。除一般
联合办公的诸多便利（灵活租
约、配套设施等）以外，还提供给
用户以独立空间。我们对这类联

合办公空间的成本做了统计，详
见图表6。

旧金山的供应短缺情况最
为严重，成本也最高。相比之下，
一些欧洲小城更具性价比优势，
尤其是阿姆斯特丹，每个工位的
月租金仅380美元。

房租
普通住宅租金（见表格）之

所以重要，是因为房租是年轻人
才选择定居地的考虑因素之一。

旧金山以每周720美元的
租金水平站上30个城市之首。
过去十年间，尽管有租金管制政
策，旧金山的房租增速依然快于
资本价值。纽约的整体房地产成
本虽然高于旧金山，但外行政区
有大量租金较低的房源可供选
择，且也在通勤范围以内。

几座欧洲城市也展现出相
当的竞争力。巴塞罗那、柏林的
房租成本相对低廉，平均每周
租金分别在250美元以及200美
元。南美技术城市的房租最低，
周租金不到200美元，但当地的
薪资水平也较低。

1 班加罗尔 $160 $250

2 成都 $140 $270

3 布宜诺斯艾利斯 $180 $110

4 杭州 $190 $290

5 圣地亚哥 $180 $330

6 开普敦 $280 $350

7 巴塞罗那 $250 $380

8 柏林 $200 $520

9 首尔 $270 $350

10 上海 $260 $380

11 墨尔本 $330 $540

12 深圳 $330 $220

13 哥本哈根 $410 $620

14 北京 $190 $290

15 特拉维夫 $460 $310

16 都柏林 $470 $670

17 斯德哥尔摩 $330 $1,000

18 多伦多 $360 $960

19 洛杉矶 $490 $810

20 西雅图 $440 $660

21 奥斯汀 $440 $890

22 新加坡 $330 $800

23 阿姆斯特丹 $350 $380

24 巴黎 $400 $980

25 伦敦 $490 $890

26 波士顿 $510 $970

27 旧金山 $720 $1,050

28 东京 $320 $740

29 香港 $450 $750

30 纽约 $520 $950

平均 $350 $590

房地产成本
排名 城市

样本指标
普通住宅周租金

（美元）

样本指标
联合办公（私人办公室

工位月租金，美元）

图表6 房地产成本排名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世界研究部
表中均为样本数据。房地产成本排名系以技术企业的办公空间成本

及其员工的租房成本为依据。

   房地产成本固然会影响技术城市的成功高
度，但影响力不及其他因素  

联合办公成本 
（私人办公室工位月租金）

最高
旧金山    1,050美元

平均
590美元

最低
布宜诺斯艾利斯    110美元

普通住宅租金
（每周）

最高
旧金山    720美元

平均
350美元

最低
成都    1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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