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当前，各国纷纷将文化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融合提到国

家战略的高度。全国各地为了抢占文化科技产业核心地位，

纷纷组织各文化企业、科研机构、运营商等成立文化科技产

业创新战略联盟，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地方文化科技产业核心

竞争力，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创新战略联盟成为推动文化科

技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战略联盟是由多个企业或者组织

构成的复杂性合作组织，通过整合企业组织间的资源，开展

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新产品开发，可以实现新产品、新

技术的共同开发，获得互补性的技术创新能力，缩短研发周

期以及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实现组织内部的知识分享和技术

创新，推进产业链中各方的价值创新与共同发展，最终实现

企业绩效和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创新战略联盟中的联盟能

力、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所关

注的研究对象，但是不同行业创新战略联盟形成、治理的差

异性及其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忽略。在创新战略联盟

中其治理机制主要分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契约、关系治

理是孕育、扶持、促进创新的基础，设计良好的契约、关系治

理机制能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

创新战略联盟的契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之间是一种

非线性交互、动态变化的复杂关系。在不同情境、不同行业

下，企业结成联盟的动机不同，会影响创新战略联盟的形成、

治理机制以及整体运作效率，从而导致联盟整体和个体绩效

的作用存在差异。从全球文化科技产业技术发展来看，中国

多方面的发展仍然滞后于美、欧、日、韩等国家，产业链环节

有所缺失、厂商整体综合实力均较弱、技术能力不强等问题

依然存在。如何对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进行有效治

理，实现投入与产出效益最大化，提高产业创新能力的策略

和适配性治理机制，实现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解决投入

与产出、成果与质量之间的投资与回报不匹配问题，是当前

需要考虑的问题。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形成，契约、

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哪些差异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因此，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重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

略联盟为研究对象，研究联盟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对创新战

略联盟构建及形成的影响，以此探讨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

联盟契约、关系治理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治理机制与信任关系。创新战略联盟作为一种“中间

性组织”，组织间的契约关系是创新战略联盟得以稳定存在

并产生生产力的联系纽带。创新战略联盟的治理机制是以构

建组织间关系的契约治理、关系治理为核心，通过对正式规

律、流程的确立规定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行为边界，依托

非正式的共享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构建组织信任与组织承诺，

以此来协调组织间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减少联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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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保证合作关系

的建立、共同目标的实现以及合作绩效的提高。苏中锋

（2007）认为，正式的契约治理机制和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机制

对联盟绩效都具有正向的影响。

在创新战略联盟中，组织内部各企业之间经营合作的策

略具有模糊性，目标导向存在缺失，交易对象具有高度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组织间的合作呈现出偶然性和或然

性。Das和Teng（1998）认为，联盟中合作关系以相互信任为基

础，以实现共同的兼容利益、减少非机会主义行为为目的。一

个设计合理的治理机制能在制度、政策以及市场等方面有效

降低组织内部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降低交易风险。契约治

理强调的是以契约的方式来建立合作关系，有效的契约治理

能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实现创新战略联盟中的资源最

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其对联盟整体绩效的正向影响，实现产

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提升。Merges（1999）对专利联盟研究发

现：规章制度是推动联盟形成的主要因素；基于行业联盟的

组织协作有利于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建立正式的行业规

则，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推动技术创新。

关系治理则依赖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及共同行

为预期，其目的是提高信任关系作为整体的利益，有利于创

造、维护和促进伙伴之间交易和谐。良好的关系治理能够加

深联盟伙伴间的互信和交流，增强合作伙伴间的知识转移、

技术扩散，从而加速个体企业这一学习过程的完成，因此其

对创新战略联盟整体绩效和企业个体绩效都具有极大的推

动作用。Zhang（2003）研究发现，通过关系来治理制造商

与分销商之间的合作，能够增加其出口，提高企业绩效。

Ferguson（2005）对加拿大生物技术公司及其投资者进行研

究，发现交流、公平、弹性等关系对整体的合作效率和创新绩

效有正向影响。由于创新战略联盟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合作

伙伴的协作，创新战略联盟间的信任关系可以通过一系列的

契约、关系范式来决定，良好的制度能为联盟间潜在的交易

风险行为提供契约制约，并给予合理的行为规范指导。因此，

良好的契约、关系治理有利于组织间的合作，可以有效降低

交易成本和提高企业绩效。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契约治理对关系治理的制定、实施有着直接的正向

影响。

H2：关系治理对契约治理的制定、完善有着直接的正向

影响。

H3：契约治理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起到积极推进

的作用。

H3a：契约治理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合作。

H4：关系治理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起到积极推进

的作用。

H4a：关系治理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合作。

H5：契约治理对创新战略联盟的信任关系构建有着直接

的正向影响。

H6：关系治理对创新战略联盟的信任关系构建有着直接

的正向影响。

2. 信任关系与技术创新。以信任关系作为基础的契约关

系治理规范，在推动企业技术合作、提高合作绩效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信任关系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的黏合剂，可以有

效降低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合作的交易成本，减少机会主义行

为，促进冲突的解决；同时，信任关系也具有不确定性、易逝

性、风险性的特征。根据契约上的监管制度，建立各种信息披

露机制、监督机制乃至评估机制，可以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

盟中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减少集体行动的障

碍，出现一个正和的博弈结果（鄞益奋，2007）。在一个相互依

赖、相互信任的关系环境中，创新战略联盟内部可以实现有

效的资源互补，这不仅有利于企业间形成相互依赖关系，还

可以促进联盟的形成、发展和有效的合作，有利于发挥联盟

企业间的协同作用，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及创新能力。但是，

联盟中的信任关系通常会受互为矛盾的目标扰动：企业之间

必须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同时又希望限制对方对自身利益的

过度追求，以保证联盟的顺利进行。

信任关系是合作的基础，是所有交易的核心问题。创新

战略联盟合作的本质是资本禀赋的相互交换，而交换行为得

以发生的基础是双方必须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关系。组

织间合作的绩效与信任程度相关，通过信任关系，合作各方

能有效探索新方法来解决新问题、发现潜在市场机会、进行

产品和工艺创新，实现组织合作效益的最大化。在创新战略

联盟中，良好的信任关系有利于形成组织依赖和组织认同，

从而使联盟内部企业更愿意进行知识分享、技术合作；而知

识分享、技术合作的过程又促进了知识探索与利益提升，从

而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实现整体的技术创新提升。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7：良好的信任关系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有着直

接的正向影响。

H7a：良好的信任关系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中企业

的技术合作。

H8：良好的信任关系对创新战略联盟中的知识分享有正

向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目的是实现企

业的价值创造，通过联盟这种组织形式实现知识、技术等资

源的流动，推动联盟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共同提升。企业实现

技术创新有以下方式：一是基于现有同质性知识的利用式创

新，该方式整合现有同质资源，实现产品过程创新并降低成

本；二是基于异质性资源的探索式创新。而创新战略联盟中

的知识资源能够在合作伙伴之间流动，知识获取具有易得性

和易学习性的特点，通过知识分享，能有效实现知识的吸收

2016.35 财会月刊·11·□

改革·发展□



再利用，推动技术合作。企业对知识的掌握和吸收往往需要

花费大量的搜寻成本，而企业通过联盟的方式可以整合企业

间互补性的知识，降低获取知识的成本，促进联盟及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资源依赖理论观点来看，如果企业间

的联盟组织形式具有互补性的特征，那么合作伙伴间都可以

获得相互所需要的资源，促进企业间的技术合作。组织内部

显性或者隐性的知识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保证联盟的绩效能够提升。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9：创新战略联盟中的知识分享可以有效推动联盟中的

技术合作。

H10：创新战略联盟中的技术合作可以有效推动联盟中

的知识分享。

H11：技术合作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提升有着直

接的正向影响。

H12：知识分享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提升有着直

接的正向影响。

创新战略联盟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包括形成规模经

济、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及进入成本、减

少交易费用、从组织伙伴间获得学习资源、减少企业对不受

其控制资源的依赖、提高环境适应能力。创新战略联盟作为

一种组织合作形态，有利于推动新的产业技术的出现，提高

联盟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通过有效的契约、关系治

理能推动联盟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建立、知识资源的分享，并

通过技术合作有效推动技术创新。

根据上述假设，形成本文研究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1. 测量指标及问卷设计。为了保证测量量表的信度与效

度，本研究量表主要来源于国内外现有文献，并根据本研究

目标和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改和调整。在契约治理、关系治理、

信任关系、技术合作、知识分享以及技术创新的操作化定义

和衡量方法上，主要采用或参考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

以及科技部相关评价指标，在确定正式问卷之前，结合对文

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实地考察与调研，对问卷进行了

调整和修订。

契约、关系治理方面涵盖创新战略联盟的相关契约治理

支持、关系治理支持、利益保障等指标主要来源于科技部的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评估工作方案》。关于创新战略联盟

间的信任关系测度主要参考McAllister（1995）、鄞益奋（2007）

的研究，依托联盟契约、关系治理，从情感信任及认知信任等

方面进行测度。创新战略联盟中的企业间技术合作采用

Canals（1998）、Prahinski（2004）的量表，主要包括联盟内的技

术转移、吸收等方面。知识分享在Wong（2008）等相关研究的

基础上，对知识的流动性、同质性、异质性以及获取等方面进

行了测量。技术创新量表主要参考Sher（2005）、Schreiner（2009）

的研究，从自主创新能力及合作创新等角度进行测量。

2. 问卷样本及数据收集。本研究涉及创新战略联盟契

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因而研究对象需要具备明显的创

新以及企业间合作的特征。此外，产业技术研发市场化的过

程中需要各个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协同合作，因而形成了密

切合作的特点。文化科技产业具有技术更新快、企业创新能

力强以及知识密集的特点。就我国而言，文化科技产业是发

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撑，是构成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前，各国已经围绕文化科技产业新兴增长点展开并购

及战略合作，如通过加入创新战略联盟调整企业内部结构，

进行平台开发，同横向及纵向的行业建立合作等，通过建立

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汇集各方研究资源，推动技术

创新能力的提高。

本文利用重庆市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主要访问对象为重庆市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

联盟内的企业及其供应商，接受调查者主要是各个企业里直

接负责技术研发与创新的部门领导或管理技术研发与创新

的公司副总，他们不仅对技术创新拥有第一手资料和信息，

并且对相关战略联盟的运作与治理也足够熟悉，保证了问卷

调查结果的真实有效。调查问卷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创

新战略联盟内部企业的背景资料；二是创新战略联盟的政策

与技术创新，采用李克特 5点量表进行测量，其中 1代表“完

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问卷共发放 420份，回收 380

份，其中有效问卷32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4.7%。

四、实证分析

1. 信度与效度检验。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之前，首

先采用软件 SPSS 22.0分析与检测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计

算，得知整个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4，说明整个问

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均很好；各共同因子所组成的项目的

Cronbach's α系数超过 0.8，说明这些因子内部一致性较好，

满足信度要求。随后，进行了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KMO统计量的值为

0.875>0.8，Bartlett统计量的值为6824.664（自由度为325），达

到显著性水平（p=0.000<0.001），说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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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关系 技术创新

技术合作

关系治理

H10
H12

H7

H11H7a
H4

H8
H2

H1

H9

H3

H5
H3a

H6

H4a

图 1 创新战略联盟契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研究模型



采用直接斜交转轴法，因子抽取方法为主轴法，对量表

进行主成分分析，抽取的共同因子的解释变异总量的前6项，

累积解释变异总量为 74.415%>60%，因子载荷大于 0.5，表示

6个因素的建构效度良好，剔除无关量表后得到共同因子题

项，如表2所示。

表3列出了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相

关系数及Cronbach's α值。从表3可以看到，所有变量间的相

关系数均满足显著性要求。当进行单独分析时，数据为文

中所提出的假设提供了有效的支持。还可以看到，契约治

理、关系治理、技术创新、技术合作、知识分享、信任关系的

Cronbach's α 值 分 别 为 0.863、0.861、0.921、0.711、0.937、

0.897，均大于 0.7，表示各变量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各因子

的信度很高。区别效度是指量表检测结果与其他不同特征的

变量不相关联的程度。表中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均小于

Cronbach's α值，表明量表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2. 结构方程模型。为了对各项假设进行检验，需在理论

模型分析基础上确立测量模型，通过评估一系列的嵌套模

型，对原模型进行修正后，再确定最终评估模型。本文在理论

模型研究基础上确立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契约、关

系治理与技术创新的结构方程初步测量模型，模型拟合结果

如表 4所示。从表 4中可以看到，χ2/df、CFI均未达到模型适

配标准。因此根据模型修正参数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

模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一般认为：χ2/df的值应该介于 0.0与 3.0之间，其值越接

近于 0，表示观测数据与模型拟合得越好。由表 5可知，本文

的 χ2/df 值为 2.555<3.0，为可接受模型。模型修正后的

RMSEA为 0.070<0.08，满足适配标准。赋范拟合指数NFI取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Bartlett的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分布

df

显著性

0.875

6824.664

325

0.000

表 1 KMO与Bartlett球形检验

变量

技术
创新

知识
分享

信任
关系

关系
治理

契约
治理

技术
合作

题项

In3

In4

In5

In6

In7

In8

In9

In10

Sh7

Sh8

Sh9

Sh10

Xr3

Xr4

Xr5

Xr6

dq1

dq2

dq3

dq4

Cy1

Cy2

Cy3

Hz6

Hz7

Hz8

因子载荷

0.668

0.729

0.651

0.792

0.704

0.645

0.618

0.633

0.568

0.723

0.821

0.742

0.588

0.707

0.732

0.739

0.777

0.773

0.677

0.653

0.763

0.835

0.739

0.750

0.643

0.671

题项内容

新产品开发周期加快

实现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

实现工艺或流程的改进

专利申请数量增加

发明专利拥有数量增加

降低开发成本

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企业合作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愿意与合作伙伴进行知识分享

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和整合

加快技术创新速度

降低获取技术的资源成本

考虑对利益关系人彼此影响的战略
发展目标

形成完成特定使命的长期共同规划
和共同工作关系

形成长期的共同规划，完成特定的
核心使命

交换、分享信息

合作主体间的交流是有效的

合作主体间的沟通方式是充分和彻
底的

合作是灵活的，会根据问题做出适
当调整

具有完善的冲突管理和组织控制协
调机制

协商和签订合作条款

具有组织监督和治理制度

制度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

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共同制定技术或产品标准

提高市场竞争优势

表 2 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契约治理

关系治理

技术创新

技术合作

知识分享

信任关系

契约治理

1

0.439∗∗

0.307∗∗

0.287∗∗

0.212∗∗

0.237∗∗

关系治理

1

0.429∗∗

0.359∗∗

0.346∗∗

0.395∗∗

技术创新

1

0.490∗∗

0.618∗∗

0.597∗∗

技术合作

1

0.396∗∗

0.345∗∗

知识分享

1

0.710∗∗

信任关系

1

均值

3.571

3.981

3.726

3.716

3.949

3.971

标准差

0.761

0.644

0.626

0.625

0.775

0.678

最小值

1.00

2.25

2.63

2.00

2.00

2.25

最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Cronbach's α
0.863

0.861

0.921

0.711

0.937

0.897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及Cronbach's α（N=322）

拟合系数

统计值

适配标准

χ2

648.958

n/a

df

254

n/a

χ2/df

2.555

0.0～3.0

TLI

0.921

>0.90

NFI

0.904

0～1

CFI

0.938

>0.90

RMSEA

0.070

<0.08

拟合系数

统计值

适配标准

χ2

791.6158

n/a

df

252

n/a

χ2/df

3.141

0.0～3.0

TLI

0.928

>0.90

NFI

0.904

0～1

CFI

0.897

>0.90

RMSEA

0.077

<0.08

表 4 初步评估标准化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表 5 修正后标准化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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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为 0 ~ 1，其中NFI=1对应于最好的拟合，NFI=0对应

于最差的拟合，本文模型NFI值=0.904接近1，表明是较好的

拟合。CFI为相对拟合指数，当CFI>0.9时，表示模型可以接

受，本文模型CFI=0.904>0.9，说明是较好的拟合。TLI为规范

拟合指数，TLI接近 1表示拟合良好，本文模型TLI=0.921接

近1，说明是好的拟合。对修正后模型检验结果进行的适配检

验充分表明修正后的模型对数据的解释程度较高，该模型与

数据之间存在的差异较小，其有效性得到充分验证，表明该

模型可以有效解释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契约关系治

理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表 6为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路径估计与检验结果，图 2

描述了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关系。

从图 2可以看到，除H5、H7a、H10之外的所有假设均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契约治理至信任关系的路径虽然未得到证

实，但是契约治理仍然可以通过关系治理的中介作用来改善

创新战略联盟的信任关系。尽管创新战略联盟制定了相应的

契约制度来推动创新战略联盟构建，但研究发现联盟信任关

系的形成更多是由组织内企业间情感、认知及共同价值目标

导向驱动。Zollo（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组织间的熟悉程度、

非正式治理机制可以产生信任关系，促进稳定的组织间关系

的形成；同时，组织间的信任关系更多是基于组织成员间的

关系治理而形成。契约治理则更多是从规章制度层面对创新

战略联盟发展进行战略性布局。此外，对于重庆文化科技产

业创新战略联盟，联盟间的信任关系建立更多是基于产业、

地域的聚集性特征以及技术研发的共同目标导向而形成，因

而关系治理比契约治理更能有效推动联盟组织网络间的技

术合作以及信任关系的形成。

信任关系与技术合作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没有得到证实，

可能是创新战略联盟间企业技术合作关系的建立更多是由

利益导向决定的。虽然创新战略联盟可以有效推动合作伙伴

间情感基础的建立，较容易得到其他企业的信任，从而提高

合作伙伴间的认知程度，有助于共识目标的达成并增强合作

行为的一致性，但是创新战略联盟的形成更多是由社会资本

推动的，只有单个企业社会资本的网络层面有效叠加实现了

帕累托边界外所产生的超额租金，才能推动企业付出更多的

努力构建联盟关系，进行技术创新。在对重庆文化科技产业

创新战略联盟调研时我们发现，由于文化科技产业属于文化

产业之一，其具有高风险、高投入、不确定性等特点，其创新

战略联盟的技术合作更多是基于共同的利益目标，通过创新

战略联盟这种组织形式有效进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现

企业间的利益最大化。因而，联盟间的企业技术合作行为更

多是共同目标导向决定的。

技术合作与知识分享之间的显著作用没有得到验证，可

能是因为：文化科技产业属于文化产业，部分企业为了实现

技术独占，规避被“山寨”的风险，防止合作伙伴搭便车行为，

不愿意进行知识共享。虽然创新战略联盟形成基础是企业间

的技术合作，但是企业间仍然存在相对竞争关系。此外，结合

实际调研的重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运行现状来看，

虽然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信息资源的流

动和交互，但是在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内部还是依然存在大量

碎片化、独立的知识资源系统，由于这些系统都处于分散、异

构、相互封闭的状态，致使信息资源难以共享，不能有效发挥

最大效益。

从契约、关系治理方面来看，契约治理对关系治理、关系

治理对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对技术合作、契约治理对技术合

作均存在正向影响。在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效果及总影响效

果方面，根据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路

径值进行计算。契约治理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果为

路径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契约治理←关系治理（0.003）

关系治理←契约治理（0.514）

信任关系←关系治理（0.427）

信任关系←契约治理（0.106）

技术创新←契约治理（0.029）

技术创新←关系治理（0.118）

技术合作←信任关系（0.269）

技术创新←信任关系（0.429）

知识分享←信任关系（0.746）

技术合作←关系治理（0.350）

技术合作←契约治理（0.233）

技术创新←知识分享（0.233）

技术合作←知识分享（0.314）

技术创新←技术合作（0.283）

知识分享←技术合作（0.015）

估计值

0.531

0.419

0.466

0.094

0.122

0.114

0.203

0.372

0.877

0.288

0.156

0.171

0.201

0.325

0.023

标准误

0.208

0.094

0.073

0.062

0.045

0.058

0.11

0.07

0.051

0.07

0.052

0.059

0.101

0.064

0.116

T值

2.552

4.465

6.370

1.521

2.711

1.975

1.837

5.306

17.209

4.092

2.979

2.909

1.955

5.062

0.202

P值

∗∗∗
∗∗∗
∗∗∗

0.128

∗∗
∗

0.066

∗∗∗
∗∗∗
∗∗∗
∗∗
∗∗
∗

∗∗∗
0.84

表 6 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路径估计与检验结果

注：N=322；∗∗∗、∗∗、∗分别表示在0.001、0.01、0.05的水平

上双尾检验显著。

契约治理

知识分享

信任关系 技术创新

技术合作

关系治理

H10
H12

0.233∗∗

H6
0.429∗∗∗

H11
0.283∗∗∗

H7a
H4

0.118∗

H8
0.746∗∗∗

H2

H1
0.514∗∗∗

H9
0.314∗

H3
0.029∗∗

H5
H3a

0.233∗∗

H6
0.427∗∗∗

H4a
0.350∗∗∗

图 2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注：各数值表示标注化路径系数；实线表示检验结果满足

显著要求的假设路径；虚线表示检验结果不满足显著性要求

的假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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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间接影响效果为0.264、总影响效果为0.293；关系治理

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果为0.118、间接影响效果为0.384、

总影响效果为 0.502。由此可见，从契约、关系治理对技术创

新的影响效果来看，关系治理比契约治理更能有效推动创新

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重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为对象，研究了

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契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之

间的关系，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1. 关系治理比契约治理更能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

契约治理更多是在制度层面对产业的整体布局以及发展方

向进行把握，而关系治理则更多关注于细分领域即沟通机

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在现实中，创新战略联盟的

构建更多是基于企业自身利益来考虑，契约治理则关注于整

体创新战略联盟布局，关系治理则是着眼于企业具体发展需

求而建立。因此，在构建创新战略联盟的过程中，关系治理能

更多地发挥自身优势，创造良好条件，推动产业的发展。

2. 信任关系在创新战略联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模

型拟合结果可知：①信任关系能有效推动联盟间的知识分

享，进而推进技术合作，最终提高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

水平；②信任关系能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创新战略联盟是通

过那些在地域空间上、产业上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企业共同构

建的。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战略联盟这种合作形式提高了自

身与外界的联系，也提高了企业与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技

术、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形成更多的业务合作关系。Senge

（1998）、Dhanara（2004）的研究表明：创新网络中组织相互信

任是推动知识共享的前提，信任对合作伙伴间隐性或显性的

知识转移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当前我国创新战略联盟的构

建更多是以共同价值导向为主导；非正式的治理机制可以有

效协调创新战略联盟的良好运行，实现联盟间的价值协同、

信息共享，培育成员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因

此，关系治理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间的信任关系建立。

从联盟企业间的信任与创新产出的研究也发现，信任关系中

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均对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

（Ahuja G.，2000）。就创新战略联盟而言，组织间的关系治理

有利于信任关系的形成，降低组织间的约束成本，推动创新

战略联盟内的知识共享，提高创新战略联盟不可模仿的竞争

优势，进而实现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所以，创新战略联

盟内良好的信任关系可以有效实现相互合作，推动知识的转

移和流通，提高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水平。

3. 知识分享、技术合作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创新战略联盟内的知识分享可以

提高对显性或隐性知识资源的利用，弥补技术降低带来的信

息冗余。创新战略联盟中互补性资源具有难以模仿、难以替

代、难以流动的特征，通过创新战略联盟这种组织形式可以

有效获得互补性资源，形成产业的规模经济、创造协作，大大

提高联盟中企业的合作契合度，减少认知偏差，推动新资源、

新技术的产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整个产业的技

术创新水平。

虽然本文研究结果证实了契约、关系治理与信任关系、

知识分享、技术合作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

但是由于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现实中技术性较强并且具有

明显技术合作特征的行业和组织，所以本文样本选择行业、

样本容量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本研究更多是从整体

角度对创新战略联盟的契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进行分

析，对于创新战略联盟内部微观的运行机制、组织关系、网络

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将会是未来进行研究需重点关注的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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