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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指数 2009 
（摘要版） 

一、创新创业企业 

 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创业较为活跃，新创办企业

数回升，亿元以上规模企业快速增长。中关村示范区涌现出一

批创新能力强、成长速度快、发展前景好的优质企业。“瞪羚

计划”重点培育企业更加注重产品创新和研发的过程，创新投

入强度相对较高，创新能力显著提高，表现出“专、特、精、

新”的特点，其中拥有核心技术，未来成长性较好，处于初创

期的瞪羚企业备受创投机构青睐。中关村示范区历年入选德勤

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企业数均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地

区，2010年入选企业达到31家，比2005年翻了一番。中关村示

范区已拥有150余家上市企业，上市公司总市值近万亿元，市值

超过百亿元企业数量呈快速增长之势，其中创业板上市企业表

现尤为突出，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占据了创业板市值5强中的3个

席位，成为创业板最为活跃的力量。目前，中关村示范区已成

为创新创业的沃土，一批创新创业企业迅速成长并逐渐做强做

大。 

中关村示范区年平均每年新创办创新型企业超过2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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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来，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关村创新创业型

企业的数量一致保持在1.6万家以上。2009年，示范区共有17355

家企业，比2008年减少1189家，这主要是由于部分企业未能通

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标准认定。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关村示范区新创办企业数量有所下降。2009年，新创办企业

数回升，超过2400家。 

亿元以上企业数量快速增长。2007-2009年，中关村示范

区亿元以上企业数量持续快速增长，每年新增亿元企业超过100

家。2009年，亿元以上企业1253家，比2008年增加了235家。十

亿和百亿元企业数量也保持增长，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有194

家十亿企业，13家百亿企业，分别比2008年增长42家和4家。 

重点瞪羚企业又好又快发展。2010年8月，中关村示范区

发布了525家“瞪羚计划”重点培育企业（以下简称重点瞪羚企

业）。2009年，重点瞪羚企业实现总收入541.3亿元，同比增长

26.1%；实缴税费34.5亿元，同比增长35.7%；利润总额80.8亿

元，比2007年翻了一倍。 

中关村示范区历年入选德勤50强企业数遥遥领先于其他

地区。自2005年德勤集团首次推出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

企业”（以下简称德勤50强企业）以来，中关村示范区累计有

82家企业（119家次）入选德勤50强，其中，2010年入选企业数

显著增长，有31家企业入选，占50强企业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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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示范区上市企业数快速增长。截至2010年9月，中

关村示范区累计有155家企业上市，比2005年增加75家。中关村

示范区155家上市企业中，93家在国内上市；境外上市地以纳斯

达克和香港为主，分别占16.8%和14.2%。此外，中关村示范区

企业境外上市正向多样化方向发展，2007年以来，新增加了多

伦多、伦敦、东京三个上市地。 

二、产业发展 

 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上半年中关村示范区经济经历

了短暂的低谷，下半年随着全球实体经济趋稳和国内政策拉动

效应释放，中关村示范区逐渐企稳回升，自7月以后中关村示范

区经济持续向好，年底全面发力，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经济

效益强劲攀升。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各产业基本恢复较快增

长，企业投资信心明显增强，资产总规模快速扩大。中关村示

范区企业整体效益快速攀升，盈利指标恢复至较高水平，四分

之一企业实现了利润翻番。中关村示范区万元GDP能耗显著下

降，2009年万元GDP能耗约是同期北京市能耗的五分之一。2009

年，中关村示范区大部分重点领域平稳较快增长，在国家加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力度的大背景下，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部

分领域加快增长，显现良好发展势头。与其他国家高新区相比，

中关村示范区近三年除出口外的主要经济指标均位居全国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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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首。 

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经济实现快速增长。2009年，中关村

示范区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总收入达到1.3万亿元，是2000

年的9倍多，比上年增长了27.2%；工业总产值为4120.5亿元，

同比增长8.3%。 

中关村示范区对北京市经济总量的贡献不断增强。2009年

中关村示范区实现增加值2263.7亿元，接近2000年的7倍。从增

长速度来看，中关村示范区增加值（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

18.0%，增幅比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幅高出7.8个百分点。

从占比来看，中关村示范区对北京市经济总量的贡献不断增强，

中关村示范区占北京市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10.3%提升到了

2009年的18.6%，且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近九成来自中关村

示范区。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2009年，在外部

宏观环境逐步转好和中关村示范区经济企稳回升的背景下，中

关村示范区企业投资信心明显增长，企业资产总规模快速扩大，

达到18862.8亿元，同比增长31.1%。 

从业人员规模稳步扩大。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从业人员

突破百万，达到106.2万人，比2008年增加了约12.1万人，同比

增长12.8%。与之对照的是，2009年美国硅谷居民就业人数同比

下降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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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示范区除出口以外的经济总量指标均位居国家高

新区之首。近三年数据显示，中关村示范区总收入、企业数、

从业人员、税费、利润、总资产等经济总量指标稳居全国56个

国家级高新区之首；中关村示范区出口规模虽未排名首位，但

始终处于前三名之列。 

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整体效益快速攀升。在2008年金融危

机的影响下，中关村示范区利润总额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

滑。经过2009年上半年的调整，中关村示范区利润总额自2009

年6月恢复同比正增长，10月开始呈加速增长态势。2009年全年

中关村示范区利润总额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122.4亿元，实

现54.5%的强劲增长。 

中关村示范区总体盈利指标恢复至较高水平。2009年中关

村示范区总收入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分别为8.6%和6.0%，分别

比上年提高了1.5个和1.0个百分点，已恢复至2007年的较高水

平。1/4企业实现利润翻番。从企业层面来看，2009年中关村示

范区有4394家企业实现利润同比翻一番，占中关村示范区企业

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此外，中关村示范区亏损面明显减少，2009

年中关村示范区亏损企业比上年减少了2000余家，亏损企业占

比约为38.1%，是近五年亏损面最低值。 

中关村示范区万元GDP能耗持续下降。2009年中关村示范

区万元GDP能耗为0.10吨标煤，约是同期北京市万元GDP能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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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横向比较，中关村示范区万元GDP能耗一直明显低于北京

市平均水平，并且在北京市十八区县的比较中也始终保持领先，

如2008年北京市十八区县中万元GDP能耗最低的是西城区

（0.1844吨标煤），同期中关村示范区万元GDP能耗仅为其60%

左右。纵向比较，近几年中关村示范区万元GDP能耗不断下降，

2009年万元GDP能耗约是2006年的62.5%。 

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大部分重点领域总收入平稳较快增

长。纵向来看，2009年先进制造产业总收入增势突出，在中关

村示范区六大领域中增速位居首位。新能源产业总收入强劲增

长，2009年同比增长33.3%。生物医药产业总收入快速增长，与

其他重点领域比较，生物医药产业抗风险性较强，自金融危机

以来一直保持平稳增长，2009年各季度增速不断提高。新材料

产业2009年年初同比下滑，7月以后扭转下滑态势逐渐回稳，

2009年年底增长至17.8%。环保产业总收入增速波动很大，环保

领域一直是中关村示范区六大重点领域中增长最慢的领域。电

子信息产业2009年年初以来一直同比下滑，自11月首次扭转下

滑态势，年底同比增长7.9%。 

重点企业对外辐射规模较大。根据中关村示范区重点企业

经济规模及辐射带动作用调查统计，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965

家重点企业合并报表总收入为15881.1亿元，在中关村示范区内

实现总收入8509.5亿元，对外辐射总收入（即在示范区外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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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高达7371.6亿元，对外辐射总收入占合并报表总收入

合计的46.4%。 

三、创新能力 

 近年来，中关村示范区科技活动人员、科技经费筹集总

额、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等科技投入指标较为稳定，不过2009年

科技资金投入强度小幅下降。中关村示范区国家级科研基础设

施拥有量居全国前列，同时聚集了众多技术水平领先的科研机

构，支撑着中关村示范区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中关村示范区

在产品创新、专利、商标、标准等方面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在首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中，中关村示范区自主创新产品

数量居全国之首。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专利授权量大幅增长，

申请和授权专利的企业数明显增加。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商标意

识不断加强，注册商标数快速增长。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标准创

制能力显著提高。总体来看，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创新活动较

为活跃，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涌现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

新标准。 

中关村示范区科技活动人员总数保持稳定。2009年，中关

村示范区科技活动人员32.2万人，近三年中关村示范区科技人

员总数保持在30万人以上。分产业来看，各产业科技人员数占

中关村示范区比重保持稳定，电子信息产业占比最大，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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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先进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能源产业占比在4%-10%

之间。 

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小幅增长。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

科技经费筹集总额6 0 7 . 1 亿元， 同比增长0.4%。千人拥有

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5715.2万元，自2006年以来，中关村示

范区千人拥有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波动不大。 

中关村示范区科研机构密集。中关村示范区共有以清华、

北大为代表的高校41所，其中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19

所，国家“985”工程高校12所。国家级重点研究机构的总部大

多在此，如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林科院、中国环科

院、钢研总院等，仅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就达27个，学科和

行业门类齐全，科研水平领先。 

中关村示范区自主创新产品居全国之首。在科技部发布的

首批243个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中，中关村示范区共有51个产

品入选，位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产品数量的21%，占北京市产

品的86.4%。截至2010年8月，北京市共发布了九批自主创新产

品，中关村示范区累计有3636个产品入选，占88.1%。 

中关村示范区注册商标数快速增长。2 0 0 9年，中关村

示范区注册商标数突破1 万件， 比2008年增长了45.1%。随着

注册商标的增长，中关村示范区入选国家驰名商标和北京市著

名商标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安心、三元、漫步者、纽曼和双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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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商标入选中国驰名商标。2008年和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

入选北京市著名商标数分别达到22个和24个。 

企业专利申请回归正常水平。2008年，受中关村示范区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影响，专利申请量爆发式增长了138.5%。2009

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专利申请量14668件，比2008年下降

11.4%，不过与2007年相比仍然增长了10.5%，回归到正常增长

水平。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专利申请量占北京市同期申请量

的29.2%，占全国的1.7%，分别比2007年提高了7.2和0.7个百分

点。 

中关村示范区参与制订的国家标准数量在全国占比明显

提高。2000-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共参与制订国家标准1 

9 2 7项，行业标准671项，占全国比重比1990-2000年分别提高

了7 . 7和1 . 9个百分点。2006-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113家

企业参与制订标准。  

中关村示范区技术交易额居全国高新区之首。2009年，中

关村示范区共输出技术合同28239项，成交额921.9亿元，比上

年增长8.2%，成交额占全市的74.6%，占全国的30.3%，居全国

高新区之首。 

四、创新创业环境 

作为我国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积极推行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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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试的新政策、新举措，创新创业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中关

村示范区从业人员高端化、年轻化趋势明显，本科及以上学历

从业人员比重接近五成，海外高端人才加速聚集，人员劳动报

酬大幅提高。中关村示范区深入开展科技金融试点，抓住创业

板启动契机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完善技术与资本高效对接机制，

初步形成了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一个基础、十条渠道”

的投融资模式。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不断完善，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和成效位居全国前列，产业联盟已达

50余家，技术交易机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数量占北京市一半

以上，高科技中介聚集区初步形成。中关村示范区核心区所在

的海淀区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更加舒适，文化氛

围日益浓郁，为中关村示范区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高素质人才聚集，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比重高。2009

年底，中关村示范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为52.4万人，占

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49.3%，高出同期硅谷地区6.3个百分

点。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全年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达到

4.6万人。与全国高新区对比，中关村示范区人才优势突出，大

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比达69.3%，高于47.5%的全国高新区平均水

平，同时也高出上海张江科技园区13.6个百分点，位居规模前

十强国家高新区的首位。 

人均报酬大幅攀升，从业人员福利水平提高。200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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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关村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员工人均报酬年均增长率高达

21.9%。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人均劳动报酬增长迅速，高达9.9

万元，较上年增长39%，增幅高出硅谷地区43.7个百分点；而同

期北京市城镇在岗职工人均劳动工资为5.8万元，中关村示范区

高出北京市平均水平将近一倍。另外，中关村示范区从业人员

社会保险参保覆盖率正在不断提高，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共有

84.4万从业人员加入社会保险，占从业人员总数的79.4%，比

2008年增加了3.3个百分点。 

担保融资稳步增长。信用体系建设的稳步推进，直接促进

了担保融资的顺利发展。截至2009年底，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

已为6558户中小企业提供了307.14亿元的融资担保服务，其中，

2009年为965家企业提供了70.58亿元的担保服务，担保规模较

2008年增长了28.2%。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银行贷款规模稳步扩大。截至2009年

底，中关村示范区企业银行贷款达1909.5亿元，同比增长24.1%。 

信用贷款试点明显扩大。中关村示范区信用贷款试点自

2007年9月1日实施以来，试点工作进展顺利，试点规模不断扩

大。截至2009年底，试点单位由首批的北京银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等4家增加到10家，各试

点单位已为95家中关村企业提供119笔共计35亿元信用贷款授

信额度，实际发放贷款11.9亿元，已安全还款3.7亿元，无一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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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行为。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成效显著。2006年底，北京市科委、市

工商局等部门就有关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进行了试

点。截至2009年底，北京银行和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作为开展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最多的试点单位，已累计为企业提供108笔13

亿元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中关村示范区上市企业累计IPO融资总额突破1100亿元人

民币。截至2010年9月，中关村示范区累计IPO融资额达到1163

亿元，1-9月融资额已经超过2009全年融资额。其中，境外IPO

融资额334.2亿元，占28.7%；境内IPO融资额828.4亿元，占

71.3%。2009年以来，国内市场融资额占绝对优势，这主要源于

中关村示范区在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快速增长。 

中关村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数量逐步增加。“中关

村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系统”（又称股权代办转让系

统）自2006年1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通以来，为规模较小、

成长较快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提供了股权转让和融资渠道。截

至2010年9月底，股权代办系统共有74家公司挂牌交易，挂牌企

业数是2007年3.1倍；挂牌企业总股本27.3亿股，是2007年的2.2

倍。挂牌企业涵盖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节

能环保、航空航天等重点行业。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一直以来是创投关注的焦点。据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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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统计，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发生股权投资案例111起，占全

国案例总数的35.2%，其中披露金额的100起股权投资案例共涉

及投资金额81.6亿元。初步估计，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获

得的创投金额约占北京市创投规模的九成和全国创投规模的三

分之一，约是同期硅谷地区创投规模的五分之一。 

中关村示范区并购案例快速增长。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关村示范区一批重点企业在困境中求发展，通过加速并购重

组整合产业链资源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据不完

全统计，2008年至2010年9月底，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共发生65

起并购案例，并购金额达117.57亿元。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

并购案例数比2008年增长了2 2 . 7 %，并购额增长了六倍。 

中关村示范区孵化器数量有所提高。截至2010年9月，中

关村示范区共有各类孵化器110余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24家，较上年增加了3家，占到全国总数的8.6%；国家级大学

科技园14家，与上年持平，占全国总数的18.4%。从全国范围看，

中关村示范区拥有的各类孵化器规模最大，在孵企业数最多。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的不断壮大和发展。2009

年，在中关村示范区内的科技中介9和行业协会235家。其中科

技人才中介机构66家，占北京市的20.6%；信用评级机构6家，

占北京市的54.5%；知识产权代理机构107家，占北京市的57.5%；

技术交易机构15家，占北京市的71.4%。高科技中介机构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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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 

中关村产业联盟发展迅猛。截至2010年7月中关村示范区

共成立产业技术联盟49家，涵盖网络音视频、软件及信息服务、

能源环保，生物医药、新材料、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 

中关村示范区核心区社会环境不断优化。核心区完备的基

础设施、优质的公共服务、舒适的人居环境、浓郁的文化氛围

为中关村示范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住房方面，截止2008

年底，海淀区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5.9平方米，高出北京市平均

水平6.5平方米。交通方面，2008年海淀区道路路网密度由2006

年的2.6公里/平方公里提高至3.0公里/平方公里；经营性停车

泊车位达到20.9万个，较2006年增长了7.3%。社会保障方面，

2009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13.4万人，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197.3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了14.4万人和14.9万人。

教育方面，2009年海淀区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46元，较

2005年翻了一番多。人居环境方面，自2005年以来，海淀区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均保持在100%，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由2006

年的74%上升至2009年的94%；2009年海淀区空气二级和好于二

级天数为276天，比2005年提高了50天；2009年海淀区城市绿化

覆盖率达到了45.5%，较2005年提高了9.6%。 

五、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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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示范区国际化迈上新台阶，形成“引进来”和

“走出去”双向发展的开放格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全球范围

内配置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

争。总体来看，资源引入方面，资本、技术、人才以及研发机

构等要素的引入取得新发展，海外上市融资较2008年大幅增长，

外籍人才不断增加，示范区凭借人才科技资源等优势吸引了众

多跨国公司在示范区设立研发中心。国际拓展方面，示范区出

口经历了2008年下半年的急速下滑和2009年近一年的低迷不

振，直至2009年年底才止跌回升，2010年出口仍面临增长压力。

示范区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科技出口型企业，在示

范区对外贸易榜单中表现突出。2009年，示范区企业对境外直

接投资高速增长，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200余家，欧美日专利数

快速增长，技术创新与合作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 

外资企业成为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2009

年，中关村示范区外资企业（含港澳台）共有2085家，总收入

占中关村示范区比重近四成，工业总产值占比六成以上，出口

占比超七成。从外资企业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2009年，

中国香港、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外资企业数占外资企业总

数比重较高，企业数分别为465家、425家、220家；中国香港、

芬兰外资企业总收入规模较大，两者实现总收入合计占外资企

业总收入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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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示范区三资企业招商引资成效显著。2009年1-11

月，中关村示范区三资企业招商项目为181个，项目总投资为

192.2亿元，同比增长53.1%。2009年1-11月，中关村示范区合

同外资金额和外商实际投资均大幅增长，实现合同外资金额和

外商实际投资分别为22.4亿美元、24.1亿美元，同比增速分别

为78%、111.6%。 

一批高科技企业选择境外上市开拓国际市场。截止2010年

前三季度，中关村示范区境外上市企业数为62家，累计实现IPO

融资额为334.2亿元，占中关村示范区总融资额28.7%。从近几

年境外上市融资额来看，IPO融资额波动较大，2007年中关村示

范区企业大规模集中上市后融资额达到历史最高点，2008年IPO

融资额受金融危机及停发等影响骤减，2009年开始有所恢复，

2010年1-9月实现IPO融资额16.5亿元。 

海外人才不断加速聚集。近年来，中关村示范区聚集了众

多的国际化人才，2009年外籍人才达到7608人，同比增长34%，

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7.5个百分点。 

研发机构数年均增长10家以上。根据统计数据，2000年以

来中关村示范区外资研发机构数年均增长10家以上，至2009年

中关村示范区外资研发机构已达180家，科技活动人员达到8.4

万人，科技活动经费额达到143.3亿元，三项指标分别占北京地

区外资研发机构的78.9%、89.4%和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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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0强在中关村示范区设立企业达到187家。从园区分

布来看，世界500强企业设立的企业主要在海淀园、丰台园、亦

庄园、电子城。从各领域来看，世界500强在中关村示范区设立

的企业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和先进制造领域。 

中关村示范区出口规模逐年扩大。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

实现出口208.2亿美元，出口规模较2000年翻了三番多，近10

年出口规模年均增长27.7%。中关村示范区区出口总额占北京市

的43%，所占比重较大。 

对境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近三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对

境外直接投资激增，2008年对境外直接投资由2007年不足1亿元

骤增到50亿元，2009年继续保持迅猛增长，对境外直接投资规

模已达75.0亿元。 

近百余家企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据不完全统计，2009

年，中关村示范区有近百家企业在境外设立215家分支机构，比

2008年减少34家。其中设立分支机构较多的前3家企业是中油测

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国

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分别设立境外分支机构26家、15家、9家。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积极实施国际知识产权竞争策略。2009

年，中关村示范区欧美日专利授权数为171件，比2008年和2007

年分别增加了9件、16件。其中，欧美日发明专利授权数达到125

件，较上年增长47.1%。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境外注册商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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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件，其中欧美日注册商标数为373件。 

六、中关村300强和上市公司100强 

中关村示范区收入300强企业1收入和利润总量均占中关村

示范区七成以上，2009年收入300强企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较快

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明显高于中关村示范区平均水平。从

近两年的榜单来看，收入300强企业的入选门槛有所提高，一方

面得益于中关村示范区部分企业快速做强做大，另一方面超大

型企业的不断入驻也是重要因素。中关村示范区税费300强企业

税费总量占中关村示范区比重近七成，主要集中于亦庄园和海

淀园，2009年税费300强企业税费同比增长四成以上，增速明显

高于中关村示范区平均水平。中关村示范区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百强表现突出，2009年收入快速增长，且利润大幅提升。与硅

谷相比，中关村示范区营收百强企业收入规模约为SV150总收入

的四分之一，净利润约占SV150净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市值约

为SV150市值的十分之一。 

收入300强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速高于示范区。2009年，300

强企业实现总收入和利润分别为9338.9、793.3亿元，其占中关

村示范区的比重均在七成以上；实现出口172.9亿美元，占中关

村示范区出口总额八成以上。从增速来看，2009年收入300强企

                                                               
1 按照 2009 年总收入规模遴选出中关村示范区收入 300 强企业。 



19 
 

业总收入同比增长35.7%，高于中关村示范区8.5个百分点；利

润同比增长63.6%，高于中关村示范区9.1个百分点。 

税费300强企业税费占示范区总额七成以上。2009年，中

关村示范区税费300强企业实现税费462.7亿元，占示范区

70.2%。税费300强企业主要来自海淀园和亦庄园，其合计实现

税费350.5亿元，占税费300强企业总额的七成以上。 

ZGC100市值占示范区九成以上。2009年，中关村示范区上

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7840.1亿元，约为硅谷上市公司营收150

强（简称SV150）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实现净利润309.3亿元，

约占SV150净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中关村示范区上市公司2010

年6月末市值是9854.4亿元，约为SV150市值的十分之一。截至

2010年6月，ZGC100
2
的市值达到8925亿元，约占中关村示范区

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91%。 

ZGC100入选门槛有所提高。2009年ZGC100入选企业收入规

模门槛为3.6亿元，相对于2008年提高了0.3亿元。若按SV150

入选规模标准5.7亿元衡量，中关村示范区上市企业中有78家企

业可入选SV150榜单。ZGC100企业规模与SV150存在明显差距，

ZGC100的榜首企业中国中铁仅能在SV150中收入排名第16位，规

模不及SV150榜首企业惠普的二分之一。 

ZGC100收入快速增长。2009年ZGC100企业实现收入7749.1

                                                               
2按照 2009 年收入规模，评选出 2009 年中关村示范区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百强企业（简称 ZGC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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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21.9%，与SV150自2001年以来首次收入下滑5.8%

形成鲜明对比。分领域看，环保领域是唯一收入负增长的领域，

同比下滑了6.0%；收入增长最快的领域是其他类，同比增长

45.3%，中国中铁和路桥建设是拉动其他类领域强劲增长的重要

力量，两家企业得益于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均实现了40%

以上的增长。 

ZGC100利润大幅提升。2009年ZGC100入选企业净利润增长

迅猛，净利润率也明显提高。ZGC100企业实现净利润300.9亿元，

同比增长94.8%，增幅比同期SV150高出6.8个百分点。ZGC100

的净利润率（净利润/总收入）为3.9%，比上年提高了1.5个百

分点，不过仍远落后于SV150企业10.5%的净利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