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关村指数 2008 分析报告 

 
2008 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的风

险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全球经济持续减速，复苏乏力。受全球经济

增长放缓的影响，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回落，我国经济增长下行

压力明显。2008 年下半年，严峻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对中关村

的影响逐渐显露。在此背景下，中关村科技园区未能保持近年来的快

速增长态势，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有不同幅度下滑，部分指标出

现负增长，园区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此外，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办法的实施导致中关村新入园企业大幅减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

中关村 2008 年的总体表现。 

一、创新活动仍旧较为活跃 

2008 年前三季度，园区创新活动仍十分活跃，创新投入、协作

和产出都处于高速增长状态。自 9 月以来，金融危机对园区创新活动

的影响开始逐渐显现，创新人员数量和创新收入增速与三季度相比都

有所下滑。总体来看，2008 年园区创新活动仍较为活跃，创新产出

和创新协作都有较快增长，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涌现出一批新产品、

新技术和新标准，在国家重大项目中做出了突出贡献。2008 年中关

村创新指数为 267.35，比上年提高 24.54 点。从 2004~2008 年中关村

创新指数的运行态势可以看出，由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削弱，2008 年

创新指数增长趋势走低。 



 

 

图 1  2004~2008 年中关村创新指数 

从创新指数的结构性分析来看，2008 年创新产出对创新指数的

贡献最大，拉动创新指数增长 19.7 点，贡献率达 80.3%；其次为创新

协作，拉动创新指数增长 10.1 点，贡献率为 41.3%；创新投入则带动

创新指数下滑 5.3 点。 

（一）创新投入 

2008 年中关村创新投入指数为 186.85，自 2004 年以来首次出现

下降。究其原因，金融危机对园区创新的冲击和滞后影响自 9 月份开

始显现，部分企业为削减成本减少了创新人员及资金投入。 

 



 

图 2  2004~2008 年中关村创新投入指数 

创新人员规模和占比均有下降。2008 年园区科技活动人员数量

出现多年来的首次下降，不过下降幅度并不大。2008 年园区科技活

动人员为 32.1 万人，比上年减少 1.9 万人。科技活动人员占园区全部

从业人员的比重为 34.1%，比上年下降 3.7 个百分点。六大重点领域

中，电子信息领域科技活动人员下降人数最多。从规模看，大企业科

技活动人员增长平稳，中小企业则出现明显负增长。 

创新资金投入小幅下降。2008 年园区科技经费支出达到 557.9

亿元，比上年略降 1.8 亿元；R&D 经费支出 324.5 亿元，比上年降低

8.1 亿元。上述指标均为 2000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08 年 1~11 月，

园区 R&D 经费支出同比增速较 1~8 月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但全年

数据却出现了下滑。 

2008 年，中关村研发投入强度（R&D 经费支出/总收入）为 3.2%，

比上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这是自 2007 年以来连续两年出现较大幅

度的下降。其中，软件产业研发投入强度为 7.9%，在园区重点产业

中仍居首位，但较上年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 

技术开发减免税额大幅震荡。2008 年技术开发减免税额在上年

陡增后陡降，由 2007 年的 36.4 亿元降至 7.7 亿元，降幅高达 78.7%。

六大领域技术开发减免税额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先进制造业下

降额度最大，达 12.7 亿元，同比下降 93.5%。 

（二） 创新产出 

2008 年，中关村企业在新能源与环保、生物医药、软件及信息



 

服务、集成电路、通信与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技术、产

业化创新成果，专利标准创制能力也显著增强，并为神州七号、抗震

救灾、科技奥运等重大任务作出了突出贡献。2008 年中关村发明专

利授权和新产品销售收入都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拉动创新产出指数

继续高速增长 44.47 点，2008 年中关村创新产出指数为 322.87。 

 

图 3  2004~2008 年中关村创新产出指数 

专利申请显著增长。2008 年，中关村园区企业申请专利共计

16547 件，同比增长 137.5%，占北京市的比重为 38%，占全国的 2%，

占全国的比重比上年翻一番。园区每万人专利申请量达 165 件，同比

增长 113.7%，是北京市平均水平的 8 倍，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从专利授权来看，2008 年，中关村园区企业共获得专利授权 4305

件，占北京市的 24.3%，占全国的 4.3%。其中发明专利 1834 件，同

比增长 67.8%；占园区授权总量的 42.6%，该比重比上年提高 9.5 个

百分点。 



 

  
图 4  2008 年园区专利申请和授权构成 

版权登记项数略有降低。2008 年园区版权登记项数为 6062 项，

比上年减少 102 项；其中，软件登记 4845 项，同比下降 17.9%。不

过，2008 年园区实现版权交易额为 3.39 亿元， 

同比增长 123.3%，其中计算机及相关产品和软件产业版权交易额占

总量的 98.6%。2008 年，园区软件著作版权数 11327 项，居全国领先

地位。 

新产品销售收入略有增长。2008 年，中关村新产品销售收入为

33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1 亿元。新能源和环保产业在金融危机背

景下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同比增速分别为 57.5%和 23.2%，代表

了中关村未来的发展方向。而电子信息新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速则由

2007 年的 128.6%降到 -9.7%。 



 

（三） 创新协作 

 
图 5  2004~2008 年中关村创新协作指数 

2008 年，中关村创新协作力度进一步加大，技术合同成交额、

企业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参与产业技术联盟的企业数

等创新协作指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拉动创新协作指数增至

300.16。 

自 2004 年以来，园区企业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不

断增加，2008 增至 45.7 亿元，同比增长 30.9%。 

2008 年中关村产业联盟达到 30 家，如闪联、TD-SCDMA 产业

联盟等，涵盖了软件、集成电路、通讯、互联网、生物医药、环境保

护等多个产业领域，初步形成企业、科研机构等开放、协同创新的新

局面。2008 年，参与产业联盟的企业数达 1946 家，比上年增加 905

家，同比增长 86.9%。 

2008 年，中关村技术转移（包括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项数为

8691 项，同比增长 6.1%。园区技术合同成交额 848 亿元，同比增长

23.2%；占北京市的比重为 82.6%，占全国的 31.8%。从技术领域看，



 

电子信息领域集中了园区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 54%。 

二、产业发展增速明显下滑 

2008 年中关村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 10 月之后产业规

模扩张步伐放慢，园区全年总收入增速 20 年来首次低于 20%；企业

利润下滑，企业亏损面显著扩大；产业结构优势有所显现，高技术服

务业继续稳步增长。2008 年，中关村产业指数达到 198.54 点，较上

年略有增长，但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度相对较小。 

 

图 6  2004~2008 年中关村产业指数及增长率 

2008 年产业指数仅增长 0.07 点，产业规模、产业效益及产业结

构指数的贡献分别为 0.15 点、0.21 点和-0.29 点。与前几年突飞猛涨

相比，2008 年的产业二级指数异常平淡，升降幅度均不到一点。 

（一）产业规模 

受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影响，2008 年园区企业范围有所缩小，

但总收入、总资产保持增长，园区产业规模继续扩大，产业规模指数

较上年略有提高，达到 212.91 点。 



 

 
图 7  2004~2008 年中关村产业规模指数及增长率 

企业数量有所减少。2008 年，中关村在园企业数下滑到 18437

家，较上年减少了 2590 家。究其原因，一是在金融危机中，部分企

业破产注销；二是受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影响，中关村新入园企业

大幅减少，并且部分园区企业未能通过高新认定，而未被纳入园区统

计范围。 

经济总量继续扩大。2008 年中关村总收入突破万亿大关，达到

10222.4 亿元，同比增长 13.1%，工业总产值为 3805.1 亿元，同比降

低 1.2%，总收入及总产值增速均远低于上年。 

 

图 8  2004~2008 年园区产业规模变化情况 



 

企业总资产保持增长。2008 年园区企业资产总规模达到 14393.2

亿元，同比增长 4.9%。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资产及长期投资增速

放缓，2007 年上述两项资产分别增长了 36%和 180%，而本年度增速

均不到 10%；固定资产规模则有所缩小，同比下降了 3.8%，而 2007

年该项资产增长了近 1 倍。 

（二）产业效益 

金融危机中，企业利润空间缩小，大中企业盈利遭受重创，小企

业大面积亏损，园区总利润近几年来首次出现下滑。不过，在上缴税

费增长及万元 GDP 能耗持续降低的带动下，2008 年产业效益指数达

到 205.20 点，较上年略有增长。 

 
图 9  2004~2008 年中关村产业效益指数及增长率 

主营业务利润增速放缓，利润总额下滑。2008 年中关村园区企

业实现利润 726.3 亿元，同比下降 7.6%，自 2002 年以来首度下滑。

其中，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长 10.6%，较上年增速减少了 30 个百分

点，而营业外收入则比 2007 年减少了近四成，成为总利润下滑的重

要原因。园区整体净利润达到 604.7 亿元，同比减少 11.8%，下降幅



 

度高于利润总额。2008 年，中关村有 8491 家企业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占园区企业的 46.2%。亏损企业则达到 8756 家，占到 47.5%，而在

上一年度，亏损企业所占比重约为 40%。 

税费增速大幅减缓。园区企业上缴税费总额达到 504 亿元，同比

增长 12.9%，基本保持与总收入同步增长态势。2008 年园区企业实缴

营业税、所得税增速均在 20%以上，其他税费及附加则增长了 55.8%，

但占到税费总额一半以上的增值税增幅不到 1%；而在上一年，中关

村各项税费增幅均在六成以上，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更是成倍增长。 

能耗持续减少。2006 年以来，万元 GDP 能耗分别为 0.16、0.14

和 0.12 吨标煤，园区企业能耗不断降低。 

（三）产业结构 

2008 年中关村产业结构虽然显现出一些良好的趋势，但由于受

到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影响，园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大幅减少，

导致产业结构指数略有下降，仅为 184.70 点。 

 

图 10  2004~2008 年中关村产业结构指数及增长率 



 

2008 年，中关村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通信产业取代计算机

及其相关产品成为园区第一大产业（以总收入计算）。从产业大类来

看，电子信息产业总收入占到园区总量的 56.5%，首次跌至六成以下。

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集成电路等硬件设备领域所受冲击较为严重，

总收入分别为 1581.2 亿元和 377.5 亿元，分别降低了 28.8%和 16.4%，

在总收入所占比重也随之下降，计算机及其硬件比重更是减少了近

10 个百分点。软件、环保等其它重点领域表现相对较好，增速均在

10%以上。未来产业结构如何变化，既决定于新材料、环保等新兴产

业发展情况，也决定于计算机及其硬件等主导产业反弹速度。 

 

图 11  2008 年园区各领域总收入分布图 

高技术服务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此次金融危机中，高技术服

务业虽然也受到一定影响，发展速度放缓，但依然好于园区整体发展

情况。2008 年，园区高技术服务业实现总收入 3958.9 亿元，同比增

长 25.1%，高于园区总体增速 12 个百分点；在园区总收入中所占比

重达到 38.7%，较上年略有提高。在园区整体利润下滑情况下，高技

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9.2%，利润总额达到 306.2 亿元，占到园区总额的



 

42.2%，比上年提高了近 5 个百分点。 

亿元企业优势进一步巩固，中小企业效益欠佳。2008 年，园区

企业总数有所减少，但亿元企业继续增加，达到 1018 家，同比增长

14.5%；其中，10 亿元以上的企业 152 家，比上年增加了 18 家。从

企业规模来看，园区大企业优势明显。2008 年园区总收入近九成来

自总收入超亿元企业，在利润总额、技术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中，亿

元企业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2008 年，总

收入千万以下的企业均呈现亏损状态，其中 500~1000 万的企业，效

益急剧下滑，由上年盈利超过 10 亿元降至亏损一个多亿。 

高成长企业群稳定增长。2008 年符合瞪羚计划的园区企业共

3006 家，同比增长 4.5%。园区瞪羚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六成以

上的瞪羚企业总收入规模在 1000-5000 万之间，而 5000 万-1 亿和 1-5

亿两组瞪羚企业均不足 20%。 

三、环境指数首次出现负增长 

2008 年，中关村环境指数较上年有所下降，指数仅为 224.35 点。

其中，金融环境指数首当其冲，下滑尤为明显，其原因主要为国内 IPO

暂停、风险投资发展放缓；人才环境指数稍有下降，主要原因是留学

归国人员大幅下降。2008 年园区专业服务能力得到有力提升，在园

区备案的科技中介和行业协会数目大幅增加，小企业创业服务楼发展

迅速，但在孵企业数下降明显。 



 

 
图 12  2004~2008 年中关村环境指数及增长率 

（一）人才环境 

2008 年中关村人才环境指数为 169.14 点，较上年略有下降。 

 
图 13  2004~2008 年中关村人才环境指数及增长率 

人才结构高端化、年轻化日趋明显。2008 年，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员 45.9 万人，较上年增长 13.2%，相对前几年增长趋缓，但所占

比重高于上年 3.6 个百分点，高达 48.7%，这一比例也高于硅谷地区 4.7

个百分点。对园区 2005~2008 年从业人员年龄构成进行分析发现，29

岁以下的年轻人近几年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始终保持在五成左右， 

2008 年为 50.2%；而五十岁以上的从业人员占总数的比重却始终处于



 

一成以下。这表明园区企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要远高于对中年人的吸

引力。园区企业人才流动较为频繁，2008 年工作年限 3 年以下的员

工占全部员工比重为 60.1%，其中中小企业的员工流动率要高于大企

业的流动率。 

留学归国人员数目有所下降。2000~2007 年留学生人数年均增长

率高达 25.2%。2008 年中关村累计吸收留学归国人员 7802 人，较上

年下降 18.1%，其中，占园区留学归国人员近 35%的软件产业留学归

国人员下降幅度最为明显，高达 35.7%。 

人均劳动报酬增长迅速，内资企业增幅高于外资企业。2008 年

中关村人均劳动报酬增长迅速，高达 7.1 万元，较上年增长 28.2%。

就内外资企业来看，2008 年 1~11 月内资企业人均劳动报酬同比增长

38%，远高于外资企业 18%的同比增幅，内外资企业员工人均劳动报

酬差距进一步缩小。 

（二）金融环境 

 

图 14   2004~2008 年中关村金融环境指数及其同比增长 

2008 年园区企业 IPO 融资额大幅萎缩、风险投资发展缓慢，导



 

致 2008 年金融环境指数较上年下降 15.2%，仅为 239.56 点；但值得

指出的是，园区担保融资进展顺利，信用贷款成效显著，代办股份转

让系统得到有力推进。 

园区企业信贷融资渠道得到有效改善。中关村通过“以信用促融

资”和“政策引导，信用评级，第三方担保，银行贷款”的基本运作

模式，建立了由担保公司、信用促进会、银行、企业、中介机构和相

关政府部门组成的企业信贷融资平台。截止到 2008 年底，园区企业

银行贷款余额达 938 亿元。 

IPO 融资发展放缓。2008 年，ATA 全美测评软件、北大千方等 4

家园区企业获准在境外上市；汉王、久其通过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

但尚未公开发行。2008 年园区企业 IPO 总融资额为 9.2 亿元1，不及

上年的 1/40。IPO 融资额的急剧萎缩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市

场不景气有关，如自 2008 年 9 月我国暂停 IPO。 

风险投资增速放缓。2004~2007 年中关村风险投资额年均增长率

高达 232.6%。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 年中关村风险投资总

额为 81.5 亿元，增长有所放缓，同比增长仅 30.3%，增幅较上年下降

17.3 个百分点。 

代办股份转让试点加速推进。截至 2008 年底，园区有 76 家企业

参与试点，其中已挂牌企业和正在备案企业 50 家，比 2007 年增加了

22 家。目前共有 8 家挂牌企业完成或启动了定向增发股份，共发行

1.16 亿股，融资 4.3 亿元。挂牌后企业资产总量增加，资产运营效率

                                           
1 境外上市融资额按照上市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布的汇率换算。 



 

提高，偿债能力有所增强，盈利能力明显提升。 

（三）专业服务 

目前，园区科技中介机构服务内容已涵盖法律、认证、知识产权

等领域，在孵化企业、推进企业加速发展、改善园区管理水平等方面

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2008 年专业服务环境指数达 292.18 点，

同比增长 9.7%。 

 
图 15  2004~2008 年中关村专业服务指数及其同比增长 

使用信用产品的企业数有所下降。2008 年共有 1922 家企业购买

使用各种信用产品 1922 份，其中信用评级报告 680 份，标准征信报

告 697 份，深度征信报告 545 份。信用报告累计使用数量达 6082 份。 

在孵企业数下降明显。园区共有中关村国际孵化器、中关村软件

园孵化器等 25 个孵化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创业环境有所恶化，

2008 年园区在孵企业数目较上年下降 25.2%，仅为 3198 家。 

开放实验室服务的企业成果显著。截止 2008 年底，已经挂牌的

实验室达到 36 家，涵盖了软件与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生物医药、

能源环保、新材料等所有重点产业领域。开放实验室累计为 688 家企



 

业提供了 3000 项检测和研发服务。同时，以开放实验室为平台，科

研机构和企业促进产学研合作产生一批亮点项目。  

在园区备案的科技中介机构与行业协会数量大幅增长。截至

2008 年底，在园区备案的科技中介机构及行业协会数达到 406 家，其

中，2008 年新增 96 家。其服务内容已经涵盖了信用征信评级、法律、

财务、审计、认证等领域。 

写字楼单位面积租金回升明显。2008 年写字楼单位面积租金为

206.1 元/平方米·月，较上年增加 8.8%。究其原因可能为，一是中关

村商业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以及国际知名企业总部的不断入驻提升了

区域竞争力；二是由于政策因素，北京收紧了新项目的审批，而写字

楼建设周期一般需要两年半，2008 年写字楼新增供应比较少，这也

在一定程度加速了中关村写字楼单位租金的上涨。 

四、国际化尚处于探索阶段 

2008 年中关村国际化发展步伐放缓。中关村国际化发展速度在

经历了 2007 年的高峰期后呈现明显回落态势。总体来看，资源引入

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外商直接投资增速下滑、海外上市 IPO 融资额

大幅下降导致园区资本引入停滞不前。国际拓展相对所受影响较小，

出口增速虽明显回落但技术或服务出口表现较好，企业走出去意愿较

强。2008 年中关村国际化指数为 217.3，同比增长 2%，远低于上年

57%的同比增长速度。 



 

 
图 16   2004~2008 年中关村国际化指数及增长率 

从 2008 年国际化指数增长的结构来看，国际拓展指数实现了

4.4%的增长，成为推动国际化指数小幅增长的主要因素，拉动国际化

指数增长 6.2 点；资源引入指数出现 2.6%的下滑，带动国际化指数下

降 1.9 点。 

 

图 17   2004~2008 年中关村国际化指数及各分项指数变化情况 

（一）资源引入 

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缩水，国内外投资机构变得谨慎且投资速度

开始放缓，园区吸引外资增速明显下滑，企业海外上市的 IPO 融资额

有所萎缩。企业在利润降低、外需减少、内需不振等多种因素的冲击



 

下，压缩成本，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所有下降。2008 年中关村资

源引入指数为 141.3，同比下降 2.6%。 

吸引外资总量保持增长，增速明显下滑。2008 年，外商直接投

资额为 12.2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较 2007 年同比增速下降

33 个百分点。 

企业海外上市步伐放缓，IPO 融资额明显萎缩。2008 年园区新

上市企业 6 家，上市公司总数已达到 112 家，其中境内 55 家，境外

57 家，境外上市占据了半壁江山。2008 年境外 IPO 融资额为 1.3 亿

美元，较 2007 年下降 17.1 亿美元。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经历了 2007

年园区企业较大规模集中上市之后，2008 年园区企业上市自然趋缓；

另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缩水，国际资本市场

巨幅震荡以及持续低迷，IPO 数量和规模较上年明显下降。海外市场

充满不确定性，并不是发行新股的好时机，因此园区部分企业推迟了

上市计划。 

外籍从业人员较上年有所增加。截至 2008 年年底，外籍从业人

员为 5676 人，同比增长 16.5%。其中八成以上的外籍从业人员集中

在外资企业。从规模来看，亿元以上的大企业外籍人员数占比接近 6

成，为 500 万元以下的小企业的 3 倍多。从各领域来看，电子信息领

域外籍人员数占比七成以上，所占比例较高。 

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下降。2008 年园区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

出为 7.9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6.8%。这主要由于占引进国外技术

经费支出比重 88%的电子信息产业大幅下滑所至。电子信息产业引进



 

国外技术经费支出为 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5%。 

（二）国际拓展 

受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园区出口受到较大影响，增速明显下滑，

但技术或服务出口相对表现较好。园区企业“走出去”意愿增强，在

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数显著增长，对境外直接投资日趋活跃，一定程度

上拉动了国际拓展指数的小幅增长。2008 年国际拓展指数为 293.3，

同比增长 4.4%。 

出口市场严重萎缩，外资企业所受冲击严重。2004~2007 园区出

口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 53%。2008 年出口总额为 207.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5.2%，出口增速急剧下滑。出口下滑主要集中于外资企业。2008

年，外资企业出口总额为 162.6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内资

企业出口总额为 44.7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 

技术或服务出口额稳中有升。2008 年园区技术或服务出口额为

2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008 年园区技术或服务出口额占出口总

额 11.4%，较 2007 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在外部市场趋紧的形势下，

技术或服务出口表现良好的抵御风险能力。 

电子信息产业出口表现欠佳。2008 年占电子信息产业出口总额

为 152.8 亿美元，较上年同比下降 3.6%，低于园区总体出口增速。2008

年下半年，欧美经济逐步走向衰退导致电子信息产品的外需不断恶

化，对园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出口影响较为明显。生物医药产业出口总

额为 2.6 亿美元，同比增速为 140.5%，在新一轮医改的推动下以及国

际市场对药品需求的强劲拉动，出口得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园区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竞争。从园区企业国外专利申请

进入的国家或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美国，占进入国家阶段专利

总数的 30.5%；其次为日本和欧洲，分别占到 16%、12%。在专利授

权方面，2008 年园区欧美日专利授权数为 162 项，较上年增加 7 项。

在注册商标方面，2008 年园区欧美日注册商标个数为 509 项，较 2007

年减少 3 项。其中欧美日注册商标个数大企业占到九成以上，而中小

企业则不足一成。 

企业境外分支机构数大幅增加。截至 2008 年，园区企业在境外

设立分支机构数为 249 家，较上年增加百余家。园区企业设立分支机

构所属类型主要集中于子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其中研究机构仅

占 7%，所占比例偏低。 

 
图 18  2008 年园区企业设立境外分支机构所属国家和类型 

对境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08 年中关村对境外直接投资额为

50.1 亿元，为近四年来同期的最高值。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蓝星（集团）

总公司对境外直接投资额为 47.3 亿元，直接拉动了 2008 年度园区整

体对境外直接投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