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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创新跑出“加速度”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中关村改革发展 40 年、中关村园区成

立 30 年。中关村 40 年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波澜壮阔历史画卷的北京

缩影。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关村，中关村的创新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开放的内涵，

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连续十年开展中关村指数研究，该指数能够较为客

观、全面的追踪中关村的发展，被誉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的“晴雨表”

和“风向标”。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反映十八大以来中关村呈现的新特点、新趋

势，今年课题组对中关村指数进行了改版，形成了新版中关村指数。 

此次改版突出四个导向，一是突出创新引领，反映中关村示范区（以下简称

示范区）的源头创新特色；二是突出高质量发展，反映示范区构建“高精尖”经

济结构的发展特征，体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三是突出全球影响力，表

征示范区参与全球高层级竞争的能力；四是突出科产城融合，刻画示范区的宜居

宜业、高品质生活特质。 

新版中关村指数指标体系1设置了创新引领、双创生态、高质量发展、开放

协同、宜居宜业 5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加以三级指标及监测指标，多

角度多维度进行动态分析。中关村指数以 2013 年为基期，基期数为 100。 

图 1  中关村综合指数 

 

指数测算结果显示，中关村指数快速提升，由 2013 年的 100 上升至 2017

年的 200.9，年均提高 25.2。从分项指数来看，五个分项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

                                                             
1 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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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其中，双创生态指数增势强劲，达 406.3，位居第一，近五年年均提高 76.6；

开放协同指数、创新引领指数和高质量发展指数快速增长，分别为 170.7、166.7

和 151.6，五年来年均分别提高 17.7、16.7 和 12.9；宜居宜业指数平稳增长，达

109.2，五年来年均增长 2.3。 

图 2  中关村指数一级分项指数 

 

新时代，示范区呈现出引领型、活力型、开放型的高质量发展，具体表现为

科技创新引领、双创生态优化、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开放协同能力增强、宜居

宜业品质提升五大特征。 

一、创新引领能力持续增强，着力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2017 年，示范区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加，创新引领指数达到 166.7，比上年

提高 27.4，近五年来年均提升 16.7。从分项指数来看，创新投入指数 157.1，较

上年提高 25.3；创新产出指数 176.2，较上年提高 29.4。 

图 3  中关村创新引领指数 

 

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创新势头强劲。目前，示范区形成了由科技型企业

为主，高校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协同发展的创新体系。一是世界一流大学、顶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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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加速聚集，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示范区全球顶尖科学家和高校智力资

源的数量领跑全国，2017 年拥有全球自然指数 500 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21 所，

占全国的 26.3%；入选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达 69 人，占全国的近三成。

二是企业创新积极性持续提升。2017 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2448.3 亿元，

同比增长 24.1%。2017 年，示范区有 48 家企业入选欧盟“全球企业研发投入 2500

强”，约占全国的 1/8，上海为 36 家、深圳为 32 家，示范区成为创新型领军企业

最为密集的区域。三是企业积极投身于构建面向行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越来

越多的企业开始以自主创办研发机构、积极申报国家科研基地等方式开展技术创

新。截至目前，示范区拥有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37 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77

个，这些载体不断孕育重大创新，引领和带动行业技术进步。 

图 4  2013-2017 年示范区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量 

 

图 5  2013-2017 年示范区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创新驱动成效突出，知识产权质量不断提高。一是示范区专利申请和授权

量持续增长。2017 年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7.4 万件和 4.3 万件，同比



4 

分别增长 6.7%和 19.4%。2017 年，企业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 72 件，近五年内翻

了一番，与创新标杆区域差距进一步缩小。二是企业专利质量不断提升。2017

年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 1.9 万件，占专利授权总量的四成，占比较上年提高 2.8

个百分点；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为 3652 件，同比增长 14.6%。企业专利的技术

先进性、经济及社会效益优势明显，如知觉科技研制出国际领先的特种光纤制备

工艺，实现了对国外公司产品的进口替代；墨奇科技的全球首个无标注指纹比对

技术开始在上海、广东等多地试用。三是知识产权服务业实现“金融化”发展。

示范区已形成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质物处置与风险管理机制及质押融资多层次

风险分担机制，有近 400 家企业通过专利权质押方式获得融资超 600 笔，占同期

质押融资笔数的比重超 85%。 

图 6  2013-2017 年示范区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 

 

创新引领能力突出，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一是示范区

成为全国重大原创技术的源头。截至 2017 年底，示范区企业和产业联盟主导创

制的国际标准 330 项，是 2013 年的 2.5 倍。近三年来，示范区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 120 余项，约占获奖项目总数的 1/5。如北京大学彭练矛

教授领衔的碳基集成电路团队（华碳元芯电子科技）在全球首次实现 5nm 碳纳

米管 CMOS 器件制备，性能超越目前最好的硅基晶体管。二是持续涌现一批突

破性的自主创新成果。近年来，示范区积极抢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产业技术升

级的重大机遇，培育出了具有技术主导权和全球引领性的人工智能创新成果。

2018 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示范区多家企业的人

工智能技术、对抗式神经网络技术纷纷入选。示范区在计算机视觉、无人驾驶等

部分领域领先全球，如 2018 年计算机视觉界的顶级竞赛（MS COCO）中，全部

6 项冠军均由中关村团队包揽。三是技术创新辐射全国。2017 年，示范区技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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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交额超 3500 亿元，同比增长 15.7%，占全国的约 1/4。 

二、双创生态更具活力，成果转化与孵化能力进一步增强 

2017 年，示范区双创生态持续优化，双创生态指数达 406.3，较上年提高约

100，在五个一级指数中增长最快，近五年年均提升 76.6。从分项指数来看，成

果转化与孵化指数超 500，创业活力指数达 185.6。 

图 7  中关村双创生态指数 

 

双创人才聚合发展，加速形成创新合力。近年来，示范区持续优化人才供给，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形成了良好的聚才用才环境。一是高学历人才持续

增加，成为示范区双创人才的有力支撑。2017 年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从业人

员总数的超五成，占比近五年来持续提升，与国际一流创新区域持平。二是培养

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双创人才。示范区 2 人入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2018 年全球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榜(TR35)”，占全国入选者的 2/3；22 人入选福

布斯“2018 年亚洲十大领域 30 位 30 岁以下杰出青年”，占我国入选者的近四成。

三是立足全球视野，吸引集聚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团队。示范区依托

前沿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多种渠道，吸引一批行业领域的顶尖人才和团队。

如诺贝尔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等国际团队加入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

等。 

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持续活跃，顶尖资本不断集聚。截至 2017 年底，红杉

资本、IDG 资本、DCM 资本等一批全球顶尖风险投资机构均已进驻示范区，活

跃在示范区的股权投资机构已达 1490 家。同时，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凭借前瞻性

眼光，瞄准示范区前沿项目，竞相角逐潜力企业。如沈南鹏、徐小平等 11 人入

选福布斯“2018 年全球最佳创投人”，助力了小米、美团等企业的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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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高度活跃。2017 年股权投资案例 2584 起，同比增长 31.8%，

占全国的 27.8%；股权投资金额 1557.1 亿元，同比增长 47.7%，占全国的 35.7%。

其中，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额分别占全国的 42.1%和 35.5%。 

图 8  2017 年示范区股权投资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及占全国比重 

 

双创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创新创业活力迸发。近年来，示范区创新创业生态

逐步完善，双创服务主体多元化、专业化、协同化效应增强。一是服务主体多元

融合，聚集发展态势显著。截至 2017 年底，示范区创新创业服务机构 800 余家，

构成了由 168 家众创空间（占全国的 8.5%）、34 家特色产业孵化平台、29 家大

学科技园为代表的多层次创业服务体系。二是双创服务体系优化升级，专业化、

垂直化特征明显。近年来，双创服务机构紧跟市场前沿趋势，更加聚焦硬科技孵

化。如中关村智造大街作为北京首个硬科技产业服务生态链园区，打造了集敏捷

制造、工业设计等为一体的“北斗七星生态服务链”，加速智能制造、人工智能

等硬科技企业的技术成果转化；中科创星聚焦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高精尖领域

孵化投资了 50 多家硬科技创业企业。三是创业孵化能力增强，培育了一批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科技新锐企业。截至 2017 年底，CBInsights 发布的全球独角兽企

业名单中，小米、今日头条等 30 家企业上榜，占全国的 50.8%，入选数量超过

了上海、杭州和深圳。创业持续活跃，2017 年日均新设立科技型企业 80 家，优

于伦敦、东京等国际创新区域。2 

 

 

 

                                                             
2 数据来源：《全球创业生态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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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3-2017 年示范区新创办科技型企业数量 

 

多元主体持续发力，促进创新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示范区以开放

共享为导向，持续推动企业、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一是科技成果服务首都城市重大需求。示范区积极承接国家实验室等重大项目，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首都城市重大需求。如旷视科技、商汤科技为冬奥提供智能

监控等安全保障。二是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2017 年，

示范区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有七成以上（37 项）的项目都是校企合作的

成果。三是新型研发机构快速涌现，成为成果转化的“助推器”。近年来，示范区

涌现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它们打破科研单位人员编制化、工资额定化模式，打

通产学研和资本的全链条通道，加快了产业化项目的落地实施。如北京协同创新

研究院已累计启动“外骨骼机器人”等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项目 134 项，目

前已有近七成的项目成果实现转化。 

三、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7 年，示范区综合经济实力稳步增强，高质量发展指数达 151.6，较上年

提高 10.3，近五年来年均增长 12.9。从分项指数来看，创新经济指数为 153.8，

质量效益指数为 149.4，均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图 10  中关村高质量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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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稳步提升，支撑首都创新发展。示范区创新驱动效应凸显，经济发

展高效集约，成为首都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2017 年，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达

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是全国高新区总收入的 1/6，占比较 2013 年提高

2 个百分点。实现增加值 7352.2 亿元，同比增长 12.1%，约占全市的 1/4，占比

高于上年 0.7 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由 2013 年的约两成提高到 2017

年的 33.7%。同时，质量效益稳步提升，人均指标均高于国家级高新区整体水平。

2017 年从业人员人均实现收入 202.4 万元，人均税费 9.9 万元，分别较上年增加

16.9 万元和 0.6 万元，分别高出国家级高新区整体水平 44.2 万元和 1 万元。2017

年万元增加值能耗 0.078 吨标煤，约为全市（约 0.28 吨标煤）的 1/4，约为全国

的 1/10，在首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中持续发挥着引领支撑作用。 

图 11  2013-2017 年示范区企业总收入及增速 

 

 

图 12  2013-2017 年示范区增加值及占全市比重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助力示范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是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的主阵地，近年来持续加快新经济发展，2017 年，以电子信息、生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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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等为代表的六大重点技术领域实现总收入 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7%，占示

范区总收入比重近八成。同时，以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精尖”

产业发展势头良好。2017 年，高技术产业实现总收入 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

占总收入的比重超 30%；现代服务业实现总收入 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占

总收入的比重 60%以上，占比较上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 

图 13  2017 年示范区重点产业总收入及占示范区比重 

 

创新经济快速发展，集聚经济发展新动能。近年来，示范区持续聚集一批创

新性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支撑示范区创新发展。2017 年，示范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 13022 家，占全国高新区的比重为 26.2%，占比近年来持续提升。一

是以人工智能芯片、计算机视觉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领域企业，加快新技术的场

景化应用，激发发展新动能。如地平线发布中国首款嵌入式人工智能“中国芯”，

预计到 2025 年将有三千万辆汽车内置地平线自动驾驶 BPU。二是以跨界融合创

新为牵引的新兴业态和产业引领优势凸显。随着科技与金融的融合，示范区涌现

了一批跻身全球金融科技版图的企业，毕马威发布的“2017 年全球金融科技 100

强”中，京东金融、融 360 等三家企业入选，占全国（9 家）的 1/3。三是在技

术进步、消费升级共同推动下，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产

业升级提供新路径，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如航天云网上线三年来，发布协作

与采购需求近 15 万条，成交共计 2100 余亿元，拥有来自全球 179 个国家和地区

的企业用户达 170 万。 

创新型企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全球竞争力快速提升。2017 年，示范区年

收入亿元以上企业 3504 家，较上年增加 231 家；其中，年收入超百亿元 86 家，

较上年增加 13 家；收入超千亿元企业 6 家。示范区企业在规模做大的同时，综

合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全球影响力快速提升。一是科技型上市企业和新三板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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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总市值创新高。截至 2017 年底，示范区上市企业总市值3达到 5.4 万亿元，

其中市值超过百亿元企业 113 家，是 2013 年（46 家）的 2.5 倍；新三板挂牌企

业总市值约 7800 亿元，总市值较 2013 年增长了近 20 倍。二是越来越多的企业

面向全球布局，参与全球竞争的实力显著提升。示范区企业在财富世界 500 强、

全球创新千强等全球知名综合实力、创新性榜单上榜数量快速增长。如示范区入

选福布斯“2018 年全球企业 2000 强”企业 15 家，约是 2013 年的 2 倍，占全国

的 1/5；入选思略特“2017 年全球创新千强”的企业 24 家，较 2013 年增长一倍。 

四、开放协同能力不断增强，聚力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2017 年，开放协同指数达 170.7，较上年提高 24.4，近五年年均提升 17.7。

从分项指数来看，国际拓展指数和资源引入指数为 194.6 和 193.2，均较上年提

高超 30；区域辐射指数 124.3。一大批企业从以产品国际化为主的阶段，迈向以

品牌、技术、资本国际化为主的新阶段。 

图 14  中关村开放协同指数 

 

开放协同创新网络加快构建，国际创新资源吸附力逐步增强。近年来，示

范区持续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提高全球创新资源的链接能力。

一是创新人才供给服务，集聚全球高端创新人才。截至 2017 年底，留学归国人

员和外籍从业人员首次突破 4 万人，同比增长 7.2%。二是国际顶尖创新机构加

速集聚，优质高精尖技术和项目加快落地。微软、IBM、苹果等全球 500 强企业

已在示范区设立总部型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美国 Plug&Play、以色列 Trendline、

微软创投加速器等国际孵化器也纷纷入驻。三是创业孵化机构积极走出去，开展

创新合作。太库、盛景网联等创业孵化机构积极以开设海外分支机构、与国外机

                                                             
3 市值均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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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合作等方式，开展跨境孵化，吸引全球各地的优秀创业项目。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不断提升。近年来，

示范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企业已经从单一的“产

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技术输出、资本输出”转变。一是企业品牌效应不断显

现，全球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2017 年，企业实现出口 3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4%。二是企业加速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参与全球科技竞合。如碧水源已经

走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白俄罗斯等国家，助力解决当地水资源匮乏问题。三

是企业通过离岸创新、跨境孵化、跨境投资等方式，建设全球创新平台，持续拓

展国际合作网络。2017 年示范区有 126 家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对境外直接

投资额达 227.2 亿元。如滴滴与软银成立合资公司，将其人工智能交通平台及服

务引入日本市场，充分发挥双方优势，为日本的消费者及出租车公司创造新的价

值。 

跨区域辐射不断增强，引领全国创新发展。近年来，示范区通过共建园区、

技术辐射等方式加强配置全国创新资源。一是以共建园区为载体，成功移植推广

中关村经验。近年来，示范区通过品牌输出、共建园区或基地、建立创新中心等

多种方式，将示范区的政策、资本、人才等创新元素移植推广至全国。2017 年，

示范区与长春高新区共建长春•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这是继保定、徐州、南

宁、天津滨海之后又一成功复制的创新示范基地。二是以技术交易为纽带，带动

全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2017 年，示范区流向外省市的技术合同 3.3 万项，成

交额为 1822.7 亿元，占总成交额的 51.4%。三是以设立分支机构为着力点，加速

配置国内高端创新资源。2017 年，企业在京外设立分支机构 1.4 万家，其中设立

境内（京外）分支机构 1.3 万家，较上年增加 1548 家。 

图 15  2017 年示范区输出技术合同流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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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京津冀发展，担当主力军角色。近年来，示范区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加快构建三地互通互联的产业链、创新链和园区链。一是更加注重政策

一体化。示范区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加强政策的一体化，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示范区出台的人工智能产业培育行动计划，提出要在京津冀地区建设安全、泛在、

智能的云网端一体化智能网联汽车平台体系，以此推动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协同

发展、融合发展。二是跨区域产业链协同更加紧密。示范区企业通过在津冀设立

分公司、子公司、生产基地及开展并购等方式，加快跨区域产业链合理分工。2017

年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公司 244 家，设立子公司 478 家；并购津冀地区案例数

20 起，并购金额约 60 亿元。三是跨京津冀园区链建设成效显著。示范区通过设

立分园、共建园区、园区合作等多种形式，加快构建“2+4+N”产业合作格局。2017

年，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开园一年来新增注册企业 316 家，注册资本金超过

38 亿元；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初具规模，99 家企业和机构入驻；石家庄（正定）

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总投资 380 亿元的 16 个重大项目落地。 

五、国际一流宜居宜业环境加快构筑，进一步彰显城市品质 

2017 年，示范区宜居宜业指数达 109.2，五年来年均提高 2.3。从分项指数

来看，营商环境指数 106.7，生活品质指数 111.8。 

图 16  中关村宜居宜业指数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水平再度提升。近年来，北京市出台了关于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优化营商环境“9+N”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加速为企业营造

审批少、流程优、效率高、服务好的营商环境。一是营商环境逐步优化，部分领

域表现好于国际创新区域。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北京营商环境逐步改善，得分 64.96 分，较上年提高近 1 分。具体来看，在“执

行合同便利度”方面，北京排名第 5 名，得分为 76.34 分，领先于香港、东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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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创新区域。二是北京营商环境位居全国第一，城市投资吸引力最强。国家发

改委发布的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试评价结果显示，北京营商环境排名全国第一，其

中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反映城市投资吸引力的两个维度的排名均居首位。 

加快政策先行先试，激活创新创业活力。示范区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

持续探索在人才、金融、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政策创新和试点改革，进一步激

发创新创业活力。一是积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试点。在国

家质检总局支持下，示范区设立生物医药国检试验区；围绕国际人才出入境便利

化等方面研究提出 20 条政策建议并落地实施；在人民银行支持下，会同北京银

监局发布了推动示范区科技金融专营组织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开展机制体制创

新和科技金融产品创新。二是聚焦前沿领域政策创新，引导企业创新创业。继智

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的支持政策后，示范区又出台了《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人工智能产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0 年）》等一系列政策，深

入推进前沿领域融合创新。三是落实推广现有的先行先试政策。示范区经过多年

的尝试和探索，先后有多项经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如科技成果“三权”

改革、股权激励、新三板等 10 余项先行先试政策，持续推广到全国或其他示范

区；外籍人才出入境新政实施一年多以来，部分政策推广至天津、河北、辽宁等

省市的自贸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和谐宜居环境加快建设，城市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北京深入落实“四个中心”

城市战略定位，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大城市病”治理，全面提升交通、

生态等宜居环境。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公布的 2018 年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

显示，北京排名第 75 位，连续两年位居我国大陆上榜城市第二名。日本森纪念

财团发布的《2017 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中，北京综合实力排名位居 13 位，排

名较上年提高 4 个位次，且超过上海（15 名）、大阪（26 名）等地。中关村及北

京交通、生态等居住环境逐步改善，如生态环境方面，2017 年北京市生态环境

质量级别为良，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 67.8，较上年提高 4.6%。 

新时代、新征程，示范区加快创新步伐，推进高质量发展，对标全球一流创

新区域，在加强原始创新、提高成果转化与孵化能力、培育世界级领军企业、营

造更加适合国际人才的宜居宜业环境等方面还需持续发力，砥砺前行，不断奋进，

继续发挥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引领支撑和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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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关村指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创新引领 

创新投入 

全球顶尖科学家数量 

全球 TOP500高校和科研机构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创新产出 

顶级科技奖项获奖数量（当量） 

ESI高被引论文数量 

累计主导创制国际标准数 

PCT专利申请量 

每万从业人员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 

双创生态 

创业活力 

全球杰出双创人才数量 

29岁及以下从业人员数 

创新创业服务机构数 

新注册科技型企业数 

成果转化与孵化 

技术合同成交额 

全球独角兽企业数 

孵化机构毕业企业数量 

企业当年获得股权投资额 

高质量发展 

创新经济 

高技术产业收入占比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增速 

科技型上市企业和新三板挂牌企业总市值 

质量效益 

世界一流创新型领军企业数 

劳动生产率 

企业收入利润率 

地均产出 

人均税收 

开放协同 

国际拓展 

上市企业海外收入 

出口总额 

流向境外的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额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额 

资源引入 

留学归国人员和外籍从业人员数 

外商实际投资额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 

区域辐射 
流向外省市的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额 

企业外省市设立分子公司数量 

宜居宜业 
营商环境 全球营商环境综合评价 

生活品质 全球城市品质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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