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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指数 2017”发布版 

 

2016 年，在全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及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关村示范区以推动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两个抓手”，着力推进“三城一区”建设，

持续加强政策引领、产业引领和区域引领。在此形势下，2016 年，中关村示范

区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了“四力”提升，即创新能力、创业活力、辐射带

动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加速提升，进一步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关村综合指数突破 400，达 466.9，比上

年提高 67.2。从分项指数来看，六个分项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创

新能力指数和产业发展指数依然平稳增长，分别为 339.9 和 320.5，较上年提高

23.2 和 29.7；辐射带动指数快速增长，达 409.6，较上年提高 51.3；企业成长指

数表现亮眼，攀升至 510.6，较上年提高 72.9；受“一带一路”的带动，中关村

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国际化指数快速提升至 565.8，较上年提高 132.2；创新创

业环境指数增长强劲，达 642.3，较上年提高 111.6，科技金融环境逐步优化，融

资总额大幅提升。 

图 1  中关村综合指数 

 

 

图 2  中关村指数一级分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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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行先试政策取得新突破，高端创新要素加速集聚 

人才政策不断创新，高端人才加速聚集。一是突出政策引导，打造人才政

策创新高地。2016 年，中关村示范区积极争取公安部推出了支持北京创新发展

的 20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其中有 10 条政策在中关村先行先试；创新外籍人才评

价体系，出台支持雏鹰人才创业等政策，促进创新创业人才结构优化，为推动全

国和首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探索路径。二是突出高端引领，人才高端高智特

征凸显。2016 年，中关村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为 53.2%，

占比较“十二五”初期提高 4.1 个百分点。其中，硕士和博士学历的从业人员达

26.3 万人和 2.5 万人，分别占 10.6%和 1.0%。三是突出创新创业，中青年成为双

创的中流砥柱。2016 年中关村创业者平均年龄为 39.1 岁，其中 30 岁及以下创业

者占 22.4%。随着创业品质的提升，中关村优秀企业家和创业新锐在国内外的影

响力进一步增强。程维、王兴等 18 人入选“中国 40 位 40 岁以下商业精英”榜

单，占全国的近五成；28 人入选 2017 年《福布斯》发布的“亚洲十大领域 30

位 30 岁以下杰出青年”榜单，占我国入选创业者的近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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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 年中关村从业人员学历构成 

 

资本要素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多层次市场加快推进。一是金融创新改革取

得新成效。2016 年，中关村示范区持续推进金融创新改革，率先开展“投贷联

动”试点、外债宏观审慎试点、创新创业债和绿色债发行试点，不断增强资本要

素供给。截至 2016 年底，中关村共为 69 家企业办理外债宏观审慎试点业务 141

笔，签约金额 41.34 亿美元，业务笔数和金额在全国试点范围内均居第一位。二

是新金融引领发展。2016 年中关村发生股权投资案例 1961 起，已披露股权投资

金额 1054.0 亿元，均占全国的近四成，稳居全国首位。一批中关村新创企业凭

借独特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优势获得资本市场青睐，如 2016 年人工智

能领域就有商汤科技、地平线机器人等近 40 家企业获得风险投资。同时，科技

金融企业积极探索以技术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如京东金融获得《亚洲银行家》

授予的国际风控大奖，以数据驱动的风控体系助力银行、企业等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融资能力提升。中关村上市企业持续发展壮大，2016

年中关村新增上市企业 20 家，其中境外上市 6 家，截至 2016 年底上市企业总数

达 300 家，累计首发融资约 2900 亿元；截至 2016 年底，中关村新三板挂牌企业

达 1479 家，当年新增挂牌企业 656 家；截至 2016 年底，中关村股权交易服务集

团累计服务中小微企业 4199 家，实现各项融资累计 131.05 亿元；挂牌企业 3103

家，登记托管企业 88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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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6 年中关村创业投资情况 

 

双创服务体系不断升级，引领创新创业新潮流。中关村示范区不断加强双创

服务供给，日前出台“1+4”资金政策支持体系，主要包括精准支持重大前沿项

目与创新平台建设、优化创业服务促进人才发展等，通过“精准+普惠”相结合

的方式助力打造中关村“升级版”。中关村创新创业服务不断迭代升级，形成了

以 97 家创新型孵化器、29 家大学科技园、26 家特色产业孵化平台为代表的创新

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双创服务体系，截至

2016 年底，创新创业服务机构达 1000 余家。一是创新引领孵化模式。中关村率

先涌现了大企业加速模式、天使孵化模式、股权众筹模式、创客孵化模式等十大

孵化模式，引领创新创业服务新潮流。同时，双创集聚地强劲发展，截至 2016

年底，中关村创业大街及入驻机构累计孵化创业团队 1581 个，日均孵化 1.7 个

创业项目，超四成孵化项目（655 个）获得融资，总融资额达到 65.34 亿元。二

是大企业双创平台持续活跃。中关村带动大企业和科研机构加码双创，逐步形成

高校院所为创新源头、大企业为主体、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的双创格局。中关村

涌现出了航天云网、中航爱创客等为代表的大企业双创平台 30 余家，孵化和培

育了豌豆荚、融 360、格灵深瞳等一批融合了大企业创新基因的独角兽企业和高

成长初创企业。 

二、创新活力加速迸发，“独角兽”企业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企业创新积极性逐步提升，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2016 年，中关村示范

区科技活动投入保持增长，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65.7 万人，同比增长 8.7%，占从

业人员总数的 26.5%；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1972.4 亿元，同比增长 11.1%。领

军企业投入和配置科技资源更为积极主动，2016 年收入百亿以上企业的科技活

动经费支出 317.9 亿元，同比增长 12.7%，增速高于中关村整体 1.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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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百度不断加大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上的研发投入，

2016 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位居中关村企业榜首，市场领先优势也随之巩固提升，

百度人工智能的市场化、产品化为原生广告业务提升了 30%的获客能力。 

图 5  2008-2016 年中关村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量 

 

图 6  2008-2016 年中关村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产出效率稳步提升。一是专利申请量和

授权量齐增长，专利质量明显提升。2016 年，中关村企业专利申请量 69217 件，

同比增长 14.2%；获得专利授权 36336 件，同比增长 4.0%；二者占北京市比重

分别为 36.6%和 36.1%。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41127 件，同比增长 8.7%；发明

专利授权量 14782 件，同比增长 15.3%。中关村企业共申请 PCT 专利 3187 件，

占全市的比重达 47.9%，其中京东方、奇虎等 6 家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超过 100

件。1989-2016 年连续十七届中国专利评选活动中，中关村累计获得中国专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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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46 项，其中 2016 年获得 3 项金奖。二是创新产出效率快速提升，领先全国平

均水平。2016 年，中关村企业万人专利申请量达 278.8 件，较上年提高 16.2 件；

其中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 165.7 件，较上年提高 1.7 件。2016 年，万人专利授权

量 146.3 件；其中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 59.5 件，较上年提高 4 件。截至 2016 年

底，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248.8 件，约是北京市的 3.2 倍。2016 年，中关村每

百亿元增加值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量分别达到 657.6 件、236.4 件和

987.8 件，均远远高于全国和全市水平，其中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 6.7 倍。 

图 7  2008-2016 年中关村企业专利申请及发明专利申请量 

 

图 8  2008-2016 年中关村企业专利授权及发明专利授权量 

 

协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呈现新格局。近年来，中关村示范区加快

构建新型产业组织，积极探索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创新模式，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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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发挥各方优势，激发创新活力。一是探

索军民融合创新模式，加快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中关村逐步

形成了优势民口企业参与国防建设、社会组织推动、军民融合特色园建设等多形

式、多主体参与的军民融合新模式。中关村积极培育一批优势民口企业参与国防

和军队建设，中关村有 25 家企业参加第二届军民融合高科技成果展，占全部参

展民口企业的近三成；支持成立中关村产业联盟技术联合会、中关村蓝创通用航

空产业联盟等社会组织，加强与军方、军工集团联系，提高军方和民口企业的对

接效率；推进中关村国防科技园、中关村军民融合网络与信息安全产业园等特色

园区建设，加快形成各具特色、布局合理、协同高效的发展格局。支持成立中关

村军民融合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中关村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孵化中心，提升科技领

域军民融合的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以及科技创新水平。二是企业与高校院所协同

创新日益密切，科技成果转化取得新进展。如品驰医疗和清华大学联合研发的脑

起搏器系统通过欧盟 CE 认证，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是国内首个获得 CE 认

证的脑起搏器系统；北京天智航公司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机构联合研发“天玑”

骨科手术机器人，填补了上颈椎手术机器人的国际空白。三是持续构筑技术创新

平台，聚力推动协同创新。中关村积极发挥新型社会组织融合创新平台作用，开

展服务产业链协同、产学研协作。如百度牵头筹建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着力从研究突破、产业合作等方面提升人工智能核心竞争力；北京石墨

烯产业创新中心落户中关村，该中心聚焦前沿新材料的研发，加快科研成果转化

落地，提升以石墨烯为代表的前沿新材料的产业创新能力。 

科技型企业快速增长，“独角兽”企业占据全国半壁江山。2016 年，中关村

新创办科技型企业 24607 家，约是“十二五”初期的 5.8 倍。企业规模实力不断

增强，2016 年中关村年收入亿元以上企业 3273 家，较上年增加 306 家，其中年

收入超百亿元 73 家，较上年增加 5 家；超千亿元企业 6 家。同时，中关村高成

长高估值企业不断涌现，截至 2016 年底，中关村拥有 5054 家瞪羚企业，实现总

收入 4526.2 亿元，同比增长 23.5%，增速约是中关村整体水平的 2 倍。中关村独

角兽企业达 65 家，比上年增加 25 家，总数占全国一半，仅次于美国硅谷，成为

全球独角兽数量排名第二的区域。65 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 2137 亿美元，其中小

米（460 亿美元）、滴滴出行（338 亿美元）、美团点评（180 亿美元）3 家企业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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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超过百亿美元。 

图 9  2008-2016 年中关村年收入亿元以上企业数 

 

图 10  2008-2016 年中关村上市企业数 

 

三、新动能加快培育，“高精尖”经济结构支撑首都创新发展 

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有力支撑全市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关村示范区经济规

模持续保持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2016 年，中关村实现总收入 4.6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2.8%，近几年来增速始终保持两位数；总收入占国家级高新区的比重达

16.7%，占比较上年提升 0.7 个百分点，创十年来新高。2016 年，中关村实现增

加值 6254.1 亿元，同比增长 13.3%，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25.1%，占比

较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中关村在推动北京经济持续发展中的引领支撑能力逐

步增强，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由“十二五”初期的不到两成提高到 2016 年的

39%，且较上年增加 5.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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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08-2016 年中关村增加值及占北京市比重 

 

图 12  2008-2016 年中关村企业总收入及增速 

 

图 13  2016 年中关村与其他国家级高新区总收入比较 

 

“高精尖”经济结构加快构建，汇聚发展新动力。2016 年，中关村示范区

六大重点技术领域实现总收入 34820.0 亿元，同比增长 12.7%，先进制造、新材

料和生物医药三个领域均实现 15%以上的快速增长。同时，以高技术产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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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精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一是智能制造助力高技术产业稳

步发展。2016 年，中关村高技术产业实现总收入 16868.2 亿元，同比增长 11.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10.9%，扭转了上年负增长的局面。中关村企业以智

能制造为突破口，改变传统制造的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如京东方陆续推进合肥、

苏州、重庆等地智能工厂的智能制造转型，通过客户、产品、制程、设备、供应

商的互联，实现生产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三一重工在产品上增加嵌入式的

自主开发芯片，并基于工业物联网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机器的精准定位、协同指

导。二是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2016 年，中关村现代服务业实现

收入 29869.7 亿元，同比增长 11.4%；占中关村总收入的 64.9%，近五年占比始

终保持六成以上，成为中关村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互联网+”向现代服务业加速

渗透，带动智慧物流、智慧交通等领域迅速发展，服务业智能化成为新趋势。 

图 14  2008-2016 年中关村现代服务业总收入及占比 

 

新经济加快发展，新动能逐步培育壮大。2016 年，中关村示范区持续发展

新经济，推动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快速成长，不断创造新的供给和新的消费，

逐步提升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一是以人工智能、石墨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

竞相崛起，新技术、新产品引领全球。以人工智能为例，目前中关村已聚集了数

百家人工智能机构，形成了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全产业链集群，多项

产品及技术领跑全球。如国际权威人脸识别数据库 LFW 显示，中关村有 5 家企

业人脸识别的准确率在 99%以上，比硅谷多 2 家；360 人工智能研究院在 2017

年图网（ImageNet）大赛中获得“物体定位”两个场景的第一，同时在所有任务

和场景中均获得了全球前三；灵犀微光凭借领先的光学技术，自主研发出 36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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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V（视场角）、透光率超 90%、双眼视野显示分辨率 720P 的 AR 眼镜，AR 光

学引擎生产技术全球领先。二是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

新竞争优势加快构筑。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分享经济已经从生活领域逐步扩展到

生产领域。目前中关村拥有涵盖出行、住宿、知识分享、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的

分享经济企业 2000 余家，引领行业发展新潮流。如数码大方基于自身制造技术

和知识优势，发展面向制造企业的“双创”服务平台及解决方案，提供软件按需

取用、在线协同合作、技术资源交易等共享服务，实现制造与分享经济的深度融

合，推动新型制造模式发展。 

四、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京外布局稳步推进，引领全国创新发展。2016 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在京

外设立分支机构 12068 家，较上年增加 805 家，约是“十二五”初期京外分支机

构数的 2.1 倍。中关村上市企业 2016 年实现合并报表营收 3.5 万亿元，其中对外

辐射收入约 2.6 万亿元，约是上年的 1.5 倍，约是“十二五”初期的 3.3 倍；对

外辐射收入占上市公司合并报表总收入的 73.4%。跨区域并购持续升温，技术并

购成为新亮点。2016 年中关村企业发起的境内跨区域并购案例 256 起，较上年

增加 4 起，占中关村企业境内并购案例总数的近五成。中关村企业频频聚焦前沿

技术开展并购。如绿盟科技收购大数据公司阿波罗云，将自身的网络安全技术与

阿波罗云在基础网络领域的技术优势相结合，实现可运营的安全云。 

图 15  2016 年中关村企业国内京外设立分支机构按地区分布 

 

注：2016年中关村企业统计上报数据中，企业仅填写前四位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信

息，由此得到 5719家样本分支机构（非全部分支机构）的地理分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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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链园区链产业链齐头并进，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显著。近年来，

在中关村示范区的辐射带动下，京津冀发展模式逐步从“有极限”外延式发展转

向“无极限”内涵式发展。一是探索制度共享机制，搭建跨区域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中关村不断加强顶层设计，2016 年发布《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京津

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行动计划 2016-2018》，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关村

积极争取国家食药总局的上市许可人制度试点推广至天津、河北，为京津冀生物

医药产业协同提供制度保障。二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协

同发展。截至目前，张承地区大数据及其他重点产业初步集聚，阿里张北云基地

项目、北京供销大数据集团建设的承德德鸣大数据产业园已开工，总投资达 400

亿元。三是重点围绕“4+N”重点区域，在天津滨海、曹妃甸、张承地区等重要

节点，构建科技创新园区链。2016 年，中关村持续加快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石家庄（正定）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等合作园区或

基地的建设。截至 2016 年底，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共有 45 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规模超过 350 亿元。 

跨区域技术创新持续发力，推动津冀两地加快转型升级。2016 年，中关村

示范区输出技术合同 54710 项，成交额 3067.5 亿元，同比增长 5.8%，占全市技

术合同成交总额的 77.8%。近年来，中关村技术外溢带来的成效日益突出，约有

近八成的技术合同流向京外，跨区域技术辐射能力持续增强。其中，流向津冀两

地的技术合同 3012 项，较上年增加 447 项；成交额 136.4 亿元，同比增长 52.6%。

为推动京津冀传统产业升级，中关村联合天津、河北有关部门出台《发挥中关村

节能环保技术优势 推进京津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等政策，支持动力

源-邯钢焦化厂煤气余热回收利用等 20 余个项目。中关村企业主动作为，通过承

接重大工程和项目落地、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促进津冀两地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如中科宇杰和天津亿环巨能共同研发节能型蓄热式高效锻造加热炉项目，

助力亿环巨能一年来的用电量同比下降 28%；北京和隆优化科技与天津天铁冶金

集团开展热轧加热炉精确燃烧控制技术的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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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6 年中关村输出技术合同流向分布 

 

五、开放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新成就 

国际创新资源吸附力逐步增强，创新要素集聚质量不断提升。一是海外高

端人才逐步增加。截至 2016 年底，中关村示范区共有留学归国人员 3 万人，同

比增长 11.2%；外籍人才 9779 人，同比增长 14.6%。二是国际顶尖创新机构加

速集聚，优质创新项目加速向中关村靠拢。截至 2016 年底，英特尔、微软、IBM、

西门子、三星等 130 家“《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在中关村设立子公司或研发

机构。中关村创业大街成立以来联手街区机构与美国、以色列等 20 余个国家的

30 余个机构开展合作，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汇聚。如加州-北京创新中心落

地中关村，促进能源、环保等领域的技术交流、投融资服务、产业合作和资源共

享。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海外拓展能力快速提升。一是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取得新成效。中关村成立“一

带一路”产业促进会，促进不同产业领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过优势互补抱团

出海，同时鼓励中关村企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科技服务，实现互利共

赢。如神雾集团的煤炭高效清洁利用、生物质及生活垃圾处理、冶金有色等先进

技术运用于“一带一路”沿线 20 余个国家的多个工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为当地发展经济、防治污染、推动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广

联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合作，输出技术手段，培养专

业人才，助推其建筑工程领域信息化。二是一批领军企业逐步向跨国公司、全球

公司升级，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如小米手机成功进入美国、巴西等 7 个国

家和地区，并在新加坡开设了第一家海外实体零售店。京东方在韩国、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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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德国等地设立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俄罗斯公司，实现研发、生产

一体化。三是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加快整合国际资源。2016 年，中关村企业发

起的境外并购案例 52 起，较上年增加 15 起；并购金额为 685.6 亿元，同比增长

15.7%。如鼎汉技术收购德国艾思玛铁路 100%股权，通过并购完善公司车载辅

助电源序列的产品，实现业务协同并提升研发技术实力，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 

积极搭建全球创新研发网络，链接全球创新资源能力不断增强。中关村企

业以全球视野谋求创新，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与境外科研机构开展研发合

作等方式在全球活跃的创新区域加快布局，形成一个多节点的国际创新网络。截

至 2016 年底，中关村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535 家。海外研发中心方面，中

关村企业立足全球前沿技术创新，纷纷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主动链接全球创新

资源。如滴滴成立加州人工智能实验室，吸引硅谷无人驾驶领域的人才，研发无

人驾驶汽车技术。境外研发合作方面，中关村企业纷纷与全球著名高校、科研院

所等机构开展研发合作，加快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如紫光集团旗下展讯通信与英

国 Dialog 半导体公司共同开发 LTE 芯片平台，助力展讯发展成为领先的 LTE 芯

片供应商；百济神州与全球性制药企业新基共同研究治疗实体肿瘤，加快在实体

肿瘤治疗领域的研发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