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ARK 园区

中关村自创区再造“创新之核”的
现实挑战与思考
■文 / 冉美丽（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
称自创区)是指在推进自主创新和
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先行先试、

的“新中关村模式”新阶段。
第一阶段：形成“新中关村现
象”（2009年3月—2014年4月）

以科技创新链接全球，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形成了鼓励创新创
业、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科

探索经验做出示范的区域。作为

这一时期中关村探索先行先

第一个自创区，“中关村是中国

试政策，形成科技推动产业经济

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是我国

发展的“新中关村现象”。2009

改革开放的生动缩影，被视为我

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

国最早的“创新之核”。进入高

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这一阶段，中关村掀起创新

质量发展的“自创区2.0”时期，

区，这是我国依靠自主创新、实

创业浪潮，形成向全国辐射推

国际科技竞争日益复杂，中关村

现科学发展的重大探索和实践的

广、全球布局研发机构的“中关

要回顾发展历程总结创新实践经

开始。围绕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自

村模式”。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

验，更要准确研判形势找准方

主创新能力，中关村自创区实施

统是这一时期中关村自创区发展

向，接续再造“创新之核”。

“1+6”政策，搭建中关村创新平

的重要基石。中关村围绕创新链

台，实施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

配置资金链，聚资源、搭平台、

权、创新创业税收试点、股权激

促转化，产学研不断融合，形成

励、科研项目经费管理、高新技

一套集政策机制、产权制度、主

中关村自创区在推动改革创

术企业认定、建设统一监管下的

体培育于一体的系统性的“大众

新的实践中，始终将体制机制改

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改

创业、万众创新”的“中关村模

革和政策先行先试贯穿于发展全

革试点政策，探索可推广、可复

式”。中关村创业大街在2014年

过程，从“新中关村现象”到掀

制的创新模式。从民营科技企业

开街后的几年里，每年吸引数万

起创新创业浪潮的“中关村模

创立、产学研良性互动，到科技

创业者、日均孵化创业企业1.6

式”，现在正进入到高质量发展

园区立法、创业激励机制形成，

家，核心区万人均发明专利与发

一、中关村自创区构建中国
“创新之核”的实践历程

学技术创造生产力的“新中关村
现象”。
第二阶段：走出“中关村模
式”（2014年5月—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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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持平，达到166.2件，上市

度，取得新成绩。2019年中关村

区为样本，设计6个一级指标、10

公司市值成倍增长(中国经济网，

每天有71家科技型企业诞生，有

个二级指标和23个三级指标（见表

2015)，一大批独角兽企业、高成

93家企业入选胡润“2020全球独

1），基于要素投入、创新效益、

长型科技企业不断涌现。2014年

角兽”，占全国比重超4成。2019

创新产出、创新指标、国际人才、

11月，中关村成立全国首家知识

年，中关村企业专利申请量9.7万

境外资本和技术合作，深入分析

产权法院，建立区域知识产权联

件、PCT专利申请量4638件；专利

对比，明确中关村自创区在“自

席会议制度，成立海外知识产权

授权量5.9万件；技术合同成交额

创区2.0”时期发展战略任务。

援助站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

近4000亿元，占全国17.6%。随

对比9个自创区数据可见，中

展报告，2019)。中关村创新元

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关村的独特规模优势依然是其发

素通过建立分园的形式，逐渐植

2035）》《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

展的基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

入京津冀以及全国各地，呈现多

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关于加

和国际人才方面具有明显总量优

点辐射、全面带动、引领发展的

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若干

势，投入规模、效益总量、产出

态势，走出“先行先试—全国推

措施》等新政出台，北京城市发

规模、归国人员等4个二级指标突

广—全球布局”的路子。

展布局做了新调整，中关村发展

出。在23个三级指标中，中关村

进入“适当减量、盘活存量、做

有6个指标排在第1位，11个指标

活增量、提高质量”的全新调整

排前3位，10个指标排在4～6位，

期，力图建立新科技引领下的

2个指标排在第7位之后。中关村

“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要着力应对创新效率、经济效

第三阶段：探索“高质量发
展新模式”（2018年2月至今）
2018年2月至今，围绕创新
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推动中
关村“高质量发展新模式”。这
一时期，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

二、基于九大自创区数据比
较看新时期中关村的现实挑战

益、国际影响力、资源协调等方
面挑战。
（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

国的关键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不

截至2019年8月，国务院已经

断，科技竞争加剧，全球化进入

批复21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优势明显的创新投入规模是

新阶段。在人才改革方面，《关

涉及62家国家高新区（韦东远，

中关村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关村

于深化中关村人才管理改革构建

2020）。经过多年发展，国际

在企业创新投入规模和创新产出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

国内的创新环境发生了复杂的变

等指标上保持第一方阵。中关村

的若干措施》2018年2月印发，在

化，自创区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关

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科技

“永久居留直通车”“设立外国

口。中关村担当新时代排头兵面

活动人员分别为2580.59亿元和

人服务大厅”政策试点后，进一

临哪些新挑战，需要开展综合性

78.47万人，均排在第1位；企业

步制定国际人才出入境便利化、

的基础性研究。创新和开放是国

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分别为

开放国际人才引进使用、支持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的重要方

912.55亿元和26.01万人，均排在

际人才兴业发展、国际人才服务

向，因此我们聚焦创新和开放两

第2位；科技活动人员的人均经费

保障等方面2 0条改革 新 举 措 ( 科

大维度，选取京津冀、长三角、

支出和R&D活动人员的人均经费支

学网，2018)。中关村加大防疫

粤港澳、中部、西北、西南等代

出分别为32.89万元/人和35.09万

抗疫项目研发生产和产业化，拓

表性区域，以北京、天津、上

元/人，均排在第2位(见图1)。目

展数字技术场景应用，在科技人

海、江苏、浙江、广东、武汉、

前，丰富的科教资源、科研基础

才和科技金融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四川、陕西等9个典型的国家自创

设施、数量可观的创新投入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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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面对的首要任务

表1 典型自创区主要创新指标比较（2018年）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规模
要素投入

投入强度

创新

创新产出

产出规模

效益总量

企均效益

开放

境外资本

技术合作

中关村指标值/排名

1 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亿元）

2580.59/1

2 企业R&D经费支出（亿元）

912.55/2

3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万人）

78.47/1

4 企业R&D人员（万人）

26.01/2

5 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强度（%）

4.39/5

6 企业R&D经费支出强度（%）

1.55/9

7 拥有有效发明专利（件）

14,512/2

8 当年授权发明专利（件）

2245/3

9 拥有注册商标（件）

14,162/2

10 当年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项）

39,752/4

11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亿元）

58,830.89/1

12 企业技术收入总额（亿元）

11,174.28/1

13 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创新效益

国际人才

三级指标

3668.82/1

14 单位企业营业收入额（亿元）

2.66/6

15 单位企业技术收入额（亿元）

0.51/5

16 单位企业利润额（亿元）

0.17/7

归国人员

17 留学归国人员（人）

39,852/1

外籍人口

18 外籍常驻人口（人）

5472/4

港澳台企业
外商企业

国外技术引进合同

19 港澳台投资企业（家）

49/5

20 外商投资企业（家）

122/6

21 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数（项）

510/4

22 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亿美元）

26.91/4

23 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技术费（亿美元）

24.26/4

数据来源：《2019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9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
告》。
注：选取具有区域代表性的、批复有一定时间的自创区，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上海张江、武汉东湖、江苏苏南、浙江杭州、广东深
圳、四川成都、陕西西安9个典型示范区，境外资本和国际技术合同数据为自创区所在城市数据。

是中关村发展的巨大硬件优势，

重低，反映出企业开展科技研发

安（71.58%）、江苏苏南

但也面临新的挑战。

活动的动力不足，将影响企业长

（71.50%），也低于第二梯队的

一是研发投入强度不足影响

期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从投入

四川成都（66.01%）和上海张

企业持续开展科技创新的意愿和

结构看，中关村企业科技活动经

江（41.64%）。在投入强度不足

能力。2018年中关村企业科技经

费中用于R&D活动的支出比重少，

的基础上，进一步稀释了企业开

费和R&D的投入强度分别为4.49%

仅为35.36%，排在第8位，远低

展高质量研发创新活动的资源投

和1.55%（见图2），分别排在第

于第一梯队的深圳（74.76%）、

入，可谓“雪上加霜”。

5位和第9位。企业营业收入中用

天津滨海（72.53%）、浙江

二是科研产出的国内绝对领

于科技活动或者R&D活动投入的比

杭州（71.79%）、陕西西

先优势受到冲击。中关村拥有有
科技中国 2021年12月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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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园区相比差距明显。从发明
专利量占区域的比重看，中关
村与硅谷相比略有优势。2018
年二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占
本市（州）比重分别为40.9%和
46.5%，2019年1—11月，中关村
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22,787件，
占全市比重提高到75.0%，但从单
位科研产出看，中关村明显低于
硅谷。2018年中关村每万人专利
授权量（220.86件）、万人发明
图1 企业创新要素投入比较

专利授权量（72件），分别占硅

（数据来源：《2019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9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

谷的3.71%、61.71%（见表2）。

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调研发现中关村申请专利主要以
企业自用为主，尚未形成大规模
可交易的高价值专利。
（二）提高创新溢出的经济
效益是中关村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一是平均经济效益低，影响
企业发展韧性和持续性。企业是
创新活动的主体，企业经济效益
是自创区长期高质量发展的物质
保障。从经济效益总量看，2018
年中关村计入统计的2.21万家企
业创造的营业收入、技术收入和

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强度为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营业收入×100%；企业研发投
入强度为企业R&D经费支出/营业收入×100%。

利润均排在第1位。然而从中关村
的效益指标看，企业平均营业收

图2 科技创新投入强度比较

入额、技术收入额和利润额分别

（数据来源：《2019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9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

为2.66亿元、0.51亿元和0.17亿

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元，分别排在第6位、5位和7位

效发明专利、注册商标和当年授

态，中关村贡献了绝对数量优势

（见图4）。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权发明专利14,512件、14,162件

的专利、商标等科技创新产出。

参差不齐，量大质不高，整体财

和2245件，分别排在第2、第2和

但近年来，广东、江苏等南方地

富创造能力不足，制约其未来高

第3位，而排在前面的广东分别为

区快速发展，甚至超越北京，正

质量持续发展。

80,730件、32,244件和8586件，

在削弱北京创新产出的绝对优势

差距较为明显。北京丰富的科创

（见图3）。

资源造就了活跃的创新创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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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单位科研产出与国际科

二是科技型企业市场价值和
实力与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比仍有
明显差距。中关村与世界领先科

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型企
业。从营业收入排名前150位企
业的市值看，中关村仅占硅谷的
11.8%，前者为5705.54亿美元，
后者为48,400.56亿美元（见表
2）。融合科学、技术、生产提高
创新产出的质量和密集度，增强
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扩大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是摆
在中关村当下非常重要的任务。
三是人均财富创造能力有待
提高。人均增加值反映一个区域
注：鉴于直接的自创区数据缺乏而自创区往往是多家高新区组合抱团，将入统高新区数
据合并加总后获得，省市名称后的数字代表高新区数。

图3 企业创新产出比较

内从业人员实现经济收入和创造
财富的能力。数据显示，2018年

（数据来源：《2019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9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

中关村人均增加值为4.5万美元，

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硅谷则达24万美元，人均产出仅
为硅谷的1/6（见表2），单位劳
动力创收能力不高制约了中关村
的可持续发展。
（三）开放合作提升国际影
响力是中关村急需加快部署的重
要方向
一是全球资源汇聚力不够，
国际人才集聚度不足。自创区高
质量发展依赖于国际国内顶尖科
学家、领域技术专家和活跃的创
新创业国际人才汇集，以及国际
融合的创新氛围。2018年中关村

图4 企业创新效益比较

留学归国人员、外籍常驻人口分

（数据来源：《2019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9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

别为4.0万人和5472人，排在第1

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和第4位。中关村外籍常住人口不

技园区硅谷在科教资源丰富、创

拉、雅虎、谷歌、Facebook等数

及江苏苏南自创区（17,921人）

新创业活跃、信息技术领域集中

十家全球排名前100名的企业。中

的三分之一，也低于上海张江、

度高等方面具有诸多相同之处。

关村近年来产生了寒武纪、旷视

陕西西安（见图5）。另外，中关

硅谷以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群为基

科技、商汤科技等成长性高的科

村外籍从业人员占比不足0.5%，

础，聚集惠普、英特尔、苹果、

技型企业，产生了滴滴、百度、

远低于伦敦、纽约、硅谷地区的

思科、英伟达、甲骨文、特斯

京东等数字科技平台企业，正在

55%、37%、36%比例。虽然近年
科技中国 2021年12月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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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RK 园区
跨国公司总部有179家，而同期上

表2 中关村与美国硅谷比较（2018）
主要指标

中关村

美国硅谷

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10
家（截至2019年10月底）。北京

创新资源与产出
1就业人数（万人）

230.1

167.4

2人均增加值（万美元）

4.50

24.06

3专利申请量（件）

50,798

18,455

4万人专利授权量(件/万人)

220.86

5960

5 Top150企业市值（亿美元）

5705.54

48,400.56

创新产出及地区贡献

落户的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
资企业数量分别为49家和122家，
排在第6和第7位，远低于第一梯
队的广东和江苏，也低于第二梯
队的上海和浙江（自创区所属城
市的境外资本的企业数为数据基
础）（见图6）。2018年、2019年

6发明专利授权量（件）

18,872

19,539

中关村分别培育164家、93家独角

占本市（州）比重（%）

40.9

46.5

兽企业，贡献当年全国近一半数

7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件/万人）

72

116.7

量，一批高成长的独角兽企业促

占本市（州）比重（%）

4.5

12.9

数据来源：按照2018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数据来自《中关村指数2019》和
《硅谷指数2019》。

进了创新创业发展，但80%的初创
企业集中在信息技术应用的消费
端和服务端，仍需加快培育具有
原创引领性和国际影响力的硬科
技领军企业。
（四）高效协调创新资源是
中关村亟待加强的关键环节
一是资源外流加大提质增速
压力。创新要素在全球加速流动
加剧了区域间资源竞争。近年来
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快速发
展，新一轮资本、人才要素的虹

图5 国际人才比较

吸效应愈加显现，本地科研成果

（数据来源：《2019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9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

在经济较发达、产业配套较齐全

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的区域“开花结果”，企业外

来硅谷也出现了人才向国内其他

800人左右为新审批。外籍人才在

流、人才外流导致经济效益下

地区外流的情况，但是每年净外

出入境、创新创业、子女教育、

降、创新活力削弱。另一方面，

国移民保持在1.6万人左右，核

医疗保障等方面仍不够便利。中

上一轮“先行先试”政策向全国

心工作年龄组中的技术人才迁入

关村在营造宜居宜业高品质的国

推广，稀释了原有政策红利优

（25～44岁）达12,758人，为其

际化环境上仍有较大空间。

势，同时全球经济下行的国际形

创造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引进

二是境外资本吸引力不足，

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

外籍人才方面，北京市仅有1800

国际影响力有待加强。科技创新

进一步加剧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

余外籍人士获得“绿卡”，其中

园区吸引国际企业落户，可充分

不确定性。中关村面临产业高端提

1000人左右为侨民转“绿卡”、

利用境外资本、全球资源。北京

升与经济下行减缓的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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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新材料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提升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源头供给
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优化协同开放的生态环
境，提高科技创新的产业辐射能
力。利用中关村在数字经济、智
能经济等领域的引领优势，加快
信息通信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体
系重构。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共
图6 境外资本比较
（数据来源：《2019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9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建创新联合体，在人工智能、量
子计算、区块链、生物技术等领
域，支持创新型企业牵头承担

二是多层管理机制降低资源

要求，中关村要突出技术攻坚、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产出一批

整合效率。高效的组织管理机制

创新溢出两大功能，抓好能力建

标志性、高价值的技术创新成

是创新发展的加分项，反之则为

设和环境建设两篇文章。

果。运用“监管沙盒”“示范试

减分项。中关村科技、教育、人

一是运用新方法新模式增强

点”“试验田”新政策工具，促

才资源富集，但大都隶属于中央

原始创新能力和技术攻坚能力。

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知识产权

各个部门，增加了协调难度。中

充分发挥中关村在信息技术领域

保护、新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准

关村及各个园区受北京市政府、

的深厚积累优势，加强与“三城

入和监管、开放创新政策等落地

各个辖区政府的垂直化行政管

一区”、京津冀协同创新，探索

实施，取得系统深化推进改革的

理，多头管理增加了议事决策成

设立跨学科、跨主体前沿科技协

新突破，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落

本。内部“一区十六园”存在资

同创新平台模式，运用新的柔性

地并催生新产业。完善科研绩

源要素分散、主导产业重叠，甚

组织管理方法，发挥战略科学

效、人才政策、金融支持等创新

至出现“争资源、争企业、争项

家、技术科学家、战略企业家的

环境，实现小企业壮大、科技型

目”现象。16个园区中分别有10

作用，开展科研主体、市场主体

企业创生、独角兽企业涌现、领

个、9个、7个分园将信息技术与

紧密协作的大兵团协同技术攻

军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形成企业

互联网产业、生物与大健康产

关。围绕全球科技创新前沿动

技术体系、现代产业体系不断优化

业、智能制造作为主导产业。各

态、国家重大需求，设置前沿领

的新局面。打造中关村产学研深入

园区之间缺乏创新链、产业链的

域攻关重大项目、关键共性技术

融合、产出效益提质增效、各类企

分工衔接，难以形成合力，降低

重大项目，推动原始创新能力提

业竞相发展的创新生态环境。进一

了整体协作水平与创新效率。

升。运用技术预测、德尔菲调

步加强开放合作，发挥“中关村论

查、智能算法等方法，开展全球

坛”的国际影响力，加速全球创新

热点问题和科技需求分析，组织

要素之间流动，增强全球创新主体

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为中关

中关村头部企业、科技型企业和

之间协同，开展高水平科技合作，

村“二次创业”提出诸多挑战，

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联合攻关，

推动企业高水平“走出去、引进

围绕党中央提出的“建设世界领

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格局，推动

来”。

先的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的新

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生物健

三、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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