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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是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

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是助力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十年来，北京坚持

创新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服务国家科

技自立自强为使命，围绕做强创新主体、集聚

创新要素、优化创新机制等方面推动开展了

一系列改革创新，聚焦高精尖产业领域，持续

优化政策环境、完善服务体系、推动集聚发

展、强化协同创新，已培育、支持、集聚了一大

批高科技、高成长企业，走出了一条具有北京

特色的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之路。

一、坚持创新引领，支
持政策体系持续优化完善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基于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阶

段，相继出台了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前沿技

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瞪羚企业、独角兽、领军企业等专项支持

政策，以及小微企业研发补贴、企业科技研究

开发机构、首都科技创新券、创新联合体、企

业服务包等专门支持企业开展研发创新的相

关政策，形成不断优化的支持政策体系。

一是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

展。在全国率先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

备即批准”政策试点；发布《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报备即批准”政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对

在京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

键材料等领域生产研发类规模以上企业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符合条件的实行“报备即批

准”。大力推进“减流程、减材料、减时限”，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设立专门入

口，对企业申请实行“单独认定、单独报备、单

独管理”，全程网办，企业无须提交纸质申报

材料，对于通过政务大数据共享能够联网取

得的数据，如企业登记注册、知识产权、人员

等情况，企业无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大幅提

升了工作效率。2022年，印发《北京市关于实

施“三大工程”进一步支持和服务高新技术企

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新

技术企业给予分层分类支持，重点实施“筑基

扩容”“小升规”“规升强”三大工程，从财政、

金融、人才、市场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和服务

力度，促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印发

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事

中事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构建了全链条、

多元化的监管体系。

二是着力激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

活力。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引导科技型小微

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技术创新

攻关，不断提升企业创新实力和核心竞争

力。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积极支

持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等政策，加大研发创新能力。推出“中关村

前沿技术企业”培育计划，聚焦支持掌握国

际先进前沿技术的优质硬科技初创期企业，

通过开展研发、产业化和要素对接等专项服

务促进其加快创新发展。印发《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

的指导意见》，支持企业开展颠覆性技术创

新，探索性地提出了支持颠覆性技术发展的

机制。

三是积极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独角兽企

业和瞪羚企业。印发实施《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独角兽企业服务行动工作方案》，

从服务、创新、人才、空间、金融、“包容审慎”

监管和动态监测等方面在全市范围内建立我

市独角兽企业需求协调和服务机制，支持独

角兽企业在京快速发展。出台《关于支持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瞪羚重点培育企业

发展的若干金融措施》，鼓励银行、担保机构

等为瞪羚企业提供担保贷款、信用贷款等支

持，促进瞪羚企业成长。

四是注重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印发

《北京市鼓励企业设立科技研究开发机构实

施办法》，引导和鼓励企业建设科技研究开发

机构，发挥企业科技研究开发机构在服务企

业创新、支撑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印发

《首都科技创新券资金管理办法》，支持小微

企业及创业团队与指定实验室围绕企业创新

创业开展测试检测、合作研发、委托开发、研

发设计等科研活动。2022 年，在修订中关村

“1+5”系列资金支持政策中，通过统筹整合、

优化提升现有政策和有针对性创新增设相关

政策的方式，全新打造推出《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资金管理

办法（试行）》，明确支持领军企业、符合条件

的独角兽企业实施“强链工程”和牵头建设技

术创新中心。其中，“强链工程”支持领军企

业、符合条件的独角兽企业牵头，围绕重点产

业链关键环节，通过“揭榜挂帅”方式，遴选研

发合作单位和团队，组建产学研协同、上下游

衔接的创新联合体，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完善

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创新中心支持领军企业、

符合条件的独角兽企业牵头，联合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建设

技术创新中心，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示

范应用。

五是持续优化服务企业机制。深化落实

企业“服务包”机制，精准服务重点企业发

展。作为“行业管家”服务的企业数量由 2018

年的 7 家增加到 2022 年的 117 家，占市级“服

务包”企业的 14%，数量列第三位。通过全市

“服务包”平台系统，累计为企业提供服务事

项 422 项。2021 年全年服务的企业地方级财

政贡献为 52.8 亿元，同比增长 59.9%，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 51.8个百分点。

二、强化创新培育，科技
型企业队伍不断做强做大

北京市科技企业数量由 2015年的 36.3万

家增加到 2021年的 65.3万家（见图 1），年均新

设立科技企业约7.63万家（见图2）。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由2012年的3286家增加到2021年的

27638家，增长了7.41倍，数量位居全国各城市

前列。独角兽企业数量由2017年的54家增加

到2021年的102家，增长近1倍，总估值由2000

亿美元增长至 3700亿美元，增长近 1倍（见图

3、图 4）。全市认定企业科技研究开发机构由

2012年的112家增加到2021年的221家。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由 2012 年的

14929 家 增 加 到 2021 年 的 24055 家 ，增 长

61.13%（见图 5）。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瞪羚企业数

量由 2017 年的 5054 家增加到 2021 年的 5629

家，增长了 11.4%。自 2018 年以来，共支持小

米、京东方等16家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企业技术

创新中心，累计支持金额 1.55亿元；截至 2020

年底，7家实现技术创新中心实体化运营。

三、激发创新效能，企
业创新活力显著提升

企业研发投入稳步提高。2021年，北京市

1.9万家规模以上重点企业中，开展研发活动

的企业占 44.6%，较 2013 年提高 20.4 个百分

点；企业研发人员 90.9 万人，是 2013 年的 2.5

倍；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合计 4714.4 亿元，是

2013年的 5.3倍；研究开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为4.9%，比2013年提高2.4个百分点。

企业专利布局稳步推进。北京市专利

授权量由 2012 年的 50511 件增加到 2021 年

的 198778 件，年均增长 16.44%；发明专利授

权量由 20140 件增加到 79210 件，年均增长

16.43%；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由 69554 件增

加 到 405037 件 ；PCT 国 际 专 利 申 请 量 由

2705 件 增 加 到 10358 件 ，年 均 增 长 16.09%

（见图 6）。

企业标准化建设稳步增长。十年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和产业联

盟 累 计 参 与 创 制 国 际 标 准 501 项 ，国 家 标

准 5324 项，行业标准 1563 项，地方标准 344

项 ，团 体 标 准 1580 项（其 中 ，中 关 村 标 准

111 项）（见图 7）。

四、转化创新动能，为
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高新技术企业对北京市高质量发展的

支撑作用愈加凸显，以 2021 年通过“报备即

批准”政策试点获批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

76 家企业为例，企业平均收入 11.46 亿元，平

均纳税额 4750.44 万元，平均利润总额 1.75

亿元，利润率 15.24%，企业平均研发费用总

额 9393.7 万元，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8.2%，平

均每家企业科技人员 149 人，平均每家企业

拥有发明专利 6.96 项，相关数据均显著高于

一般高新技术企业整体水平。中关村高新

技术企业总收入由 2012 年的 25025.0 亿元增

加到 2021 年的 84402.3 亿元，增长 2.4 倍；税

收由 2012 年的 1445.8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3169.8 亿元，增长 1.19 倍。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总收

入由 2012 年的 12050.2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

的 44530.3 亿 元 ，占 比 由 48.15% 增 加 到

52.76%；税收由 2012 年的 585.6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726.2 亿元，占比从 40.50%增加到

54.46%。

五、强化创新力量，培
育出一批具有北京特色的
领军企业

引导企业参与开放应用场景建设、实施

技术创新战略，支持企业增强底层、核心技术

研发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培育出一批优秀

领军企业和平台企业。

百度公司诞生于中关村，近年来北京市

大力支持百度公司开展人工智能、参与长安

链底层技术平台建设、推动自动驾驶技术创

新等。百度推出“ACE交通引擎”车路行融合

的全栈式智能交通解决方案。百度 Apollo已

成为自动驾驶开放平台。百度自动驾驶服务

萝卜快跑测试车队在世界范围内近 30 个城

市开放道路测试，测试总里程超过 2100 万公

里，是实现千万公里级路测积累的中国企业，

已获得中国自动驾驶测试牌照 411张。

小米公司依靠“硬件+互联网+新零售”

的盈利模式实现了快速成长，自 2018 年开

始，北京市支持小米公司建设创新联合体和

技术创新中心，推动新一代智能家居物联技

术、高度集成的一体化云服务平台等共性关

键技术研发，打造高性能、高可用性、高资源

利用度的人工智能研发平台，构筑了人工智

能和智能家居融合的产业生态链，形成了开

放式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此外，推荐小米集

团牵头试点组建国家创新联合体（“3C 智能

制造创新联合体”），已在国家相关部门的认

可支持下正式启动运行。目前，小米公司已

成长为智能硬件和电子产品研发的全球化创

新型科技企业。

百奥赛图公司是一家以创新技术驱动新

药研发的国际性生物制药公司，自主研发了

ESC/HR，EGE 系统和 SUPEC 三大基因编辑

核心技术体系，可近乎实现任意长度、任意位

点的精确基因组编辑。凭借一流的基因编辑

技术和临床前药理药效评估实力，百奥赛图

建立了完善的临床前 CRO 服务平台，已遍及

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为客户提供相关

临床前研究（CRO）服务千余项，成功为 50余

个客户产品推进临床试验。

北京亿华通公司是一家从事氢燃料电池

发电系统研发企业，公司自 2012 年成立以

来，坚持自主创新，相关研发项目荣获北京市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9项产品获得北京市新

技术新产品（服务）认证、入选《北京市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年》。已形成以自主

氢燃料电池系统为核心，整车控制器、测试设

备、燃料电池实验室全套解决方案等一体化

产品与服务体系。一级子部件国产化率达

100%，自主开发的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可实

现-40℃冷启动、-45℃低温储存。

未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

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将坚持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促进企业全周期

创新发展支持体系，营造更加良好的创新创

业生态，促进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

更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和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更

好发挥引领和支撑作用，为实现科技自立自

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北京力量。

（图文及数据来源：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走特色科技创新发展之路
北京科技企业蓬勃发展

图7 2012—2021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和产业联盟创制标准情况（单位：件）

图6 2012—2021年北京市专利授权量及PCT专利申请量变化情况（单位：件）

图5 2012—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变化情况

图4 2021年北京102家独角兽企业行业领域分布

图1 2015—2021年北京市科技企业总数（单位：万家）

图2 2015—2021年北京市新设立科技企业数量（单位：万家）

图3 2017—2021年独角兽企业数量、总估值变化情况

注注：：背景图由视觉中国供图背景图由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