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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语
创新，开启商业未来的金钥匙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全面推行落实，创新已经成为驱动企业发展

的核心动力。如果说 2016 年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创新谋变的一年，那么即将过去的 2017 年，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则是创新蜕变的一年。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一带一路”战

略的实施，中国企业正在以不同的姿态展现出“创新”所释放的活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创新蜕变过程中企业也遭遇种种始料未及的挑战。

无论是市场准入环境、政策、还是知识产权，都成为影响企业创新速度与质量的重要因素。

无可否认，今天创新已成为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   

科睿唯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关注全球企业的创新发展。继 2016 年后，科睿唯安第二

次发布“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旨在通过专业数据和分析的力量，以公正、科学的方法，

遴选出中国大陆企业的创新引领者，展示中国企业在创新上取得的非凡成就，并及时发现

创新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同时，我们期待与中国更多的企业分享运用知识产权助力商业成

功的经验，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郭利，大中华区总经理
科睿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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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45/n7655_supp/full/545S40a.html

中国的创新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

的汉朝，中国人就发明了指南针。时至今日，各

种创新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其中包括全球最快的

超级计算机，便捷的移动支付以及全球速度最快

的高速铁路。如今的重大创新，从一个新想法的

产生，到保护发明创意，直至商业化的整个生命

周期过程，都离不开强大的研发投入，更离不开

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对创新成果的保护。

2006 年至 2015 年十年之间，中国研发总支

出（GERD）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稳

步上升，从 2006 年的 1.37% 上升至 2015 年的

2.07%，增幅高达 51%。

与此同时， 专利发明总量也从 2006 年的 8.5 

万件增加至 2015 年的 167 万件，达到 2006 年的

19 倍以上。目前，中国已公开专利数量占全球总

量的 60%。

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是创新生命周

期的基石。我们发现，中国近几年整体科研产出

也呈现大幅增长。据 Web of ScienceTM 数据显示，

2007 年至 2016 年中国不但科研论文发文量增长

势头强劲，而且发文量的全球占比在多达 14 个领

域 1 中均有所增长。图 2 显示了 2007 年至 2016

年这十年之间中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以

图 1：2006-2015 年中国研发总支出 (GERD) 在 GDP 中占比及发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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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国（“六国”）每年科研论文发文量全球占

比的变化情况。中国发文量全球占比从 2007 年

的 9.4% 增 长 至 2016 年 的 20.6%， 而 同 期 美 国

论文发文量全球占比从 2007 年的 29.2% 下降至

2016 年的 25.4%。中国科研产出的显著增长可见

一斑。

不仅如此，中国高被引论文比例增速更快。

高被引论文指基于学术期刊，按所属学科领域和

经过归一化处理的发表年份进行统计的被引频次

排名进入全球前 1% 的论文。之所以进行归一化

处理，是因为先期发表的论文比新近发表的论

文有更长的被引次数收集时间。图 3 显示了六

国在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和全球占比方面的表

现。自 2006 年至 2015 年，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增

幅比例为 228.4%，而高被引论文数量增幅高达

361.4%。

过去十年间，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中国在

创新中所取得的成果都是非常引人注目和令人赞

图 2：2007-2016 年已发表论文全球份额占比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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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的。

我们不禁要问，是谁作出了这些极具战略眼

光的创新投入？这些投入从何而来？谁是引领未

来的关键者？近期蓬勃发展的技术有哪些？

《2017 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评选了中

国大陆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旨在解答上述问题。

这些中国企业对于推动全球创新、保护发明创意

和实现发明商业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我们相信，

企业创新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

之一。而重视研发与创新，掌握突破性创新技术，

并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其发明成果，在国内国际市

场做好专利布局的企业，将成为商业世界的佼佼

者，并将引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数据分析的力量，以公

正、科学的方法，去寻找并研究这些创新的引领

者。我们荣幸地发布《2017 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

百强》，并以此向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创新企业

致敬！

图 3：2006-2015 年已发表高被引论文全球份额占比

数据来源：基本科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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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是创新的主要衡量指标之一。政府、

科研机构和产业界基于该指标制定政策决定，

跟踪发展趋势以及分析技术和商业情报。然而，

对于专利总量的直观统计固然有用，却仅能展

现创新整体景象的一部分。

一项具有价值的专利发明必须具备几点特

征：良好的质量、广阔的市场前景，并能为未

来发展和完善奠定基础。鉴此，除了计算发明

数量外，还应评估发明的质量、全球化和影响力。

科睿唯安基于四个指标：发明总量、专利授

权率、全球化和影响力，对专利数据予以分析。

简而言之，对发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分

别计算专利授权率、全球化和影响力指标的得分，

并将这些得分予以整合，根据综合分数产生创新

百强。

为了更好地体现创新百强的创新实力与竞争

力，我们依据综合分数将创新百强划分为四个梯

级，每个梯级共包括 25 家企业。我们尝试用这种

方法，去寻找并研究不同领域的创新引领者，使

企业能更好地了解自身所处的行业地位，合理树

立创新的方向和目标。

发明总量

发明总量是本报告评选的首个考虑因素，

即只有在近五年发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才

会被纳入评选范围。本报告中的发明量是以德

温特专利家族为统计单位，每一个德温特专利

家族计为一项专利发明。在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简称 DWPI）中，

这些新发明用“基本专利”来表示。所有针对同

一个新发明的后续申请均被记录为“等同专利”，

被归入“专利家族”。分析过程中，我们计算企

业拥有的德温特专利家族的数量，而不是专利文

件数量。使用发明总量而不是公开专利总量作为

评选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发明创造的实际情况，

而避免因多次公开而带来的数据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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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授权率

专利授权率的量化指标是指近五年专利授权

量与近五年专利公开数量的比值。并非所有的专

利申请都能通过审查程序并获得授权，已经获得

授权的专利具备了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因此，

我们采用专利授权率指标衡量企业创新的质量。

全球化

全球化指标指目标企业在中国大陆以外的

国家 / 地区获取保护的专利数量与同一时期的专

利公开数量的比值，反映了目标企业在中国大

陆以外的司法管辖区域保护其创新成果的状况。

全球化指标通过揭示企业为其创新成果在全球

范围内寻求专利保护的程度，来间接反映企业

创新成果的价值。

影响力

企业创新成功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其他申请

人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对目标企业所拥有发明的引

用情况进行考量。本指标统计近五年来目标企业

专利被其他申请人引用的数量，该数据是排除了

企业自引后的施引专利数量，数据来自于德温

特 专 利 引 文 索 引（Derwent Patents Citation 

Index ，简称 DPCI）。

数据源及分析工具

本 报 告 数 据 源 自 德 温 特 世 界 专 利 索 引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简称 DWPI）

和 德 温 特 专 利 引 文 索 引（Derwent Patents 

Citation Index ， 简 称 DPCI)。 分 析 和 研 究 工

具包括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解决方案 Derwent 

Innovation  和 专 利 分 析 软 件 Derwent Data 

Analyzer 。本报告采集的是 DWPI 和 DPCI 数

据库所收录的，公开日期在 2012 年至 2016 年

之间的专利数据。

本次榜单评选范围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不

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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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7 年 25 家新晋上榜企业行业分布

2017 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以下简称“中

国创新百强”）所在行业分布广泛，上榜的 100

家企业来自 24 个行业，主要分布在电子元器件、

电子消费品、通信设备、媒体与互联网等高新技

术行业，机械制造、汽车、电力设备等工程行业，

以及消费品、医疗器械等其他行业。

电子元器件行业上榜企业数量最多，共 10

家；紧随其后的是机械制造行业，有 9 家企业上榜；

电子消费品行业则以 8 家上榜企业，位居第三位。

电子元器件行业领跑今年榜单意义重大，因为电

子技术不仅是通信和电子消费品等诸多高新技术

行业的核心所在，而且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和智

能汽车等领域。

今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在地域分布上较

为集中，在中国大陆 31 个省市 / 自治区中，仅有

12 个为中国创新企业所在地，少于 2016 年的 15

个。这 12 个拥有中国创新企业的省市 / 自治区大

部分位于东部地区。北京作为全国创新中心再次

拔得头筹，共有 43 家企业上榜；广东有 27 家企

业上榜，与 2016 年相比增加 6 家企业，位列第二；

上海、山东、浙江、安徽、湖南和江苏等省市均

有强劲表现。

2017 年 中 国 创 新 百 强 有 25 家 新 晋 企 业。

这些企业来自多个行业，主要为电子消费品和

电子元器件行业（见图 4）。这再次突显了随着

中国及全球诸多行业向智能技术、物联网和工

业 4.0 过渡，电子行业在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日

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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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各创新指标的分析，本报告的主要发

现如下：

我们通常可以通过“专利授权率”，即专利

申请到专利授权的转化率，衡量创新质量。今年

中国创新百强的整体专利授权率与去年相比，下

降了 4.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陆更

加注重创新质量而非数量，因此通过审查获得授

权专利的专利数量减少。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专

利授予机构提高了授予专利权的标准，另一方面

也可能因为企业在提出实质审查时更加慎重，主

动放弃了质量不高的专利申请。无论哪种情况，

都会导致授权数量减少、质量提高。

大多数中国创新百强仍然专注于在中国大陆

市场对其创新成果进行专利保护。根据全球化指

标显示，百强中有 73 家企业，在其 2012-2016

年的专利组合中超过 90% 的专利申请只针对中

国大陆市场。可喜的是，百强中越来越多的企业

更加具有全球化视野。最为突出的是中兴，其

2012-2016 年的专利组合中，66% 在中国大陆之

外提交专利申请；紧随其后的是华为（65%）、

中微半导体设备（63%）、阿里巴巴（56%），

以及京东方（38%）。这些企业均是全球高新技

术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媒体与互联网行业的

领军企业。这彰显了中国在这些领域与日俱增的

国际影响力。

为衡量创新影响力，科睿唯安跟踪了中国创

新百强的专利组合在全球 32 个国家 / 地区被后续

公开专利引用的情况（不包括自引）。我们看到，

今年中国创新百强的综合影响力指标与去年相比

提高了 60%，表明中国创新百强的创新得到了越

来越广泛和频繁的引用，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角

色愈发重要。然而，中国创新百强的每项基本专

利平均引用率为 0.85，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

进步，但与全球创新百强的每项基本专利平均引

用率 1.12 相比仍然偏低。要达到国际影响力平均

水平，中国大陆企业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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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睿唯安 2017 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

企业名称 所在省市 所属行业 所属梯级

百度 北京 媒体与互联网 梯级 I

北京电控 北京 电子元器件 梯级 I

比亚迪 广东 汽车 梯级 I

大唐电信 北京 通信设备 梯级 I

歌尔 山东 电子消费品 梯级 I

海尔 山东 家用电器 梯级 I

海信集团 山东 家用电器 梯级 I

华润 北京 综合 梯级 I

华为 广东 通信设备 梯级 I

吉利汽车集团 浙江 汽车 梯级 I

京东方 北京 电子元器件 梯级 I

酷派集团 广东 电子消费品 梯级 I

联想控股 北京 计算机硬件 梯级 I

三一集团 湖南 机械制造 梯级 I

上海电气 上海 电力技术与设备 梯级 I

TCL 广东 家用电器 梯级 I

腾讯 广东 媒体与互联网 梯级 I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湖北 通信设备 梯级 I

中国电子 北京 电子元器件 梯级 I

中国化工 北京 石油化工 梯级 I

中国移动 北京 电信服务 梯级 I

中航工业 北京 航空航天 梯级 I

中联重科 湖南 机械制造 梯级 I

中兴 广东 通信设备 梯级 I

中芯国际 上海 电子元器件 梯级 I

阿里巴巴 浙江 媒体与互联网 梯级 II

宝武集团 上海 金属原材料 梯级 II

北汽集团 北京 汽车 梯级 II

创维 广东 电子消费品 梯级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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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所在省市 所属行业 所属梯级

方正集团 北京 计算机软件 梯级 II

格力 广东 家用电器 梯级 II

光启 广东 电子消费品 梯级 II

广州无线电集团 广东 通信设备 梯级 II

华力微电子 上海 电子元器件 梯级 II

金发科技 广东 非金属材料 梯级 II

九洲电器 四川 电子消费品 梯级 II

迈瑞医疗 广东 医疗器械 梯级 II

美的 广东 家用电器 梯级 II

欧珀移动通信 广东 电子消费品 梯级 II

奇虎 360 北京 媒体与互联网 梯级 II

清华同方 北京 计算机软件 梯级 II

瑞声科技 广东 电子消费品 梯级 II

生益科技 广东 电子元器件 梯级 II

小米 北京 媒体与互联网 梯级 II

中国兵工集团 北京 机械制造 梯级 II

中国电科 北京 通信设备 梯级 II

中国石化 北京 石油化工 梯级 II

中国中车 北京 其它运输设备 梯级 II

中集集团 广东 其它运输设备 梯级 II

紫光 北京 计算机软件 梯级 II

鞍钢 辽宁 金属原材料 梯级 III

宝时得 江苏 机械制造 梯级 III

大洋电机 广东 电力技术与设备 梯级 III

大族激光 广东 机械制造 梯级 III

国家电网 北京 电力生产与供应 梯级 III

华虹集团 上海 电子元器件 梯级 III

京信通信 广东 电信服务 梯级 III

欧菲光 广东 电子元器件 梯级 III

奇瑞控股 安徽 汽车 梯级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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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所在省市 所属行业 所属梯级

三花控股集团 浙江 机械制造 梯级 III

上汽集团 上海 汽车 梯级 III

神华集团 北京 电力生产与供应 梯级 III

首钢 北京 金属原材料 梯级 III

五矿集团 北京 金属原材料 梯级 III

新奥集团 河北 石油化工 梯级 III

正泰 浙江 辅助电力设备 梯级 III

中广核 广东 电力生产与供应 梯级 III

中国钢研 北京 金属原材料 梯级 III

中国海油 北京 石油化工 梯级 III

中国建材集团 北京 非金属材料 梯级 III

中国交建 北京 建筑与工程 梯级 III

中国石油 北京 石油化工 梯级 III

中核集团 北京 电力生产与供应 梯级 III

中化集团 北京 石油化工 梯级 III

中信集团 北京 综合 梯级 III

北洋集团 山东 综合 梯级 IV

飞天诚信 北京 计算机软件 梯级 IV

国家电投 北京 电力生产与供应 梯级 IV

国民技术 广东 电子元器件 梯级 IV

海洋王 广东 辅助电力设备 梯级 IV

江淮汽车 安徽 汽车 梯级 IV

江苏恒瑞制药 江苏 制药 梯级 IV

康佳集团 广东 家用电器 梯级 IV

南方电网 广东 电力生产与供应 梯级 IV

山东重工集团 山东 机械制造 梯级 IV

天威控股 广东 消费品 梯级 IV

维信诺 北京 电子消费品 梯级 IV

湘电集团 湖南 电力技术与设备 梯级 IV

徐工集团 江苏 机械制造 梯级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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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所在省市 所属行业 所属梯级

阳光电源 安徽 电力技术与设备 梯级 IV

有研总院 北京 金属原材料 梯级 IV

中国兵装集团 北京 机械制造 梯级 IV

中国能建 北京 建筑与工程 梯级 IV

中国国电 北京 电力技术与设备 梯级 IV

中国铝业 北京 金属原材料 梯级 IV

中国商飞 上海 航空航天 梯级 IV

中国铁建 北京 建筑与工程 梯级 IV

中国印钞造币 北京 印刷 梯级 IV

中国中铁 北京 建筑与工程 梯级 IV

中微半导体设备 上海 电子元器件 梯级 IV

注：本榜单各梯级内部按照企业名称拼音排序





图 5：2016 年工业与服务业对 GDP 贡献率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科睿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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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工业。尽

管工业对 GDP 的贡献率在过去十年显著降低，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图 5 列 举 对 比 了 2016 年 中、 韩、 德、 英 四 个

国家的工业及服务业对 GDP 的贡献率。

2017 年中国创新百强所属行业的广泛分布，

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属性和服务业的日益

发展。今年榜单企业来自 24 个不同行业，其中既

包括了机械制造、电力生产与供应、石油化工等传

统行业，也有电子元器件、媒体与互联网、电信服

务等新兴高新技术和服务行业。创新活跃的行业越

多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创新活跃度越高，我们期待

越来越多的行业中涌现出领先的创新机构。

电子元器件行业上榜企业数量最多，共 10 

家；紧随其后的是机械制造行业 9 家企业上榜；

电子消费品行业 8 家企业上榜；金属原材料行业

则以 7 家上榜企业位居第四。

榜首行业易主。去年排名第六的电子元器件

行业今年以 10 家企业位列榜首，除包括去年上榜

的 6 家企业外，新增了京东方、生益科技、国民

技术，以及中微半导体设备 4 家企业。去年排名

行业分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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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的汽车行业今年仅位列第六，来自该行业的

宇通客车、东风汽车、长城汽车和重庆力帆今年

均未上榜。

电子元器件

2017 年，电子元器件成为中国最具创新性的

行业。10 家登上中国创新百强榜单的电子元器件

企业中，既有中国最大的国有 IT 企业中国电子，

也有显示产业的创新翘楚京东方，全球集成电路

制造商中芯国际等。

电子元器件行业的主要技术领域包括 LCD、

LED 和 OLED 显示屏，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计

算机及其核心部件，软件和系统集成，电信和电

子消费品（京东方、北京电控、中国电子和欧菲

光）。该行业上榜企业的技术领域还涵盖半导体

制造（中芯国际、华力微电子和中微半导体设备），

 

电子元器件 机械制造 电子消费品 金属原材料

通讯设备 汽车 家用电器 电力生产与供应

石油化工 电力技术与设备 媒体与互联网 计算机软件

建筑与工程 综合 航空航天 辅助电力设备

非金属材料 其它运输设备 电信服务 计算机硬件

消费品 医疗器械 制药 印刷

图 6：2017 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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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6 年与 2017 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行业分布对比

2016 2017

企业数量

印刷电路板制造（生益科技）、安全集成电路产

品（国民技术），以及集成电路制造、设计、集

成和应用（华虹集团）。

华虹集团及国民技术两家企业的发展历史可

追溯到中国发展微电子产业的重点工程。该工程

的成功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与本土自主创新，并

让中国的微电子产业发展受益匪浅。

机械制造

机械制造行业今年有 9 家企业上榜，包括

三一集团、中联重科、中国兵工集团、宝时得、

大族激光、三花控股集团、山东重工集团、徐工

集团及中国兵装集团。这些创新企业来自中国 6

个省市，其中北京、湖南和江苏分别有两家，其

他 3 家来自广东、山东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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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产品而言，4 家企业主要为建筑等同类行

业制造重型工程机械，其他 5 家企业主要制造

国防、暖通空调与制冷、重型机床等设备。该

行业上榜企业还包括中国激光行业的旗舰企业

大族激光。

机械制造行业的创新体现在多项产品和技术的

改进，比如建筑材料移动和传送设备（中联重科），

隧道掘进设备（三一重工），汽车变速器（中国兵

工集团）， 电动汽车新型制冷系统（三花控股集团），

3D 打印机和移动手机激光技术（ 大族激光），以

及由徐工集团设计研发的 DE400 型 400 吨级矿山用

卡车。

中国机械制造行业产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充分

证明了该行业创新的丰富和活力。

通信设备

今年通信设备行业的上榜企业与 2016 年上

榜企业相同，6 家登上创新榜单的企业包括了民

营企业的优秀代表华为，国有企业的创新典范大

唐电信、中兴和广州无线电集团，由科研机构孕

育出的行业领导者——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以

及负责 18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营的中国电科。

中国通信设备企业继续向国际行业巨头发起

挑战，甚至在有些领域实现了超越。华为再次登

上科睿唯安“2016 年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

并且是唯一上榜的中国大陆企业。我们相信中国

通信设备行业的创新将继续推动中国未来物联网

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

世界最大的矿运卡车之一  XCMG DE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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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之转变”，世界经济论坛，2016 年 6 月 
22 日。

3 “IDC：OPPO 首次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第一品牌”，
www.idc.com。

电子消费品

电子消费品行业的创新无疑表明中国经济正

在致力于满足当今消费者对电子设备的刚性需求。

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十年前，中国只有十分

之一人口上网，只有三分之一人口有手机。但是

今天，几乎人人有手机，而且超过半数人口使用

互联网，其中绝大多数是用手机上网 2。”

该行业的 8 家上榜企业包括 3 家去年榜单企

业（歌尔、酷派集团和瑞声科技）及 5 家新上榜

企业（创维、光启、九洲电器、欧珀移动通信和

维信诺）。

欧 珀 移 动 通 信 是 知 名 智 能 拍 照 手 机 品 牌 

OPPO 的制造商。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报告数

据显示，OPPO 手机位列 2016 年中国智能手机市

场出货量首位 3。

酷派集团、创维和九洲电器开发和制造具体

的消费设备（手机、电视、机顶盒等），而歌尔、

瑞声科技和维信诺主要生产这些设备的元器件，

包括声学部件（扬声器、耳机、音圈）、光学元

器件（镜头、摄像头）、屏幕（OLED 显示器和

照明控制板）。比较而言，光启则是一家多技术

综合性企业，开发和投入超材料、电信、航空航天、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和数字医疗等多项技术。

制药

中国制药行业在创新探索中不断前行，今年

首次出现上榜企业——江苏恒瑞制药。但该行业

与全球相比仍表现不足，科睿唯安“2016 年全球

百强创新机构”榜单中共有 7 家制药企业上榜。

作为中国制药行业的创新代表，江苏恒瑞医

药以抗肿瘤药、手术用药、造影剂、重大疾病以

及尚未有有效治疗药物的领域为重点科研方向，

形成了庞大而丰富的产品研发管线。根据其年报

数据显示，江苏恒瑞医药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重的 8%-10%，其中 2016 年投入研发资金 11.8

亿元，同比增长 32.8%。

随着中国医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

升，制药行业的集中度增加，研发创新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欧美企业仍是全球创新药研

发的主要驱动力，而中国创新药研发的公司及机

构数量明显增加，相关的外部合作和交易也越

来越活跃。大型综合药企、新型生物制药以及

创新药物研究院所等将成为行业创新的重要组

成，他们面临研发周期长、风险高且投资巨大等

压力，我们希望通过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

完善创新生态体系和市场机制，鼓励创新并取

得收益，从而使制药企业不断发展并惠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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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创新百强来自于全国 12 个省市

（以企业总部所在地计），依次是北京、广东、上

海、山东、浙江、安徽、湖南、江苏、湖北、河北、

辽宁和四川。北京再次以 43 家上榜企业遥遥领先。

广东 27 家企业上榜名列第二，上海和山东的上榜

企业分别是 8 家和 5 家，其余 8 个省份上榜企业

均少于 5 家。另外有 19 个省市 / 自治区没有企业

上榜。

2017 年中国创新百强集中在华北、中南和

华东三个区域，少量分布于东北和西南地区，而

西北地区无一家企业入围，明显呈现出从东部到

西部创新企业数量逐渐减少的整体格局。这也与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较为吻合。

2016 年中国创新百强共涉及 15 个省市，其

中排名前五位的省市在今年继续保持位置不变，

反映出了中国大陆主要创新区域的稳定性。作为

全国的创新焦点，北京连续两年以 43 家企业数量

位居榜首。广东的上榜企业在数量上有较大提升，

从去年的 21 家增加至 27 家，反映出了广东的强

大创新实力。上海、浙江、河北、四川四省市上

榜企业名单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数未变。安徽

和湖南分别新增一家企业上榜。而去年有企业入

榜的重庆、河南和陕西无缘今年榜单。

图 8：2017 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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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北京、河北）

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

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的全国创新焦点区域

的地位依然稳固。共有 43 家上榜企业来自北京，

其中，国有企业 37 家，民营企业 6 家。国有企

业中 29 家属于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下的中

央企业（简称“央企”），总部优势明显。虽然

总数与去年一致，但是入榜企业的名单却发生了

一些变化：部分企业没有继续入围今年的百强榜

单，如汉能控股集团、汉王、中船重工等；央企

的合并与重组也导致了企业数量的减少，如中材

集团、中冶集团等；中国钢研、中信集团、中国

能建等 7 家企业则首次入围百强榜单。       

这 43 家上榜企业覆盖了所列 24 个行业分类

中的 19 个，仅在家用电器、医疗器械、辅助电力

设备、消费品以及制药行业缺席。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本年度榜单新增行业“印刷行业”的唯一一

家上榜企业，中国印钞造币，在高端印刷领域的

技术创新表现优异。

北京上榜企业数量位居首位，不仅仅是企业

总部优势带来的结果，政府对创新的明确导向

与规划也带动了北京众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图 9：2017 与 2016 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地域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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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五”期间，北京累计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项目数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 30%，中关村

企业累积制定国际标准 184 项。截至 2015 年底，

北京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61.3 件。在此基础

上，北京在“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为创新设定

了更高的要求：“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的比重达到 1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 80 件。通过专利合作协定（PCT）途径提交的

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25% 左右。全社会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

在“十二五”期间，
北京累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数量

占全国的比重超过 30%，中关村企业累积制定国际标准 184 项。
截至 2015 年底，北京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61.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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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 6% 左右。”4。2016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北

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规划

中明确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以全面创新改革为主线，更加注重增强原始创新

能力，更加注重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结合，把北京建设成为科技创新引领者。这些

导向性措施，对于北京地区企业的创新发展将发

挥更加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年度河北有 1 家企业入榜，它是来自河北

廊坊的新奥集团。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新奥集团

以清洁能源为主业，2016 年位居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41 位。新奥集团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引

进相结合的方式优化产品性能，并与国内外研发

机构与能源企业开展合作，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坚

实基础。

扎实的基础、良好的政策引导，我们有理由

相信京津冀地区原始创新能力必将得到显著提高，

创新生态系统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天津、山西和内蒙缺席本年度榜单。

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山东）

与 2016 年相比，本年度上海有 7 家企业仍

继续保留在百强榜单中，分别是：上海电气、中

芯国际、华力微电子、华虹集团、上汽集团、中

国商飞、以及由宝钢和武钢合并而成的宝武集团。

中微半导体设备新上榜。这 8 家企业分布在电子

元器件、电力技术与设备、金属原材料、汽车，

以及航空航天领域。其中，包括新上榜的中微半

导体设备在内有 4 家企业来自电子元器件行业，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在半导体产业的创新优势。

这也是政策引导产业发展的成功案例。

“十三五”期间，上海规划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聚焦生命、材料、环境、能源、

物质等基础科学领域，同时将目光定位在了航空

发动机与燃气轮机、高端医疗影像设备、高端芯片、

新型显示等一批重大战略项目，以及脑科学与人

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一批基础前沿工程。让我们

期待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更多上海企业孕育出

更多创新成果。 

山东上榜的 5 家企业分别是歌尔、海尔、海

信集团、北洋集团和山东重工集团，可见山东的

创新优势仍然集中于传统家电、电子消费品，以

及机械领域。

浙江上榜 4 家企业，分别是吉利汽车集团、

阿里巴巴、三花控股集团和正泰，其行业分布在

汽车、媒体与互联网、机械制造和辅助电力设备

领域，这反映出浙江创新领域的多样性。以阿里

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引领了浙江的互联网生

态创新，更加带动了创新在多行业的开花结果，

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本年度江苏共 3 家企业上榜，宝时得、徐工

集团和江苏恒瑞制药分别聚焦于机械制造和制药

领域。江苏恒瑞制药的上榜，一定程度上是对中

国制药企业追求创新，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改善

产品的肯定。这一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成功，并将

对我国制药行业的未来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4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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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比上年多得一席，3 家上榜企业分别是

奇瑞控股、江淮汽车和阳光电源，分布在汽车、

电力技术与设备领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汽车

产业的创新集聚效应。

江西、福建缺席本年度榜单。

中南地区（广东、湖北、湖南）

广东上榜企业 27 家，比 2016 年增加 6 家。

其中，国有企业 5 家，民营企业 22 家。值得关

注的是，这 22 家民营企业，以具有世界级影响力

的知名企业如华为、中兴、腾讯为龙头，在 2017

中国创新百强的第一梯级中就占得 6 席，在第二

梯级中再得 9 席。民营企业无疑是广东创新的中

坚力量，其创新活力在全国民营企业中更是首屈

一指。

上榜企业来自 15 个不同的行业领域。家用

电器、电子消费品和通信设备行业均有 4 家企业

入榜，电子元器件有 3 家企业入榜，电力生产与

供应有 2 家企业入榜；其他 10 个行业领域分别

有 1 家企业入榜，这 10 个行业分别是医疗器械、

媒体与互联网、机械制造、汽车、消费品、电信

服务、电力技术与设备、辅助电力设备、非金属

材料以及其它运输设备。

广东，以改革而兴，因改革而立，改革就是

不断创新的过程。过去五年，广东研发经费投入

占 GDP 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2.17% 升至 2016 年

的 2.58%，接近创新型国家（地区）水平。截至

2016 年底，广东省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 50 万件，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6.85％，其中，发明专利申

请量为全国第二，专利授权量居全国榜首，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连续第七年居全国第一；通过专

利合作协定（PCT）途径提交专利申请量，广东

连续十五年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总量的 56%5。这

些数据不仅源于上述百强企业，还来自众多活跃

的小型创新企业，这凸显了广东所拥有的核心技

术优势和百花齐放的创新生态。

湖南上榜 3 家企业，分别是三一集团、中

联重科、湘电集团，其行业分布在机械制造、电

力技术与设备领域。湖北上榜的企业是武汉邮

电科学研究院。基于总部计数原则，烽火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归入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广西、海南、河南缺席本年度榜单。

其他区域

本年度西南地区上榜的企业是位于四川从事

电子消费品行业的九洲电器，而金属原材料行业

的鞍钢继续作为东北地区的创新代表而榜上有名。

西北地区则缺席本年度榜单。与 2016 年相比，

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创新实力与华北、华东和

中南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未来，期待这些地

区通过借助区域协同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政策

的实施和激励，能够提高区域的整体创新实力，

进而通过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

5 http://news.dayoo.com/guangzhou/201705/19/139995_51258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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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创新百强代表了中国创新的企业

先锋，他们引领着中国的创新潮流与方向。为了

更好地体现中国创新百强的创新实力与竞争力，

本年度榜单依据由发明总量、专利授权率、全球

化和影响力四个指标计算所得综合分数，划分为

四个梯级。我们尝试用这种方法，去寻找并研究

不同领域的创新引领者，使企业在与上榜企业对

标的同时，能更好地了解自身所处的行业地位，

合理树立创新的方向和目标。

第一梯级

尽管相较于 2016 年中国创新百强榜单，本

年度有 23 家企业退出了百强（武钢、中材集团

因合并重组未出现在榜单中），但进入第一梯级

的 25 家企业均是 2016 年上榜的企业，他们依旧

保持了一贯的创新实力，这表明，创新实力的打

造非一日之功。另一方面，这 25 家企业来自各

行各业，正应了一句老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无论在哪个行业，都可以有非常成功的

创新。

盘点位居第一梯级的 25 家企业，北京占据

10 家，数量最多。这 10 家企业分别属于媒体与

互联网、电信服务、石油化工、综合、电子元器

件、航空航天、计算机硬件、通信设备 8 个行业，

体现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的行业优势。广

东有 6 家企业，分别是比亚迪、华为、酷派集团、

TCL、腾讯和中兴。值得关注的是，北京的 10 家

企业中，有 8 家是国有企业，2 家是民营企业，

而广东的 6 家企业则完全是民营企业。广东民营

企业的创新实力可见一斑。除此以外，进入第一

梯级的其它企业分别来自山东、上海、浙江、湖

南和湖北。

图 10：中国创新百强第一梯级企业行业分布

4

3

2

1

0

电子元器件

通信设备

家用电器

媒体与互联网

机械制造 汽车

电子消费品

电信服务

电力技术与设备

石油化工 综合

航空航天

计算机硬件

排名分析 29

排名分析



位列第一梯级的 25 家企业分属于 13 个行业

领域，占据了全部行业领域的一半以上。然而分

散之下，又有集中。电子元器件与通信设备行业

分别有 4 家企业，家用电器有 3 家企业。从这一

角度也可以说明电子、通信以及家电领域的企业

的创新水平在全国更为领先。 

另外，在创新百强中，金属原材料行业共有

7 家企业上榜，但没有企业进入第一梯级；相似

的是电力生产与供应行业，6 家上榜企业亦均未

进入第一梯级。 

细数第一梯级的上榜企业，既有互联网领域

的明星百度、腾讯，也有民族电信制造业的代

表大唐电信、中兴以及华为。在机械制造领域，

三一集团与中联重科比肩共进，代表着中国机械

制造企业的创新实力。中航工业、中国电子以

及华润等 8 家央企为代表的国家梦之队也体现

了央企的巨大创新能量。我们欣喜地看到，以

中兴、华为、京东方、TCL、腾讯等为代表的中

国企业在海外专利布局方面更为积极，也预示

着中国企业在走向海外的征程上步伐越来越快，

越来越稳健。

第二梯级

第二梯级的 25 家企业高度集中于广东和北

京两个区域，其中 11 家位于广东，10 家位于北京，

再考虑到位于上海的华力微电子和宝武集团，第

二梯级中 92% 的企业来自于北上广地区。在某种

程度上，第二梯级的区域分布与人们对区域创新

活跃程度的普遍认知非常一致。这种创新活力一

方面来自于发达经济对于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另

图 11：中国创新百强第二梯级企业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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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得益于鼓励创新的各类政策。无论是国

务院印发的《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

体方案》，还是广东省颁布的《广东省自主创新

促进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都对促进区域创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位列第二梯级的 25 家企业分属于 13 个行业

领域。电子消费品、媒体与互联网、计算机软件

是主要行业。计算机软件、其他运输设备、医疗

器械、金属原材料和非金属原材料五个行业的创

新引领者均位于此梯级。深圳迈瑞医疗代表创新

门槛较高的医疗器械行业出现在这一梯级。迈瑞

坚持自主创新，经过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

跻身世界领先的医疗器械供应商行列。这既是创

新力量的体现，更是创新的魅力所在。

第二梯级企业在专利授权率和全球化两项指

标中表现突出，特别是在专利授权率方面，中国

石化、美的、中国中车、宝武集团、北汽集团、

格力都位于专利授权率单项指标的前列，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企业的专利质量水平。另一

方面，阿里巴巴、瑞声科技、深圳迈瑞医疗、广

州无线电集团、清华同方积极进行海外专利布局，

在全球化指标中表现不俗。然而，在影响力方面，

第二梯级与第一梯级还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梯级中的创维、生益科技、欧珀移动通信、

光启、迈瑞医疗和九洲电器等 6 家企业都是今年

登上中国创新百强榜单。这其中既有我们耳熟能

详的知名品牌，也有业内如雷贯耳的行业代表，

还有影响力颇大的科技公司。虽然是首次进入创

新百强榜单，但创新这一共同的基因使得他们在

各自的领域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第三梯级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央企是国有经济

发挥主导作用的骨干力量，也是国家科技创新的

主力军。纵观近五年来，央企累积的专利数量和

授权率在持续攀升，显示出其在创新以及知识产

权的持续投入。在 2017 年中国创新百强中，共

有 34 家央企上榜。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上榜的

央企更多地集中在第三梯级（13 家）和第四梯级（9

家），这与大部分央企有限的海外专利布局与偏

低的专利影响力密切相关。随着中国“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更多的央企将要走向海外，

还需要更多更好的海外专利布局相配合。

从 2015 年开始，央企重组整合动作频频：

宝钢与武钢实施联合重组成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宝武集团成立后，粗钢产量近 6000

万吨，其中高端产品产量达到 4000 余万吨，超

过韩国浦项和日本新日铁 6；中冶集团整体并入

中国五矿集团，打通了金属矿业勘查、设计、施

工、运营、贸易流通的战略通道，形成了中国金

属矿业完整产业链雏形；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与中国中材集团公司实施重组，可以在水泥、

玻璃纤维等多个业务板块实现强强联合，同时形

成建材产业链上的优势互补；中国国电集团与

神华集团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7。这些央企的重组整合，有利地促进了

优势互补，提高了整体的科技创新实力，在 2017

6 http://news.xinhuanet .com/fortune/2016-12/09/
c_1120090304.htm

7 2017 年 8 月，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
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该事项
在本报告的数据采集的年份区间尚未发生，本报告未对中
国国电、神华集团相关数据做任何形式之合并处理。

排名分析 31



年中国创新百强中，宝武集团位于第二梯级，中

国建材集团和五矿集团位于第三梯级。未来，相

信会有更多重组整合后的创新型央企出现在榜单

之中。

第 三 梯 级 中 的 25 家 上 榜 企 业 覆 盖 了 所 列

24 个行业分类中的 12 个，其中包括了电力生

产与供应、石油化工和金属原材料三个主要行

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创新百强 6 家电力生

产与供应行业的上榜企业中，4 家企业位于第

三梯级，2 家企业位于第四梯级。无论是提升

常规能源的发电效率，还是有效开发新型能源，

电力企业的技术创新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我们期待电力生产与供应行业迎来更

颠覆性的创新变革；6 家石油化工行业的上榜企

业中，4 家企业位于第三梯级，其中新奥集团作

为新上榜的民营创新企业，代表了来自市场的

新生力量；7 家金属原材料行业的上榜企业中，

4 家企业位于第三梯级，其中包括新上榜的中国

钢研。作为冶金行业最大的院所转制科技型企

业，中国钢研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从国家供给到

自主盈利，市场化的步伐越走越快。改革使科

研单位从封闭走向开放，技术人员从社会需求

出发从事科技创新，形成一套依赖市场、反哺

科研的成熟机制，这或许能为其他研究机构带

来一些启迪。

第四梯级

与前三个梯级相比，第四梯级的行业更加多

元化，25 家上榜企业覆盖了所列 24 个行业分类

中的 16 个，其中包括了电力技术与设备、建筑与

图 12：中国创新百强第三梯级企业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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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制造 3 个主要行业，以及印刷、制药

两个 2017 年新增行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创

新百强 5 家电力技术与设备行业的上榜企业中，

3 家位于第四梯级，其中包括了新上榜的阳光电

源和湘电集团，这两家企业分别是光伏逆变器和

大型风电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代表；4 家建筑与

工程行业的上榜企业中，3 家企业位于第四梯级，

其中包括了新入榜的中国能建。作为全球水电建

设领域的重要企业，其在 2012-2016 年间共有

5800 多项发明获得专利授权，反映出在工程勘测

设计和施工前沿技术领域创新的优异表现。

本年度榜单中首次出现印刷和制药两个行业，

其代表企业分别是中国印钞造币和江苏恒瑞制药。

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生产企业，中国印钞造币

的上榜显示出中国在高端印制技术领域的创新成

效。无论是在印钞中应用的凹印对印技术，还是

造币中使用的边部全齿间隔半齿技术，都使中国

的印钞造币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续写着中国印

制行业的辉煌。

江苏恒瑞医药是唯一一家上榜的中国制药

企业。创新和国际化拓展是江苏恒瑞医药实现持

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从引进人才、构建创新体系，

到明确研发方向、丰富创新产品布局，江苏恒

瑞医药一直致力于坚定的创新战略与决心。

中微半导体设备则是今年新上榜的电子元器

件企业。中微半导体设备在 2012-2016 年间共有

250 多项发明获得专利授权，超过 63% 的专利拥

有海外布局，仅次于中兴和华为。

图 13：中国创新百强第四梯级企业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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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TM，简称 
DWPI）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 (DWPI) 是世界上最受信

赖的权威专利信息来源，覆盖 50 多家专利授权机

构的专利数据。其著录项目信息均被翻译成为英

文并进行了增值改写以清晰呈现发明的真实意图。

利用 DWPI 可洞悉专利有效性和侵权状况，揭示

现有技术，识别空白领域，开展竞争格局研究。

DWPI 由数百名拥有专业领域内高级学位的

技术专家所组成的编辑团队，在专利原始内容的

基础上加入改写增值数据，帮助您更加准确地了

解发明的范围。

作为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增值专利检

索数据源，DWPI 拥有 50 多年的悠久历史，并受

到世界上 40 余家专利局的信赖。DWPI 是专利研

究中独特而无可替代的资源。

德温特专利引文索引（Derwent 
Patents  Citation IndexTM，简称
DPCI）

德温特专利引文索引 (DPCI) 是由专利引文和

科学文献引文两部分所组成的增值专利引文数据

库。利用 DPCI 可发现潜在的合作伙伴、竞争威胁，

以及追踪某个技术领域的发展脉络和方向。借助 

DPCI 中的引证信息，不仅可以追溯一项发明所依

据的参考文献，还可以了解一项发明的影响，以

及在此发明公开之后所产生的相关技术。

每周更新的 DPCI 数据涵盖 1100 多万个专利家

族和独特发明的引用信息，并对这些专利发明的前

向和后向引用信息进行了编辑增强。通过这一独特

途径，用户可以识别潜在的许可对象，竞争威胁以

及对核心无形资产最优化的方式。

Derwent InnovationTM

Derwent Innovation 是 全 球 领 先 的 科 技 创

新解决方案。其内容覆盖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一亿多篇专利。数据既包括增值的 DWPI 及

DPCI 等深加工的内容，也包括来自全球各大专

利授权机构的原始专利信息。平台提供独有的分

析、合作与监控功能，可为企业研发提供全球化

视野，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制定与规避侵权风险

等工作提供辅助，为企业决策部门制定规划提供

有效情报。

Derwent Data AnalyzerTM

Derwent Data Analyzer (DDA) 是行业领先的具

有强大分析功能的文本挖掘软件，可将海量的知识

产权数据转换成全面准确地分析报告从而支持知识

产权战略决策。利用 DDA 可快速分析行业趋势，

勾画竞争图景，避免或解释专利侵权以及识别战略

发展机会。DDA 是单机版分析软件，可以通过强大

的界面来管理和提取具有商业价值的公司内部或外

部商用数据库数据。DDA 强大的分析能力可确保

您透过繁杂的数据洞察真相。商业视角可以对文本

数据进行多角度的数据挖掘和可视化的全景分析。

DDA 能够帮助您从大量的专利文献或科技文献中发

现竞争情报和技术情报，为洞察科学技术的发展趋

势、发现行业出现的新兴技术、寻找合作伙伴，确

定研究战略和发展方向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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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是全球专业信息提供与分析服务领域

的领导者。我们致力于帮助全球的开拓者们，将奇思妙想转变为颠覆性创

新，加速创新与国际化的进程。通过提供全面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信息、决策

支持工具及服务，我们为全球客户的创新与国际化提供强大助力，帮助政

府、学术界、出版商和企业：发现新想法，保护创新，直到最终实现商业

化。科睿唯安旗下拥有诸多业界知名品牌，包括 Web of ScienceTM 平台（ 含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即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 称 SCI）、InCitesTM 平 台、

Derwent InnovationTM 平台、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TM， 简 称 DWPI）、CortellisTM、CompuMarkTM、MarkMonitor® 以 及

TechstreetTM 国际标准数据库等。

关于我们36

关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