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美日欧企业仍然占据领先优势。2012 年，

全球记分牌企业研发投资仍高度集中在美国、欧

盟 和 日 本， 其 全 球 占 比 分 别 为 35.2%、29.3% 和

18.9%，合计达 83.4%。过去 8 年的变化趋势显示，

除净销售外，欧盟和美国的企业研发投入已经恢复

并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恢复集中在 2010-2011 年。

2012 年美国企业研发投资同比增长 8.2%，欧盟企

业研发投资在营业利润下降 18% 的情况下仍增长

了 6.3%；而日本企业持续落后，研发投资增速较慢，

仅增长了 0.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亚洲新兴经济体研发投资增速较快。研发

投资增长最多的企业分别来自中国大陆（12.2%）、

韩 国（8.9%） 和 中 国 台 湾（8.2%）。 这 三 个 国 家

和地区上榜企业分别为 93 家、56 家和 82 家，合

计占上榜企业总数的 11.6% ；研发投资额分别为

161.4 亿欧元、175.3 亿欧元和 93.1 亿欧元，共占

研发投资总额的 8%。这表明，亚洲新兴经济体企

业正在奋起直追，不断加快研发投资，但企业实力

仍较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有不小差距。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研发投资额占比如图 2 所示。

图 1  记分牌 2000 家企业中 1496 家研发投资和销售收入增长（%）

图 2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研发投资额占比（%）

二、行业分布高度集中

报告显示，全球记分牌企业的行业分布高度集中，呈

现明显的不平衡性与集群现象，软件与计算机服务行业研发

投资增长最快，生物医药行业研发强度最高。

1、行业不平衡性突出。2013 年全球记分牌企业涉及 40

个行业，但各个行业在研发投资的表现上差异明显。从研发

投资额来看，生物医药行业、技术硬件与设备行业、汽车

与零配件行业的研发投资排名前三，分别占全球的 18.1%、

16.4% 和 15.7%，超过全球总额的 50%。从研发投资增速来看，

仅有 7 个行业的增速超过平均值（6.2%），分别是软件与计

算机服务行业（11.8%）、工业工程行业（9.8%）、汽车与零

配件行业（8.9%）、技术硬件与设备行业（8.8%）、医疗保健

设备与服务行业（8.3%）等。从研发强度来看，也仅有 8 个

行业超过平均值（3.2%），其中生物医药行业遥遥领先，达

到 14.4%，其后分别是软件与计算机服务（9.9%）、技术硬

件与设备（7.9%）、休闲品业（6.3%）、航空航天与防务（4.5%）

等。

2、产业集群现象明显。过去 10 年的研发投资记分牌

显示，各地区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现象。欧盟地区研发投资

占比最多的是汽车与零部件行业（24.9%），其次是生物医药

行业（17.5%），然后是技术硬件与设备行业（10.2%）。在美国，

研发投资较高的产业主要有技术硬件与设备行业（25.2%）、

生物医药行业（22.1%）、软件与计算机服务行业（18.2%）。

这三大产业在美国占研发投资的 65.5%，在欧洲占 30%，在

日本占 26%。

3、健康与生物技术行业前景光明。报告认为，人

口老龄化和发展中国家财富增加将使保健需求日益扩大。

2012 ｜ 2017 年全球生物技术市场预计增长 54%，从 3040 亿

美元增至 4681 亿美元，

其中制药与生物技术占 60%。同时，制药公司面临的

畅销药专利即将到期的“专利悬崖”、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和

常规研发生产率降低等问题，都为制药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

记分牌显示，生物技术行业正被美国主导，世界顶级的生物

技术公司前 5 名都是来自美国，前 10 名中有 8 家是美国企

业。在全球 2000 家记分牌企业中共有 125 家制药企业，美

国和欧盟的企业数分别占 26.4% 和 32%，其研发投资额分别

占 38.4% 和 30% ；在全球制药企业前 30 强中，美国和欧洲

各占 9 席和 13 席。

三、企业表现参差不齐

记分牌显示，企业的研发投资排名持续变化，虽然领

先企业都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但不同企业采取的研发策略差

异较大。其中，百强企业以全球 1/20 的企业数，创造了全

球超一半的研发投资规模，也是全球企业研发投资发展趋势

的集中体现。

1、大众汽车公司雄踞榜首。2012 年，德国大众汽车公

司研发投资成为全球第一，是欧盟唯一进入 2012 年全球研

发投资前十强的企业。报告显示，大众汽车公司的研发投资

额达到 95 亿欧元，同比增长 32.1%，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到 4.9%，同时期销售收入也增长了 21.4%，达到 1930 亿欧

元。韩国三星和美国微软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在十强企业

中，美国占有 5 席，德国、韩国和日本各有 1 家，瑞士有 2

家，这十家企业的研发投资均在 50 亿欧元以上。去年位居

榜首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今年下降到第 5 位。研发投资前

10 强企业情况如表 1 所示。

序号 企业 国别
研发投资
（亿欧元）

排名变化
（2004－2012年）

1 大众 德国 95 +7

2 三星 韩国 83 +31

3 微软 美国 79 +10

4 英特尔 美国 77 +10

5 丰田 日本 71 -1

6 罗氏 瑞士 70 +11

7 诺华 瑞士 69 +13

8 默克 美国 60 +21

9 强生 美国 58 +3

10 辉瑞 美国 5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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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国主要省份新型研发机构基本情况

地  区 名  称 时  间 依托单位

        

陕  

西

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 2005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 2005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电子工业研究院 200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农产品加工研究院 2007 陕西科技大学

陕西能源化工研究院 2009 西北大学

陕西循环经济工程技术院 200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江  

苏

江苏省（昆山）工业技术研究院 2008 昆山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省（丹阳）高性能合金材料研究院 2010 丹阳高性能合金材料研究院

江南现代工业技术研究院 2010 江南现代工业技术研究院

江苏省（扬州）数控机床研究院 2010 扬州数控机床研究院

江苏省（张家港）智能电力产业技术研究院 2010 张家港智能电力研究院

江苏数字信息研究院 2011 江苏数字信息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纳米产业技术研究院 2012 苏州工业园区纳米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环保技术研究院 2011 宜兴市环科园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城市轨道交通研究设计院 2011 江苏省城市轨道交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石墨烯研究院 2012 江南石墨烯研究院

     

广 

东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1996 清华大学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2006 中国科学院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2007 华大基因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2009 深圳光启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浙  

江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2003 清华大学

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 2005 浙江大学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江南分院 2005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

浙江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 2006 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

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院 2007 中国海洋大学等

三、新型研发机构的运行特点

与传统研发机构不同，新型研发组织的主要特

点在于组织和运行机制的创新性，以及业务方向和

发展方式的独特性。在体制机制创新基础上，新型

研发机构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崭露头角，并以强劲发

展势头向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渗透。当前，我国新

型研发机构的特点主要有：

1、理事会领导

新型研发机构一般是在政府引导下，实行理事

会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制。机构的组建一般由企

业、高校、院所参与并按约定共同出资建立，理事

会是决策机构，由政府部门、高校、院所、企业、

专家等各方面成员组成，院、所长负责研发组织的

日常经营，对院、所长实行（国内外）公开聘任制度。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制是现代院所制度的重

要内容。理事会发挥决策作用，其构成则体现了机

构的发展方向。比如浙江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理事

会由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人员组成，

在决策层面实现了产学研的结合，体现企业需求，

政府通过理事会将决策意图贯彻到机构发展中去，

避免了直接干预，兼顾了其他组织的利益。

2、功能定位明确

新型研发组织的诞生，摒弃了传统研发机构的

多重考核要求，具有明晰的功能和定位。如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以抢占科技前沿制高点为己任，加强

基础研究，以此构筑了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一套管

理体制；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以超材料领域的

创新为主要目标，吸引了中外数十名科学家，在超

材料领域占领了源头创新的主导地位。而产业技术

研究院，则以服务区域和产业发展为主要任务，对

产业和区域提供多种技术服务。正因为功能明确，

新型研发机构才能够按照科学发展规律设计管理体

制，分配资源。这也有利于政府按照不同需求给予

不同的资助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研发机构的

创新活力。

3、市场导向明显

新型研发机构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强烈的需求导

向性，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导向设计组织结构、明确

研发任务、开展研发活动。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就强

调用户的参与，从而能够转变研发的方向，改善研

发的决策，使研发始终以满足产业需求为目标，达

到促进产业发展的目的。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华大基因研究院都是为满足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

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目标而设立；昆山市则是为了

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决定建立工业

技术研究院，重点围绕昆山产业特色，开展技术应

用研发和公共技术服务活动。 

4、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

新型研发机构已经不局限于服务科技创新活动

的某个环节，而是集平台、服务、研发于一体，逐

渐演变成具有多重服务功能的研发组织，覆盖上游

源头创新到下游产业化的全产业链创新体系。如深

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一方面选择保持源头创新的

活力，成立 2 年来完成了超材料领域 1229 项底层知

识产权覆盖，占全球超材料领域知识产权申请量的

80% 以上；另一方面打通成果产业化的路径，建设

了世界首条超材料研发中试生产线，建成后将实现

年产值约 5 亿元；它还牵头成立了“深圳超材料产

业联盟”，与华为等企业合作建立超材料研发基地，

带动千亿产值规模的产业集群。

5、自由探索环境

新型研发机构的生命力，就在于按照创新发展

规律来设计组织和运行机制，营造自由探索的研发

环境。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华大基因研究院等

着重于基础研究，设立了一整套有利于自由探索的

考核机制，以推动科学研究的实际贡献来评价研究

成果，形成了尊重学术研究、使科研人员能够潜心

研究的学术氛围，因而能够在基础研究领域不断取

得新进展。

6、国际化开放创新

新型研发机构注重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构建

国际化开放创新研发体系，在选拔人才上坚持公开、

竞争机制，在全球范围公开招聘，坚持唯能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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