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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初创企业成长调查报告》发布——

企业规模绩效大幅提升彰显创新活力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创业企业调研组

创新创业型企业发展潜力良好
庄芹芹

中国创业企业成长指数调查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共同编制的《创新型初创企业成长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出台一

系列政策改善创新创业环境，创新型创业企业总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创新型创业企业非常注重创新能力提升，人员和经

费投入均有较大幅度增加，知识产权总量、发明专利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显著提升，创新活力得到了激发，创新成为创新型创业企业发展的主要动

力。同时，目前我国创新创业环境整体明显改善，但与企业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创新创业生态的营造需要进一步提高精细化水平。

“中国创业企业成长指数调查”项目由经济日报
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负责总体组织与协调，中国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负责调查设计
（简称中经创业企业调查）。2016年至2017年开展
第一期调查，涵盖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武汉、西安
六座城市，聚焦信息技术、软件、节能环保、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文化创意、金融服
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等十个行业的初创阶段企业（即
从2013年开始有实际经营活动的企业），对企业发
展环境、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创新能力、发展潜力
等方面深入调查，共计获取样本3000余个。2017年
至2018年开展第二期调查，增加了现代农业行业调
查项目，在第一期基础上抽取1814个样本追踪调
查，同时新增4000余个样本开展新一轮调查。

本报综合“中国创业企业成长指数调查”两期
数据，从创业企业发展环境、发展水平、企业家精
神、创新能力、发展潜力等五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创
业企业成长现状及存在问题展开分析,编制完成了
《创业企业调查（二期）报告》《创新型初创企业成长
调查报告》。透过本期报告，读者可以客观了解当
前创业企业发展状况，并获悉相关国家政策实施效
果和落实情况。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社科院数
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共同编制的《创新型初创企业
成长调查报告》今日发布。《报告》显示，在企业规模扩大
的同时，创新型创业企业非常注重创新能力提升，人员和
经费投入均有较大幅度增加，知识产权总量、发明专利数
量、新产品销售收入显著提升，创新活力得到激发，创新
成为创新型创业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我国创新
创业环境整体明显改善，但距离企业要求还存在一定差
距，创新创业生态的营造需要进一步提高精细化水平。

企业未来盈利可期

从调查样本的抽样结果来看，大多数企业属于中小
微企业，经过2年发展，企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发展绩
效良好、整合能力较强，发展前景良好。

通过对样本企业的两期跟踪研究，发现企业销售收
入增长迅速。2017 年销售收入较高的企业占比较多，
2015年销售收入较低的企业占比较多，因而2017年平均
销售收入高于2015年平均数。其中，2015年销售收入超
过2000万元的企业占比4.39%，2017年为16.89%，2017
年比 2015 年高 12.5 个百分点；2015 年未实现销售收入
的企业占比18.16%，2017年只有0.39%，2017年比2015
年降低了17.7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企业市场前景良好，
发展前途较大，未来盈利可期。

发展绩效主要反映了创业企业当前绩效水平，采用
平均资产总额、企业员工收入和收入增长速度、平均销售
收入与市场占有率等指标表示。调查发现，样本企业平
均资产总额迅速增长。2017 年企业资产总额较多的企
业占比高，2015年企业资产总额较少的企业占比高，因
而2017 年平均资产总额远远高于 2015 年，也说明企业
经过2年的发展，经济实力有了较大提高。其中，2015年
资产总额超过 2000 万元的企业占比 9.27%，2017 年为
33.48%，2017 年比 2015 年高 24.21 个百分点。2015 年
资产总额低于 50 万元的企业占比 9.83%，2017 年只有
2.22%，2017年比2015年降低了7.61个百分点。

同时，样本企业员工收入增长迅速。2015年企业员
工收入集中在6万元至12万元，2017年集中在12万元以
上。也就是说，2015年员工收入较低的企业占比较高，
2017 年员工收入较高的企业占比较高。员工收入增加
从侧面说明企业经营状况稳定，发展前景良好。与2015
年相比，2017 年样本企业市场占有率有所变化，本地市
场有所扩大，从35%扩大到40%，国内其他地区市场和国
际市场有微小变化，港澳台地区市场缩小8%。从以上变
化可以看出，样本企业产品或服务有本地化趋势，企业应
该扩大市场范围，开拓新的领域，走向新的天地。

整合能力反映了创业企业对内外部资源的综合利用
能力，报告从合作能力方面衡量，样本企业合作能力大大
提高。2015 年企业合作供应商数量增加较少的企业占
比较多，2017年企业合作供应商数量增加较多的企业占
比较多，因而2017年企业合作能力比2015年有所提高。

企业融资能力是指在一定经济金融条件下，企业可
能融通资金的规模大小。样本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提
高，但在可控制范围内。2015年企业资产负债率较低的
企业占比较高，2017年企业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占比较
高，说明企业融资能力有所提高。具体来看，2015年资
产负债率低于 20%的企业占比达 62.19%，2017 年只有
25.32%，2017年比2015年降低36.87个百分点；2015年
资产负债率在20%至50%之间的企业占比11.44%，2017
年是 15.71%，2017 年比 2015 年高 4.27 个百分点；2015
年资产负债率在50%至100%之间的企业占比21.54%，
2017年是54.08%，2017年比2015年高32.54个百分点；
2015 年资产负债率在 100%以上的企业占比 4.83%，
2017 年是 4.89%，两者接近。综上所述，2017 年企业平
均资产负债率高于2015年。

调查发现，初创企业表现出较强的盈利潜力。样本
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迅速提升。2015 年销售收入未实
现增长的企业比重是36.42%，2017年只有14.1%；2015
年销售收入增长率较低的企业占比较高，2017年销售收
入增长率较高的企业占比较高，2017年销售收入平均增
长率高于2015年。这反映出样本企业发展势头旺盛，产

品能迅速占领市场，发展前景良好。此外，样本企业利润
总额增长率提高较快，表现出了巨大发展潜力。

信息行业经营良好

近年来，信息领域创业热度不断升高，成为当前国际
技术竞争的重点领域，本次调查重点分析了信息技术行
业情况。调查发现，总体上企业经营不满意度有所下降，
满意度则有所上升，反映出信息技术创业企业这两年间
经营状况普遍较好。

一是信息技术行业企业资产规模整体增加。2016
年企业资产规模主要集中于 50 万元至 300 万元区间，
2018 年则主要集中于 300 万元至 1000 万元区间。同
时，信息技术行业企业员工规模整体有所增加，目前信息
技术领域企业规模普遍在20 人至100 人之间。由此看
出，2016年至2018年间，信息技术行业生态良好，企业资
产普遍增加，企业规模普遍壮大。

二是信息技术行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增加。从资
产负债率情况来看，2016年企业资产负债率占比集中在
20%以下，2018 年企业资产负债率占比集中在 50%至
100%区间，这表明目前信息技术创业企业财务风险相对
较高，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作为创新创业金融服务的重
要手段和主要途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在信息技术
行业发展未来可期。这一模式在欧美国家已经十分普
遍，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
信息技术行业企业第二轮融资中，知识产权质押投融资
比重为10.81%，2018年为11.8%，上涨了0.99个百分点；
2016 年信息技术行业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平均金额

为53.06万元，2018年为265.66万元，增长超过4倍。

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在创新投入方面，在两期跟踪调查的1801家企业样
本中，无论研发人员还是研发经费均实现较快提升。
2017年研发人员平均比例高于2015年。2015年研发人
员比例在1%以下的企业占比25.67%，2017年为零；2015
年研发人员比例在10%至50%之间的企业占比23.44%，
2017年为71.68%，2017年比2015年高48.24个百分点。

同时，样本企业人均科技经费也提高较快。2017年
科技经费总额是 2015 年的两倍多，因此 2017 年人均科
技经费比2015年提高较快，企业在科技投入方面有较大
程度提高，这也说明初创企业重视研发投入。

在创新效益方面，样本企业创新发展的各项指标显
示，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创新能力强，发展前景良
好。创新效益反映企业知识产出的水平和创新收益。样
本企业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所提高。2015 年样本企
业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为 0.39 万元，2017 年提高到
11.45万元，2017年是2015年的29.36倍，这不仅显示样
本企业经济效益增加，也说明企业市场地位得以巩固和
加强。同时，样本企业知识产权数量增长迅速。2015年
样本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总量为 11778 件，经过 2 年的发
展，2017年上升到18019件。样本企业每千人知识产权
拥有量也从2015年的43件提高到2017年的140件，提
高了2倍多。企业拥有知识产权越多，说明企业核心竞
争力和创新能力越强。此外，样本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也
有所提高。2015年样本企业拥有发明专利总量为3404

件，经过2年的发展，2017年达4563件。2015年样本企
业平均每千人拥有发明专利数为12件，2017年达35件，
提高了23件，说明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有较大程度提高。

样本企业发展潜力各项指标显示，企业发展潜力提
高幅度较大，尤其是创新潜力强，发展前景良好。研发潜
力反映企业研究发展的潜在能力，也就是持续开展科学
研究的能力，反映创新能力的程度，用新产品销售收入增
长率、研发经费增长率、技术引进费用增长率、技术改造
费用增长率表示。样本企业研发经费增长率迅速提高。
样本企业 2015 年研发经费平均增长率为 16.68%，2017
年达86.51%，提高了69.83个百分点，研发经费增长迅速
说明样本企业有能力和实力持续研发，自主创新能力
强。同时，与2015年相比，2017年样本企业技术引进、技
术改造费用平均增长率分别提高了 27.22 个百分点和
6.44个百分点，虽然没有研发经费增长幅度高，但样本企
业在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方面投入力度也较大，说明企
业对拥有技术比较重视，希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发展环境是企业得以生存、成长、发展的基础，企业
要通过与环境的交互行为来实现自我发展，发展环境的
优劣对企业成长具有直接决定作用。企业发展环境主要
包括市场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两个方面。

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行业发展程
度两个指标。样本企业所处地区的基础设施虽然总体上
不完善，但已有所提高。从总体情况看，2015年和2017
年样本企业平均评分分别为59分和65分，11个行业在
当地的发展均未成熟，样本企业还有较大成长空间。
2015年评分低的企业占比较高，2017年评分高的企业占
比较高，因此2017年基础设施评分高于2015年，说明基
础设施有所改善。2015年基础设施评分低于50分的企
业有 334 个，占比 18.55%；2017 年只有 191 个，占比
10.61%。2015年基础设施评分高于50分的企业有656
个，占比 36.42%；2017 年有 1265 个，占比 70.24%，2017
年比2015年高33.82个百分点。

从整体来看，样本企业所处行业发展程度虽有所提
高，但未来仍有较大成长空间。2015年行业成熟度评分
低于50分的企业有554家，占比30.76%；2017年有332
家，占比 18.43%，2017 年比 2015 年降低 12.33 个百分
点。2015 年行业成熟度评分高于 50 分的企业有 1234
家，占比 68.52%；2017 年有 1251 家，占比 69.46%，与
2015年接近。

制度环境是指与创业有关的产权保护政策、地方创
新优惠政策、地方创业优惠政策等，是影响微观主体经济
决策的重要因素。从发展环境涉及的基础设施完善、行
业发展程度、产权保护、地方创新优惠政策、地方创业优
惠政策等5个指标来看，2015年没有1个指标得分超过
60分；即使经过2年的发展，5个指标的得分情况仍然不
尽如人意，没有1个指标得分超过80分，说明企业所处环
境需要大力改善。产权保护是发展环境中得分最高的一
个指标，也是提高较快的指标。2017年有更多企业认为
产权和合约受到保护的可能性更大，高于2015年。地方
创新优惠政策力度不足，是发展环境5个指标中提高分
值最小的一个指标，也是2017年得分最低的一个指标。
2015年只有338家样本企业获得国家或地方科技资源开
放共享服务，占样本企业的 18.77%；2017 年达到 1008
家，占样本企业的55.97%。虽然有更多企业获得了国家
或地方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服务，但服务效果并不理想，
2015年和2017年的平均得分差距不大。

地方创业优惠政策提高程度较大，是发展环境 5 个
指标中提高分值最大的一个指标，但力度依然不足。
2017年得分高的企业比重远远高于2015年，2015年和
2017年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得分高于50分的企业占比分
别是 16.09%和 63.59%，2017 年比 2015 年高 47.5 个百
分点。

为进一步促进创新创业发展，2018年9月份我国出
台了《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
的意见》。随着打造“双创”升级版等一系列措施落地，未
来创新创业发展环境有望进一步改善。

创新创业型企业是我国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的重要主体，随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向纵深推进，大批创业型企
业纷纷设立。截至2018年底，全国企业
主体达3474.2万户，其中新增企业670万
户，平均每天新增企业 1.83 万户。2016
年和2018年两轮面向全国创业企业的跟
踪调查发现，我国创业型企业发展水平
不断提高，尤其是信息技术企业经营较
好。同时，样本企业销售收入增长迅
速。从总体看，2017年企业平均销售收
入高于2015年。具体来看，2015年销售
收入超过 2000 万元的企业占比 4.39%，
2017 年为 16.89%，2017 年比 2015 年高
12.5 个百分点；2015 年销售收入低于 50
万 元 的 企 业 占 比 23.04% ， 2017 年 为
8.11%，2017 年比 2015 年降低 14.93 个百
分点。这反映出企业市场前景良好，发
展潜力很大，未来盈利可期。同时，企

业表现出良好的创新能力与成长潜力，
企业发展潜力提高幅度较大，尤其是表
现出较强的创新潜力。

创新创业型企业的良好发展得益于
以下三方面因素。

第一，经济整体增长平稳，为创新
创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本面。国内经
济运行稳中有进，国际贸易稳中向好，
为创新创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与市场空间。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到，企
业经营绩效良好，销售收入稳定增长，
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出口样本企业合作
能力大为提高，2017年比2015年提高16
个百分点。

第二，高科技企业成为创新创业发
展主力军。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新
动能持续集聚、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带
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2018年制造业增
加值比上年增长6.5%，尤其是高技术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
加 值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11.7% 、 8.9% 和
8.1%，分别快于工业整体 5.5 个、2.7 个
和 1.9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智能电
视、锂离子电池和集成电路等代表消费
升级和产业升级的新兴工业产品产量增
长较快，创业创新较为活跃的领域也集
中在这些高技术产业。近年来，信息领
域创业热度不断升高，成为当前国际技
术竞争的重点领域，通过对信息技术行
业的重点分析，整体上企业经营满意度
有所上升，信息技术创业企业这两年间
经营状况普遍较好。

第三，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深化，企
业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降成本取得积极
成效，为创新创业注入了巨大动力。
2018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入推
进，企业成本继续降低。2018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

成本和费用合计为92.58元，比上年降低
0.18 元。其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
本为 83.88 元，降低 0.2 元。经营成本降
低，带来了企业生产率大幅提升。

但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相
比，我国企业创新创业质量仍有待提
升，具有高技术密集型特征的创新型创
业活动比例依然偏低，与日益高涨的创
业热潮形成了剧烈反差。同时，创业创
新环境仍有待优化，在发展环境涉及的
基础设施、行业发展程度、产权保护、
地方优惠政策等方面，均有较大提升改
善空间。随着打造“双创”升级版等一
系列措施落地，“双创”活动向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发展，其在创
新引领发展中的重要引擎作用将得以真
正发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
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