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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提出的战略目标。为了监测和评价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国科

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从2006年起开展了国家创新指数的研究工作。在科技部领导，

有关司局、事业单位和各界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下，《国家创新指数报告》自2011

年以来已经发布了6期。《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是该系列报告的第7期。

根据《建立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工作方案》和《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实施办法》，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系列报告之一，是国家层面创新能力评价

报告。《国家创新指数报告》借鉴了国内外关于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评价等方面的理论

与方法，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5个方面构建了国

家创新指数的指标体系。本报告继承了上期的指标体系结构，即国家创新指数由5个

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组成。20个定量指标突出创新规模、质量、效率和国际竞争

能力，同时兼顾大国小国的平衡；10个定性调查指标反映创新环境。

本报告继续选用了40个科技创新活动活跃的国家（其R&D经费投入之和占全球总

量95%以上）作为研究对象；继续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标杆分析法测算国家创新指数；

所用数据均来自各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数据库和出版物，具有国际可比性和权威性。

报告以最新统计调查数据为基础（正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均为2015年数据），测算了



40个国家的创新指数，并与上一本报告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当今世界，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培育和积累，

而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少和自然资源的贫富。面对未来科技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演

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世界各国都在增加科技创新资源投入，力图增强自己的创新能

力。在全球竞争背景下，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国际排名上升至第17位，指数得分继续增

长，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

2016年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正式发布，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

角已经吹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国家综合创新能力评价带来新的机遇

与挑战，需要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我们衷心希望通过国家创新指数年度系列报告，

为社会提供一个认识和评价中国创新发展状况的窗口；汲取各个方面专家学者的宝贵

意见，不断完善国家创新指数，共同见证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

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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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主要指标看中国的进步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资源投入

不断增加。R&D经费总额已居世界第2位；R&D人员总量长期居世界第1位。

知识创造能力稳步提升。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第2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

量保持世界第1位；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第1位。科技对

经济发展贡献日益显著。科技进步贡献率稳步提升，已达到55.3%；R&D经

费投入强度达到2.06%，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知识密集型产业

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从主要指标看中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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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资源投

入、科技活动产出、科技进步贡献、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等方面保持良好态势，科技

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创新资源投入持续增加

丰富的创新资源是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作为创新

资源的核心要素，其储备情况直接关系到一国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近年来，中国在

R&D经费和R&D人员方面保持较高投入水平，取得显著成效。

1. R&D经费总量继续居世界第2位

全球（指本研究关注的40个国家，下同）R&D经费总规模已达到1.45万亿美元，

比上一年度下降2.0%a。全球R&D经费主要分布在3个地区，北美洲、亚洲和欧洲b，

呈三足鼎立之势（图1-1）。其中，北美洲R&D经费占全球的份额为37.0%，较2000

年下降7.0个百分点；亚洲R&D经费占全球的份额为32.6%，较2000年提升5.3个百分

点；欧洲R&D经费占全球的份额为25.6%，较2000年小幅下降0.7个百分点。

R&D经费世界排名前3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和日本。中国R&D经费为

2275.4亿美元，继续居世界第2位，占全球份额为15.6%，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图1-2）。美国R&D经费继续保持绝对的领先地位，占全球总量34.6%，是中国

的2.2倍。日本R&D经费为1440.5亿美元，占全球总量9.9%，比上年减少208.8亿 

美元。

随着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全球R&D经费高度聚集于发达国家的

情况有所转变，集中度明显下降。G7国家R&D经费总和占全球R&D经费总量的比重

a　本部分增速均按不变价计算。

b　亚洲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以色列、土耳其；欧洲国家：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
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意大利、卢
森堡、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北美洲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国家：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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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1.8%，与2000年相比下降21.2个百分点。相比而言，金砖国家R&D经费保持增长

态势，占全球份额从2000年的3.8%提高到2015年的20.0%。

图1-1  GDP、R&D人员、R&D经费、SCI论文与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世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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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部分国家R&D经费占世界份额

2. R&D经费增速领跑全球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R&D经费总体呈现增长态势。按不变价计算，2000—2015

年中国R&D经费年均增速为15.9%，居世界首位，大幅领先其他国家。以韩国、印

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6%、7.2%，明显高于美国（2.2%）、日本

（1.7%）、英国（2.0%）等G7国家（图1-3）。

受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2010年以来芬兰、西班牙、希腊等国

R&D经费增速放缓，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日本、美国等国已经逐步走出金融危机

的阴霾，R&D经费投入重回上升通道。从近期表现来看，美国、英国等国R&D经费增

速持续回升，日本、印度等国的R&D经费增速放缓，2015年出现负增长。受国际和国内

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R&D经费增速也出现下降趋势，但相比而言仍保持较高水平。

图1-3  部分国家R&D经费增速（按不变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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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D人员总量长期居世界首位

全球R&D人员达到1208.7万人年，较2000年增长67.5%。全球R&D人员主要分布

在亚洲和欧洲，分别占全球总量的47.2%、30.9%。2000年以来，除芬兰、日本、罗

马尼亚、俄罗斯等国外，其他国家R&D人员总量呈现增长态势，尤其是以中国和韩国

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其年均增速分别达到9.8%、8.1%，明显高于全球R&D人员3.5%

的年均增速。

中国R&D人员总量为375.9万人年，占全球R&D人员总量的31.1%，2007年以来

连续9年居世界首位；日本、俄罗斯作为科技人力资源大国，R&D人员总量均在80万

人年以上，但占全球份额持续下降，分别为7.2%和6.9%。

随着新兴经济体R&D活动的日益活跃，全球R&D人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分布状况有了较大改变。2000年全球R&D人员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G7国家R&D

人员总量占全球比重为50.4%，金砖国家R&D人员总量占全球比重仅为32.5%。2015

年，G7国家R&D人员总量占全球比重已经下降到38.1%，而金砖国家R&D人员总量

占全球比重有了大幅提高，超越G7国家的比重，达到43.8%。

（二）知识产出能力显著增强

知识产出能力是创新活动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集中反映了一国原始创

新能力、创新活跃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国际科技论文和发明专利申请及授权情况是

反映知识产出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国际科技论文和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稳步提

高，知识产出能力显著增强。

1. 国际科技论文影响力稳步提高c

全球SCI论文数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达到195.2万篇，是2000年的2.5倍。全球

SCI论文数量排名前3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和英国。美国SCI论文数量达到42.3

万篇，占全球总量的21.7%，继续居世界首位。中国SCI论文数量为28.1万篇，占到全

c　数据来源于汤森路透，统计口径为全作者，文献类型为Article、Review两种，中国不包括港、澳地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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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总量的14.4%，连续8年居世界第2位，是第3位英国SCI论文数量的2倍。

2000年以来，世界各国SCI论文数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中国、韩国、巴西、

印度等新兴国家SCI论文增速要明显快于发达国家。2000-2015年，中国SCI论文

数量年均增速达到16.1%，大幅领先其他国家；韩国（10.1%）、巴西（9.6%）、

印度（9.0%）等新兴国家SCI论文年均增速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6.2%）；美国

（3.1%）、德国（3.2%）、英国（3.5%）和日本（0.4%）等发达国家增速较低，其

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也呈现下降态势（图1-4）。

图1-4  部分国家SCI论文总量占世界比重

《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中国SCI论文不仅保持了数量的增长，质量方面也

有较大提高。2015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被引证次数d为60.0万次，占全球比重达到

19.9%，与2005年相比提高了15.2个百分点，世界排名从第8位提高到第2位。同期，

美国SCI论文被引证次数排名保持世界首位，但占全球比重下降了9.9个百分点；英国

SCI论文被引证次数由世界第2位下降到第3位，占全球比重基本持平。

2.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稳居世界前列

全球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美国和韩国，这4个

国家累计占全球总量的比重约为90%。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96.8万件，占

世界总量的52.1%，继续居世界首位；美国和日本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居世界

d　2015年论文被引证次数是指2015年发表论文截止到检索日期的被引次数；本研究的检索日期为2015年12
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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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位和第3位，占世界总量的15.5%和13.9%。中国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26.3万

件，占世界总量的37.5%，首次超越日本，居世界首位；日本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

居第2位，占世界总量的20.9%；美国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居第3位，占世界总量的

20.1%。

2000年以来，全球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增速在波动中下降，部分国家发明专

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出现负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表现

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7.5%和28.4%。2000-2015年全球国内发明

专利申请量、授权量的增量中，中国的贡献分别达到90.0%和61.8%。作为专利强国

的日本，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逐年下降，2015年较2000年下降32.6%；国内发明专利

授权量在2013年以前保持增长态势，此后连续两年下降，2015年为14.7万件，占全球

比重20.9%，居世界第2位。韩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在2008-2009年出现短暂的下降

后，重回上升轨道，2015年为16.7万件，占全球比重为9.0%；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在

保持连续6年上升后，2015年出现明显下降，较上年减少21.6%（图1-5）。

图1-5　主要国家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三）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和稳步增长，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济总

量已经跃居世界第2位。经济的稳定发展保证了研发资源的持续投入，科技创新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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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也日益增强，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科技进步贡献率稳步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已经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八届

五中全会把创新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突出强调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

作用。科技进步贡献率是反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指标，能够有效衡量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效果和经济发展质量。2016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被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同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发布，明

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的发展目标。《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2016》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e稳步提升，2015年达到55.3%，比

2003年提高15.6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在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科技创新

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R&D经费投入强度不断增加

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比例）是反映科技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

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是

创新活动开展的基本保障，主要发达国家均把提高R&D经费投入强度作为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6%，尽管与韩

国（4.23%）、以色列（4.25%）等国还有较大差距，但已经超越欧盟28国总体水平

（1.95%）。从省市情况来看，中国已经有8个省市R&D经费投入强度突破2%，其中

北京高达6.01%，上海达到3.73%。相关研究表明，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从1.0%提

高到2.0%经过了13年的时间，历时基本与日本持平，虽慢于美国（7年），但快于澳

大利亚（22年）、奥地利（20年）、丹麦（17年）等发达国家。中国R&D经费投入强

度的快速跃升，标志着中国的投资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科技创新已逐步成为经济

发展的关键助推器。

e　2015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根据2010—2015年相关数据测算的5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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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知识、科技、教育等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知识密集型产业以高技术设备和高知识素质人才聚集为特征，反映了产业

结构的内在转型与升级。根据OECD的定义，知识密集型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和知识

密集型服务业。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主导产业，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已达14万亿元，占制造业

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14.1%，较上年增加1.1个百分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

出口的比重为25.8%，较上年增加0.4个百分点。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产业发展

价值链中的重要部分，也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2014年，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

值占GDP的比重为11.1%，较去年略有上升；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世界比

重为10.4%，保持连年增长态势，较2000年提高7.6个百分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持续

稳步发展，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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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创新在世界中的位置

美日欧引领全球创新的格局基本稳定，发展中国家创新指数排名整体落

后，进步缓慢。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第17位，比上年提升1位。中国创新资源投

入持续增加，创新能力发展水平大幅超越了其经济发展阶段，遥遥领先于世

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突出表现在知识产出效率和质量快速提升、企业创新能

力稳步增强等方面。相比美日韩，中国创新指数得分还相对较低，但差距在

缩小。随着创新资源的持续投入和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创新

效率将进一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将向创新型国家行列稳步迈进。

中国创新在世界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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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发和创新成为世界各国调整经济结构，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战

略。在世界经济增长依然低位徘徊的情况下，全球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成果保持稳定

增长态势，发达国家的研发活动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以中国为首的新

兴经济体技术快速追赶，创新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从国家创新指数得分和排名看，

中国的创新发展成效显著，不断向创新型国家行列迈进。

（一）美日欧引领全球创新的格局依然稳定

国家创新指数是反映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竞争力的综合指数。本报告选取

了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40个国家，分布全球六大洲。测算结果表明：当前世界创新格

局依然较为稳定。

对国家创新指数历年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40个国家可划分为3个集

团，综合指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主要为欧美发达经济体，均为公认的创新型国家。

第16位～第30位为其他发达国家和少数新兴经济体，属于第二集团，面临的竞争最为

激烈，中国处于这一集团靠前位置；第30位以后多为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集团（图

2-1）。与上年相比，40个国家排名总体稳定，分属于3个集团的国家，仅有集团内部

排位的小幅变化，没有排名跨集团变动的国家。

具体来看，国家创新能力第一集团包括：美洲1席，为美国；亚洲4席，为日本、

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欧洲占据10席，为瑞士、丹麦、瑞典、德国、荷兰、英国、

芬兰、法国、奥地利和挪威。美国凭借其雄厚的创新资源和显著的创新绩效，在国家

创新指数排名中继续占据首位。亚洲国家中，日本和韩国依托其突出的企业创新表现

和知识创造能力，分居第2位和第4位；以色列虽然知识创造排名下降，但依然凭借高

强度的创新资源投入和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的改善，排名

第13位，比上年上升1位；新加坡创新绩效创新环境表现优异，分别排名第6位和第1

位，综合排名第9位，比上年上升1位。欧洲地区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

一，瑞士的企业创新排名提升1位，综合指数排名仍保持在第3位；北欧国家丹麦、瑞

典继续保持创新强势，分列第5位和第6位；此外，荷兰排名上升1位，排在第8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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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英国分别排名第7位和第10位，比上年分别下降了1位和2位。比较中国与上述创

新型国家的创新指数得分和排名发现，中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图2-1  全球创新能力分布情况

（二）中国创新能力大幅超越经济发展阶段

中国综合创新能力国际排名超越比利时，居第17位，比上年提高1位，已处于国

际中上游的位置，是唯一进入前20位的发展中国家。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比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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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人均GDP达到8028美元，在40个国家中仅高于印度和南非。但是，中国创新

指数得分已接近人均GDP在5万美元左右的欧洲国家（图2-2）。也就是说，中国创新

能力大幅超越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图2-2  各国人均GDP与国家创新指数

国家创新指数得分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从图2-2可以看到，各国创新

指数排名与人均GDP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其创新指

数得分也相对较高。多数国家落在图2-2中两条虚线所夹的长条地带内，这是国家正

常发展的通道。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出现在这个通道的上方，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

中国。这些国家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即政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创新战略在国家发展

中的作用。美国实行确保在全球科技领域全面领先的战略，日本则更加重视技术立国

和知识产权立国的发展战略，韩国实行扶持大企业集团在特定领域重点突破和培养其

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与之相反的是卢森堡，虽然人均GDP排名居世界前列，但是其经

济增长方式更多地依靠钢铁、化工等资源产业，以及金融和广播传媒等服务业，导致

其创新指数得分国际排位落后于其人均GDP，因此位于通道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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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普遍采用人均GDP作为划分世界各个国

家发展阶段的主要指标。分析40个国家的人均GDP数值发现，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

国家有巴西、罗马尼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5个国家（表2-1）。对比中国和这

5个国家的创新表现可以看出，中国虽然人均GDP略低于5国水平，但是这5个国家无

论是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还是创新产出绩效，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综合排名全部处

于第三集团，且进步缓慢。中国是唯一一个R&D投入强度超过2%的国家，R&D经费

支出规模大约是5个国家总和的4倍，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约为5国总和的6倍，高技术

产品出口额约为5国总和的8倍，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位居第二集团的领先位置。这

充分体现了中国近年来依靠创新驱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成就。

表2-1 部分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创新指数比较

国家
人均GDP

（美元）

研发经费总额

（亿美元）

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

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件）

高技术产品出

口额

（亿美元）

国家创新指数

排名（位）

中国 8028 2275 2.06 921757 5543 17

巴西 8539 296 1.67 2882 88 39

罗马尼亚 8973 9 0.49 1228 35 34

墨西哥 9005 63 0.55 2794 458 37

俄罗斯 9093 150 1.13 147606 97 33

土耳其 9126 80 1.01 5782 23 30

（三）中国创新能力领先全球发展中国家

在参评的10个新兴经济体中，中国排名第17位，处于第二集团的领先位置，其他

发展中国家创新指数排名都居于第二集团末尾和第三集团靠后位置（表2-2）。与上年

相比，10国中只有中国的排名上升1位，俄罗斯排名下降1位，其他8个国家排名不变。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除中国外，金砖国家排名

均在30名之后。俄罗斯列第33位，处于第三集团中的领先位置。南非、印度和巴西在

40国中仍处于靠后的位置，分列第36位、第38位和第3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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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新兴经济体国家创新指数及变化

国家
创新指数2016—2017 创新指数2015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中国 17 69.8 18 68.6

匈牙利 29 52.2 29 53.1

土耳其 30 50.5 30 51.7

俄罗斯 33 49.7 32 49.3

罗马尼亚 34 46.3 34 47.7

南非 36 44.5 36 44.2

墨西哥 37 42.7 37 41.7

印度 38 40.7 38 40.1

巴西 39 38.9 39 38.7

阿根廷 40 38.6 40 38.7

中国的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4个一级指标在金砖国家中处

于优势地位（图2-3）。在知识创造方面，中国排名第8位，得分71.1分，超越了处

于第15位的南非7.3分。在企业创新方面，中国排名第11位，得分为57.8分，而处于

金砖国家中第2位的俄罗斯排名第22位，得分为41.3分，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创新绩效

方面，中国居第12位，得分为46.6分，领先排名第32位的巴西21.4分，中国相对优势明

显。创新环境方面，中国得分82.4分，比上年提高了1分，但排名下降1位至第20位，金砖

国家中排第2位的印度全球排名为第21位，得分为81分，中国较印度的优势有所缩小。

图2-3  金砖国家一级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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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5个一级指标中仅创新资源在金砖国家中处于第2位，仍落后于俄罗斯，但

分差继续缩小，从上年的3分缩小至1.7分。中国的研发人力投入强度、科技人力资源

培养水平及信息化水平等方面与俄罗斯还有差距。

总体看来，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中国进步最快，优势不断扩大。中国R&D经费

投入一直处于快速上升通道中，科研创新人员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已占有绝对优势，专

利、论文等科技产出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只要继续保持全社会创新资源快速增

长的态势，中国将逐步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支撑中国未来的跨越式

发展。

（四）中国创新能力提升潜力仍然较大

中国创新能力取得了显著进步。从图2-4看，中国国家创新指数从2000年的第38

位，逐渐上升到第17位，虽然位次变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整体向上趋势不

变。特别是2009年以来，没有过多地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显示出21世纪以来中

国综合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

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得分为69.8分，比上年提高了1.2分，超越比利时，与英国、

法国、以色列等排名第10位～第15位国家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上年落后0.8～4.1

分减小到0.3～2.6分。目前，中国与排在第16位的爱尔兰相比，总体得分仅存在0.2

分的微弱差距。因此，从国家创新指数得分及排位变化趋势看，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前

景比较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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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中国国家创新指数排名变化

中国创新指数5个一级指标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表2-3）。2005年以来，

表现相对最为突出的是知识创造，由于中国的论文、专利等科研知识产出快速增长，

带动中国知识创造排名迅速提升，从2005年的第37位跃居到2015年的第8位，排名提

升了29位，显示中国的科研实力在世界上已有重要的影响力。创新绩效排名提升了

17位，2015年排第12位，这得益于中国近年来知识产权成果的大幅增加和知识密集型

产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创新排名第11位，2005年以来提高了6位，反映了“十一五”

以来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创新环境排名整体

增强，排名从第27位升至第20位。创新资源排名提高最为迟缓，“十一五”期间，中

国创新资源排名第30位左右，2007—2008年排名最低至第33位，进入“十二五”后，

排名进入前30位，2014年排名升至第27位，但2015年又回落1位至第28位，这与中国

人口和经济规模有关，以人口和经济总量为分母的资源投入强度指标得分增长较为困

难，中国创新资源投入强度的提升还须付出长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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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中国国家创新指数一级指标排名

年份 创新资源 知识创造 企业创新 创新绩效 创新环境 国家创新指数排名

2005 31 37 17 29 27 25

2006 32 34 17 28 28 25

2007 33 34 14 28 27 22

2008 33 33 12 25 23 21

2009 31 32 18 24 16 22

2010 30 29 15 18 18 20

2011 30 24 15 14 19 20

2012 30 18 15 14 14 19

2013 29 19 13 11 13 19

2014 27 12 12 11 19 18

2015 28 8 11 12 20 17

相比美日韩等创新强国而言，中国由于基础薄弱、创新资源积累不足，创新指数

得分仍相对较低，未来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实力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中国

除创新环境外的4个一级指标，其得分还远远落后于指标值排第一（满分100）f的美

日韩三国（图2-5）。中国创新资源、企业创新和创新绩效3个一级指标得分在60分以

下，分别为57.4分、57.8分和46.6分，知识创造得分稍高，达到71.1分。比较上年得

分来看，中国只有创新绩效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下降了1.3分，创新资源、知识创

造和企业创新3个一级指标得分分别上升了2分、3.9分和1.2分，与排名第一的美日韩

差距缩小，创新环境上升了1分，与新加坡的差距缩小，创新环境进一步改善。中

国创新指数得分变化既表明了中国与一级指标排名第一的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显著

差距，也表明中国创新能力正处于较快提升的通道，与标杆国家的差距有望进一步

缩小。

f　采用标杆分析法计算，40个国家中指标值最大的国家得分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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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得分与排名第一国家的差距

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空间来源于创新效率的提升。目前中国创新的优势在于创新

规模巨大，未来发展的潜力主要在创新效率和质量的提升。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和发展

阶段的影响，涉及人均资源投入或产出的相对指标，如科技论文等知识产出的效率、

劳动生产率所反映的人员产出效率及单位能耗的经济产出所反映的能源产出效率，不

仅低于OECD国家，甚至低于巴西、南非等国。中国在这些体现创新效率和质量方面

的表现，指明了中国未来创新能力提升的方向。随着教育和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人口

大国的劳动力优势会向创新大国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优势转变，信息化红利和科技人力

资源红利所带来的创新效率的提升将助推中国创新能力的进一步跃升。

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空间来源于资源的持续投入。质变来源于量变的积累。中国

已经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近年来，中国R&D经费投入保持较快

速度增长，2013年R&D经费投入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R&D经费投入国，

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从2005年不到美国R&D经费投入总量的10%增加到2015年的

约57%。一年的R&D经费投入可能难以立竿见影地看到成果，但是只要中国在R&D经

费持续投入方面保持近年来的快速增长态势，相信未来这种长期投入的巨大潜在影响

会逐渐显现，中国创新能力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将逐步缩小，从而影响并改变世

界创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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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空间来源于创新规模优势。从全球创新发展的历史看，国家

创新规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创新发展的动力大小和趋势稳定程度，这对中国这样一个

大国来说仍然非常重要。中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

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已达到15.5%。规模庞大的经济总量既为创新活动提供了巨大

需求和财力支持，也为创新成果的商业应用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空间。

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空间来源于全面深化改革释放的创新活力。近年来，中国

政府系统推进体制改革，重大举措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央强力推动简政放权，发

布实施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制定《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

策的若干意见》，通过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等措施，

激励科研人员开展成果转移转化的热情。财政科技计划改革、科技项目经费管理、自

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的推广、科研基础设施向社会开放等方面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改

革措施，有力促进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政府各部门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

持，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等创新支持政策，全社

会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这些都有利于中国创新活力的释放。

总之，中国创新活动仍然处于较快发展阶段，中国需要保持R&D经费投入持续增

长，发挥国内市场的优势和潜力，更加注重创新成果的扩散和应用，深入贯彻落实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举措，不断提升全社会创新绩效和生产效率，以进一步深入推进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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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创新指数指标评价

中国创新资源分指数排名第28位，比上年下降1个位次。5个二级指标

中，同上年相比中国有4项指标的得分有所提高；有3项指标排名保持不变，

有2项指标排名出现下降。亚洲发达国家排名领先，韩国、以色列、日本和新

加坡处于第一集团。金砖国家的创新资源排名普遍落后。

中国知识创造分指数排名第8位，比上年大幅提升4个位次，在5个一级指

标中首次进入前10强行列。5个二级指标中，发明专利的产出水平和产出效

率已进入世界领先位置，每亿美元GDP的发明专利申请数连续6年居世界第2

位，每万名研究人员的发明专利授权数连续6年保持前5强的位置。半数亚洲

国家进入前10强，金砖国家排名两极分化。

中国企业创新分指数排名自2010年进入第一集团后稳步上升，如今已排

第11位。5个二级指标的排名相对均衡，有3项指标的位次有所提升，1项指标

的位次出现下降。三方专利数量占世界比重、综合技术自主率和企业R&D研

究人员占全社会R&D研究人员比重分别排名第5位、第6位和第7位。亚洲国

家表现突出，日本、韩国和以色列位居前5强。

中国创新绩效分指数排名第12位，较上年下降1个位次。5个二级指标

中，有4项指标的位次与上年完全相同，仅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

的排名下降3个位次。创新绩效指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与上年完全相同，仅仅

部分国家位次发生变化。

创新环境分指数国际排名小幅下降1个位次至第20位。10个二级指标中，

中国排名进入前10位的指标有4个，其他指标排名呈梯度分布，与上年相比有

升有降。金砖国家创新环境分指数排名整体靠后，俄罗斯排名下降4个位次。

国家创新指数指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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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资源投入小幅回落

创新资源涵盖了全社会对创新的投入力度、创新人才资源的储备状况及创新资源

配置结构，是一个国家持续开展创新活动的基本保障。创新资源分指数采用研究与发

展经费投入强度、研究与发展人力投入强度、科技人力资源培养水平、信息化发展水

平、研究与发展经费占世界比重5项二级指标，分别从人、财、物3个方面对国家创新

资源配置能力进行评价。

1. 中国排名下降1位，第一集团国家构成总体稳定

中国创新资源分指数排名第28位，比上年下降1个位次（图3-1）。从创新资源

指标的得分看，中国为57.4分，比上年提高2分。在表征创新资源的5个二级指标中，

同上年相比中国有4项指标的得分有所提高。其中，科技人力资源培养水平从上年的

25.5分提高到了35.8分，进步明显；信息化发展水平、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和研

发人力投入强度均有小幅提升，分别提高2.0分、0.7分和0.1分；只有研究与发展经

费占世界比重的得分从上年的46.4分减少到45.2分。

图3-1  中国创新资源分指数世界排名

创新资源分指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韩国、以色列、芬兰、丹麦、日

本、瑞典、奥地利、德国、瑞士、冰岛、挪威、荷兰、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与上年相

比，冰岛自上年被挤出前15强后再度进入创新资源强国行列，斯洛文尼亚则从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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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位小幅降至第17位。

2. 研发经费投入位居世界前列，研发人力投入仍在低位徘徊

从中国在5个二级指标方面的国际排名情况看，2015年有3项指标排名保持不变，

分别是研究与发展人力投入强度、信息化发展水平和研究与发展经费占世界比重；有

2项指标排名出现下降，其中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从上年第15位降至第17位，科

技人力资源培养水平从上年第34位降至第36位（图3-2）。

图3-2  中国创新资源分指数构成指标的世界排名演变

在国家创新指数包含的5个一级指标中，中国创新资源的国际排名明显落后于

其他4项指标，处于第二集团靠后位置。这主要缘于创新资源二级指标的发展极不均

衡。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十几年来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已稳定占据全球第二的位置。近

几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稳步上升到世界中上游水平。在人力投入方面，中国的科技

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总量已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研发人力

投入强度这两项指标的表现不佳，国际排名多年来一直处于落后位置，没有较明显的

转变。此外，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排名波动较大，且基本上在30位之后。可见，这几个

薄弱环节应成为中国提升创新资源投入水平的关注重点。



国家创新指数指标评价　25

3. 亚洲发达国家排名领先，金砖国家排名整体落后

在国家创新指数所涉及的6个亚洲国家中，2015年创新资源分指数排名与上年相

比变化不大。韩国、以色列、日本和新加坡处于创新资源分指数排名的第一集团，其

中前3个国家已进入世界前10位。中国位于第二集团领先位置。印度排在第39位，处

于第三集团的末端。从历史变化趋势看，2000年以来，中国和韩国呈显著上升趋势，

分别从第38位和第10位提升到第28位和第2位；新加坡的创新资源分指数排名有所下

滑，从第8位降至第14位，下降6个位次。日本、以色列和印度自2000年以来排名变化

不明显。

金砖国家在创新资源投入方面普遍落后，均处于4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靠后的位

置。俄罗斯创新资源排名从上年第23位降至第27位；巴西排名与上年相同，在第36

位；印度排名比上年下降1位至第39位；而南非从2011年起已连续5年排名第40位。

（二）知识创造水平进步显著

知识创造和应用水平是国家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研产出能

力和科技整体实力。本报告知识创造分指数选择了学术部门百万研究与发展经费的科

学论文引证数、万名研究人员科技论文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亿美元GDP的发明专利申请数、万名研究人员的发明专利授权数5个二级指标，用来

评价国家知识创造和应用水平。

1. 中国排名继续大幅提升，前八强国家基本稳定

中国知识创造分指数排名第8位，比上年大幅提升4个位次，在5个一级指标中首

次进入前10强行列（图3-3）。知识创造分指数得分从上年的67.2分提高到71.1分。

与上年相比，5个二级指标中，3个指标排名上升，学术部门百万研究与发展经费的科

学论文引证数排名提升3位至第30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万名

研究人员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均提高1位，分别排名第32位、第3位。万名科学研究人员

的科技论文数和亿美元GDP的发明专利申请数排名不变，分别为第37位和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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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中国知识创造分指数世界排名

知识创造排名前15位的国家依次为韩国、瑞士、日本、美国、新西兰、英国、荷

兰、中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匈牙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和南非。除了

排名前3位的国家与2014年的位次完全相同，其他国家的位次都有所变化。爱尔兰和

新加坡被挤出前15位，取而代之的是斯洛文尼亚和南非。40个国家中，爱尔兰的排名

变化较大，从上年的第5位下降到了第18位。

2. 发明专利产出世界领先，论文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

从中国5个二级指标国际排名的表现看，发明专利的产出水平和产出效率已进入

世界领先位置。每亿美元GDP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已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2位，每万名研

究人员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也连续6年保持前5强的位置（图3-4）。

在科技论文指标方面，近几年，中国的国际论文产出总量和论文的引证数都稳

居世界前列，高被引论文的表现也很突出，反映出中国的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正在不断

增强。而从知识创造分指数所使用的两项反映论文产出效率的指标看，排名都比较落

后，表明中国的国际论文产出效率和整体影响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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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中国知识创造分指数构成指标的世界排名演变

3. 半数亚洲国家进入前10强，金砖国家排名两极分化

韩国和日本知识创造分指数排名继续保持领先，分列第1位和第3位；新加坡的排

名下降1位，列第16位；印度和以色列处于第三集团，分别位居第33位和第38位。以

色列的排名继续下降，主要是由于除了学术部门百万研发经费的科学论文引证数排第

10位外，其他4项二级指标的排名均在20位之后，其中万名科学研究人员的科技论文

数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两项指标的排名分别为第35位和第37位。

从历史变化趋势来看，自2000年以来，中国提升速度最快，从2000年的第39位提升到

2015年的第8位，提升了31个位次。

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和南非自2011年以来知识创造指数排名提升明显，排名远超

其他几个金砖国家，南非2015年迈入了第一集团。而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知识创造

全球排名多年来始终处于全球40个国家中的后10位。

（三）企业创新稳步提升

企业是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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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水平。本报告主要从国家

角度测度企业的创新活动，采用了三方专利数量占世界比重、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与

增加值之比、每万名企业研究人员拥有PCT专利申请数、综合技术自主率、企业R&D

研究人员占全部R&D研究人员比重5项指标。

1. 中国排名稳步提升，第一集团国家保持稳定

中国的企业创新分指数排名继续提升1位至第11位（图3-5）。在表征企业创新的

5个二级指标中，同上年相比，中国有2项指标的得分实现提升，分别是三方专利数占

世界比重和综合技术自主率；另3项指标得分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企业R&D研

究人员占全社会R&D研究人员比重得分下降较明显，从76.2分下降到了70.5分。

图3-5  中国企业创新分指数世界排名

企业创新分指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以色列、法国、德

国、瑞典、瑞士、奥地利、芬兰、中国、丹麦、卢森堡、斯洛文尼亚和荷兰。这15个

国家与上年完全相同，只是部分国家的位次发生变化。法国、瑞士、奥地利、中国和

卢森堡的排名较上年均提升1位，芬兰的排名下降2个位次，德国、丹麦和斯洛文尼亚

下降1个位次。

企业创新能力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存在高度的关联性。2014—2015年，企业创新

分指数排名前15的国家中，有12个国家进入了国家创新指数前15名。



国家创新指数指标评价　29

2. 二级指标排名表现良好，PCT申请的产出效率有待提升

从中国5个二级指标国际排名的表现看，2015年有3项指标的位次有所提升，1项

指标的位次出现下降。三方专利数量占世界比重、综合技术自主率和企业R&D研究

人员占全社会R&D研究人员比重分别排名第5位、第6位和第7位，分别比上年提高

1个位次、3个位次和1个位次。企业研发经费与增加值之比排第16位，较上年下降

1个位次。万名企业研究人员拥有PCT申请数的国际排名与上年相同，继续保持在第 

27位。

中国的企业创新分指数表现良好，自2010年进入第一集团后排名稳步上升。5个

二级指标的排名相对均衡。除万名企业研究人员拥有PCT申请数的排名在第二集团，

另4项指标均处于第一集团的中间位置。在PCT国际申请方面，中国的PCT申请总量

已连续3年居世界第3位。而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PCT申请的产出效率还落后于多数

发达国家。因此，提升PCT国际申请水平应成为今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着力点。

3. 亚洲国家表现突出，日本二级指标均居前5位

从企业创新分指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分布看，亚洲国家表现最好。日本、韩国和

以色列不仅总体排名分列第1位、第3位和第4位，而且在5项二级指标的表现上也很突

出。日本是唯一一个在5项二级指标排名上均进入前5位的国家。韩国有4项二级指标

排名进入前10位，其中3项指标进入前5位。以色列有2项二级指标排名居首位。中国

有3项二级指标进入前10位。

企业创新分指数前15强中表现好的国家还有美国、瑞典、德国、法国和荷兰。美

国有4项二级指标进入前10位，其他4国均有3项二级指标排名进入前10位。前15强之

外的国家中，二级指标表现不俗的国家是意大利，有3项二级指标排名进入前10位。

（四）创新绩效稳中有降

创新绩效是一个国家开展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成果和影响的集中表现。创新绩效分

指数采用了劳动生产率、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占世界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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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5项指标，

来测度和评价创新活动的产出水平，以及创新活动对经济的贡献。

1. 中国排名下降1位，第一集团国家保持稳定

中国创新绩效分指数排名第12位，较上年下降1个位次（图3-6）。在表征创新绩

效的5个二级指标中，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两项指标的得分

分别较上年提高2.6分和0.1分；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占世界比重和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

造业出口的比重两项指标的得分分别下降了1.6分和5.1分；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世界比重的得分与上年持平。

图3-6  中国创新绩效分指数世界排名

创新绩效指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瑞士、日本、爱尔兰、挪威、新加

坡、英国、丹麦、法国、卢森堡、韩国、中国、澳大利亚、德国和瑞典，与上年完全

相同，仅部分国家位次发生变化。其中，韩国的上升幅度最大，从上年的第15位升至

第11位，爱尔兰上升2个位次至第4位。

2. 二级指标排名两极分化，转变发展方式面临较大压力

从中国5个二级指标国际排名的表现看，有4项指标的位次与上年完全相同，仅高技

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的排名继续下降，从上年第3位降至第6位（表3-1）。

尽管中国的创新绩效分指数排名即将跨入前10强行列，但从二级指标的表现看，

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没有扭转的迹象。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单位能源消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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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出这两项指标的数值虽然逐年在提高，但提升幅度不明显，国际排名一直在

后5名徘徊。另三项指标的表现突出，基本上一直处于第一集团。而且，2009—2014

年，三项指标排名稳居在前5名位置。这表明，中国的创新绩效依然主要依靠高技术

产业产出规模和技术产出总量的拉动，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方面仍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表3-1 中国创新绩效分指数构成指标的世界排名演变

年份 劳动生产率
单位能源消耗的

经济产出

有效发明专利数

量占世界比重

高技术产业出口占

制造业出口的比重

知识密集型产业增

加值占世界比重

2000 39 38 — 16 6

2001 39 36 — 13 6

2002 39 37 — 10 6

2003 39 39 — 6 7

2004 39 39 — 6 6

2005 39 39 6 6 6

2006 39 40 6 6 6

2007 39 40 5 6 5

2008 39 38 4 6 3

2009 39 37 4 4 3

2010 39 37 4 3 3

2011 39 37 4 2 2

2012 39 36 4 2 2

2013 39 36 4 2 2

2014 39 36 3 3 2

2015 39 36 3 6 2

3. 前10强国家二级指标发展均衡，金砖国家中中国一枝独秀

创新绩效分指数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在二级指标的表现上都比较均衡。英国和瑞

士的表现最好，均有4项指标排名进入了前10位。美国、法国、中国和爱尔兰分别有

3项指标排名进入前10位。丹麦、日本和卢森堡均有2项指标排名进入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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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中，除中国外，其他4个国家的排名比较落后，巴西、俄罗斯、南非和

印度分列第32位、第35位、第39位和第40位。从二级指标看，俄罗斯在有效发明专利

数量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两项指标上进入第一集团，巴西和印度也在

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排名上进入第一集团。

（五）创新环境有待完善

创新环境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创新环境分指数选取如下10

个二级指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政府规章对企业负担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当地研

究与培训专业服务状况、反垄断政策效果、员工收入与效率挂钩程度、企业创新项目

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难易程度、产业集群发展状况、企业与大学研发协作程度及政

府采购对技术创新影响。这些指标及数据全部引自世界经济论坛历年《全球竞争力 

报告》。

1. 中国排名下降1位，第一集团国家排名变动明显

中国创新环境分指数国际排名继续下滑，从上年第19位降至第20位（图3-7）。

2005年以来，创新环境分指数整体上处于波动状态。2005—2009年，指数在小幅波动

后一路走高，2009年上升至第16位，随后2年小幅下降至第19位，2013年上升至第13

位，2015年又回落至7年以来最低排名。从10个二级指标的得分情况看，除宏观经济

稳定性和员工收入与效率挂钩程度两项指标分别较上年减少4.9分和1.0分外，其他指

标的得分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在40个国家中，创新环境分指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依次为新加坡、瑞士、芬兰、

美国、卢森堡、挪威、德国、瑞典、荷兰、英国、新西兰、爱尔兰、以色列、比利时

和日本。其中，新加坡在该分指数上已多年居第1位，比利时取代加拿大进入第一集

团，芬兰从上年的第8位大幅上升至第3位，瑞典从上年第12位升至第8位，英国则从

第6位下降到第10位。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在创新环境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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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中国创新环境分指数世界排名

2. 二级指标排名梯度分布，知识产权保护有待加强

在创新环境的二级指标中，中国排名进入前10位的指标有4个：政府规章对企业

负担影响、宏观经济环境、企业创新项目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难易程度、政府采购对

技术创新影响（表3-2）。其中，宏观经济环境指标和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影响指标

的排名虽然比较靠前，居第6位，但相比2014年均下降了2个位次；企业创新项目获得

风险资本支持的难易程度指标扭转了上一年剧烈下滑的局面，上升2个位次重新进入

前10强。其他指标排名呈梯度分布，与上年相比有升有降。其中，反垄断政策效果指

标较上年提升了3个位次，居第21位；产业集群发展状况指标和企业与大学研发协作

程度指标均较上年提升2个位次，分别居第16位和第23位；当地研究与培训专业服务

状况指标较上年提升1个位次，居第33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指标继续下滑1个位次

至第33位；员工收入与效率挂钩程度指标连续3年出现下滑，2015年下降2个位次至

第20位。

表3-2 中国创新环境分指数构成指标的世界排名演变

指标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创新环境分指数排名 27 23 16 18 19 14 13 19 20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31 28 27 28 28 27 25 32 33

　　　政府规章对企业负担影响 11 6 5 7 6 3 6 9 9

　　　宏观经济环境 2 5 — — 4 3 4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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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当地研究与培训专业服务状况 29 30 32 30 33 30 33 34 33

　　　反垄断政策效果 37 35 28 28 28 27 22 24 21

　　　 企业创新项目获得风险资本

支持的难易程度
34 29 12 11 12 8 5 11 9

　　　员工收入与效率挂钩程度 8 6 12 9 28 5 9 18 20

　　　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19 16 12 12 16 18 18 18 16

　　　企业与大学研发协作程度 23 21 22 24 26 25 25 25 23

　　  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影响 17 13 6 8 8 3 4 4 6

3. 中国综合优势领先金砖国家，俄罗斯排名明显下降

金砖国家创新环境分指数排名整体靠后。2015年，中国排名继续领先其他4国，

南非、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分别列第25位、第21位、第38位和第35位（表3-3）。和

上年相比，俄罗斯排名下降明显，从上年第31位降至第35位。南非和印度排名则显著

上升，分别提升了2个位次和4个位次。

表3-3 金砖国家创新环境分指数构成指标的世界排名

国家 中国 南非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创新环境分指数排名 20 25 21 38 35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33 19 27 36 40

　　　政府规章对企业负担影响 9 27 11 40 25

　　　宏观经济环境 6 31 30 38 34

　　　当地研究与培训专业服务状况 33 23 29 40 28

　　　反垄断政策效果 21 7 23 35 36

　　　企业创新项目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难易程度 9 26 6 36 35

　　　员工收入与效率挂钩程度 20 36 24 33 25

　　　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16 22 20 29 36

　　　企业与大学研发协作程度 23 21 20 37 29

　　　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影响 6 34 4 35 2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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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砖国家创新环境整体来看，中国、南非和印度处于第二集团，巴西和俄罗

斯处于第三集团。从5个国家的二级指标排名看，中国在宏观经济环境、产业集群发

展状况两项指标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和印度在政府规章对企业负担的影响、企业创

新项目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难易程度、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具有较

明显的优势；南非在反垄断政策效果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在其他几个指标上，金

砖国家的排名都比较靠后。特别是巴西和俄罗斯，创新环境二级指标排名基本上都很 

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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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与演变

从历史演变特征看，中国国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跃升全球创新“第

一集团”依然面临巨大挑战。2000—2015年，中国在创新资源、知识创造、

企业创新和创新绩效指标上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创新资源分指数年均

增速为10.3%；知识创造分指数年均增速达到11.2%；企业创新分指数年均增

速为16.3%；创新绩效分指数年均增速达10.9%；创新环境分指数的10项指标

中有7项得分上升。

在充分考虑继承性、延续性、创新性与时代性的基础上，“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提出12项指标。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引导方面，提出国家综合创新

能力世界排名和科技进步贡献率2项指标。在反映创新驱动发展与经济结构调

整方面，提出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力

投入、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5项指标。在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和国际化水平方面，提出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世界排名、PCT国际申

请量、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3项指标。在创新创业环境方面，选择全国技术

市场合同交易总额、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2项指标。

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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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创新指数演变路径

1. 国家创新指数历史演变的基本态势

当今世界，各国围绕科技创新核心要素的竞争愈加激烈，发达国家希望通过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新兴经济体大幅增加科技投入，希望借此赶超

发达国家，实现弯道超车。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创新资源投入大幅增长，知识

创造和应用能力迅速提升，企业创新日益活跃，创新绩效逐步显现，创新环境不断完

善。中国创新能力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国家创新指数变化已经充分显

示了这一演变趋势。

2000年以来，中国整整经历了3个五年规划期，在这一历史节点观测创新指数的

变化特征，有助于把握中国创新能力的演变轨迹。15年来中国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整体呈现对数曲线的增长态势。分别选择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为基期，来测算

“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分值的变化情况。数据显

示，“十五”时期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分值增长51%，2005年达到151（图4-1）；随着

《规划纲要》及相关配套政策的颁布实施，“十一五”时期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加速提

升，分值增长75%（图4-2）；“十二五”时期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在较高分值基础上

仍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但增速有所放缓，分值增长45%（图4-3）。随着创新能力的

提升，中国越来越趋向与创新能力最强的“第一集团”国家直接竞争，中国创新型国

家建设已进入决胜阶段。

图4-1 “十五”期间中国 
国家创新指数演变

图4-2 “十一五”期间中国 
国家创新指数演变

图4-3 “十二五”期间中国 
国家创新指数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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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创新指数演变的影响因素

在构成国家创新指数的5项一级指标中，除创新环境分指数小幅波动外，中国在

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和创新绩效分指数上均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尤其是

企业创新分指数，表现出高速增长态势（表4-1）。

表4-1 中国国家创新指数一级指标指数变化情况

年份 创新资源 知识创造 企业创新 创新绩效 创新环境

2000 100 100 100 100 

2001 113 102 124 109 

2002 127 103 154 117 

2003 143 113 172 126 

2004 155 133 185 130 

2005 150 147 218 139 100 

2006 163 157 247 155 98 

2007 200 170 297 178 102 

2008 220 168 349 215 108 

2009 257 234 511 240 115 

2010 282 257 570 278 112 

2011 309 297 618 328 109 

2012 346 342 760 372 112 

2013 379 385 831 410 112 

2014 418 428 944 446 111 

2015 438 491 966 475 113 

资金、人才和信息资源是科技创新活动不可或缺的资源要素。2000—2015年，中

国科技创新资源投入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创新资源分指数平均增速达到10.3%。

在过去的15年间，中国R&D经费增长了8倍，占全球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1.7%提高

到2015年的15.6%。R&D经费与GDP的比值由0.9%上升到2.06%，这一比值已高居发

展中国家之首。创新人力资源大幅增长，每万人口中R&D人员数量由7.3人年迅速提

高到27.4人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4倍以上，由7.7%提高到39.4%。科技创新资

源投入是国家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基础，其快速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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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论文与专利是知识创造活动的成果，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直接产出。2000—2015

年，中国科学研究能力迅速增强，知识创造分指数年均增速达到11.2%。每万名研究

人员的科技论文总数增长了3倍以上。2015年，中国每万名研究人员发明专利授权数

是2000年的13倍。知识创造及转化应用能力的提高为创新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为增强国家原始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创新水平提供了重要源泉。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创新水平是决定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2000—

2015年，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企业创新分指数年均增速高达16.3%，居5项

分指数增速之首。三方专利数占世界比重由2000年不足0.2%提高到2014年的4.8%。

万名企业研究人员PCT专利申请数由22.0件/万人年增加到252.6件/万人年，增长了

10.5倍。随着中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并逐渐走向国际，参与国际竞争，

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仍将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创新绩效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社会发展进步等方面，

是开展创新活动的终极目标。从历史变化趋势看，中国的创新绩效稳步提升。2000—

2015年，中国创新绩效分指数年均增速达10.9%；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700美元/人提高

到14200美元/人；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增长2.5倍，由1.0美元/千克标准油提高

到3.5美元/千克标准油。与其他一级指标相比，创新绩效的显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因此未来提升的潜力很大。

创新环境是创新活动顺利高效开展的重要保障。《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后，尤

其是“十二五”以来，中国的创新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与2005年相比，2015年中国创

新环境分指数所包含的10项指标中，除1项指标得分持平、2项指标得分略有下降外，

其余指标得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随着新一轮创新创业政策的加快实施，中国创新

环境将会进一步改善。

国家创新指数已被正式列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总体发展目标。

《规划》明确指出，到2020年，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创新驱动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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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显著，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进入前15位。这一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将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创新的优势在于创新要素规模巨大，未来发展的潜力主要

在于创新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十三五”期间，全社会仍需要毫不松懈地加大创新资

源投入力度，同时更加关注资源投入的强度、结构及效率问题。进一步提高知识创造

能力和水平，为增强国家原始创新能力提供坚实基础。继续发挥科技的支撑引领作

用，大幅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关注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的贡献，依靠科技创新突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能源、资源与环境约束，实现创新绩

效的稳步提升。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促进自由竞争；加强知识产权等法律环境建

设；积极促进产学研合作；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法律、经济和技术服务 

环境。

（二）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指标与目标

1. 指标设计思路与原则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胜阶段，是全面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

指标的设置，既要体现继承性和延续性，同时又要体现创新性和时代性，充分考虑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阶段性特征，对全社会科技创新进行精准调控

与引导。指标设计思路主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引导。“十三五”是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

标的最后5年，要确保这一目标顺利实现，必须加强对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的动态监

测，强化对全社会的宏观引导。

二是突出反映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效。“十三五”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关键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更加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引领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对转方式、调结构贡献的监测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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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突出强调科技创新质量提高和能力提升。“十三五”是中国科技创新由量的

增长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关键时期，应通过指标设置，引导社会更加关注科研工作的质

量与效益、更加关注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加关注中国科技活动在国际上的排名与

影响力。

四是突出强调创新创业环境建设。推进大众创新创业是“十三五”时期的重大战

略任务之一，政府应在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创新生态方面做更

多工作，规划的指标设置应更加突出对创新创业环境建设、成果转化转移等方面的监

测和引导。

指标设计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继承性原则。在加强与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央六号文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要求，以及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教育规划纲要、人才

规划纲要等相关指标衔接的基础上，综合形成“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指标体系的考

虑。

——系统性原则。充分体现战略导向，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指标体系的

设定既要考虑自主创新能力、创新成果产出数量，也要强调创新的质量与效益，体现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既要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要体现政

府战略引导的意图。

——可操作性原则。一是尽可能采用现行的统计调查指标，减少主观指标，保证

指标数据具有较好的可获得性；二是学习借鉴国外在评价评估方面的先进成果，保证

国际可比性；三是所选指标应是随着经济科技发展而变化比较显著的指标，指标口径

范围必须一致，以保证同一指标在时间上的纵向可比性。

2. 具体指标

基于以上考虑，“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提出12项指标。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引导

方面，提出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和科技进步贡献率2项指标。在反映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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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提出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每万名就业人员的

研发人力投入、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5项指标。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

际化水平方面，提出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世界排名、PCT国际申请量、每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3项指标。在创新创业环境方面，选择全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总额、公

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2项指标（表4-2）。

表4-2“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指标与目标值

指标 2015年指标值 2020年目标值

创新型国家建设

1 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位） 18 15

2 科技进步贡献率（%） 55.3 60

创新驱动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

3 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2.06 2.5

4 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力投入（人年） 48.5 60

5 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万亿元） 22.2 34

6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5.6 20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0.9 1.1

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

8 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世界排名（位） 4 2

9 PCT国际申请量（万件） 3.05 翻一番

10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6.3 12

创新创业环境

11 全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总额（亿元） 9835 20000

12 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 6.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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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十二五”科技规划相比，“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指标主要有以下 

特点：

一是核心指标全面涵盖。对于历次科技发展规划，甚至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中被普遍采用，需要长期监测其发展态势的重要科技指标，“十三五”科技创新规

划中予以了保留。例如，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科技进步贡献率、研发经费与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力投入、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全

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总额和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7个指标。

二是调整优化了部分指标。为进一步引导科技界更加重视科技产出质量和国际竞

争力，对以往完成情况较好的总量指标、世界排名指标进行了调整优化，针对当前科

技发展的薄弱环节设置了新的指标。

关于专利指标。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6年居世界首位，国内发明专利

授权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首位，但长期以来各方反映中国专利申请多应用少、国内

多国外少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十三五”时期，应更加注重强调专利产出的质

量和国际竞争力。PCT即专利合作条约，申请人只要提交一件专利申请，即可在多个

国家要求对发明创造进行专利保护，已成为衡量世界前沿技术、国家创新能力和技术

经济价值的重要指标。为此，用“PCT国际申请量”取代了“每百名研发人员的发明

专利申请量”。

关于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标。考虑到2009年统计局不再公布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统

计数据，用“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取代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

值比重”，更加系统地反映国家企业创新产出能力，引导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三是提出了新增指标。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

突出了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撑引领作用，引入了2个新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

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是用来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反映

企业创新活动主体实现情况。未来要进一步强化对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加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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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投入的引导，有力支撑国家R&D经费投入强度目标任务的完成和创新型国家 

建设。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高技术设

备和高知识素质人才的依赖度较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能够反映一国经济产出中的知识含量和产业结构升级状况，体现知识和技术对国家经

济结构调整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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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分析 第二部分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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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南美洲国家。人口4342万人，国土面积约278万平方千米，GDP总量5831.7亿美

元，人均GDP 13432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6.51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33.6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0.59%；SCI收录论文9359篇；PCT

专利申请数29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9.01%。

阿根廷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40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35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37位，较上年下降1位；企业创新排名第

40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34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39位，较上

年提升1位。

国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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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大洋洲国家。人口2378万人，国土面积约762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3391.4亿

美元，人均GDP 56311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1.30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323.1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11%；SCI收录论文6.6万篇；

PCT专利申请数1741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3.51%。

澳大利亚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9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15位，比上年下滑3位；知识创造排名第9位，较上年上升1位；企业创新排

名第28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13位，比上年下滑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23

位，比上年下滑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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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

欧洲国家。人口861万人，国土面积约8.4万平方千米，GDP总量3769.5亿美元，

人均GDP 4377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3.67美元/千克标准油；R&D经

费投入115.8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3.07%；SCI收录论文1.6万篇；PCT专利

申请数1399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3.35%。

奥地利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4位，比上年上升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

资源排名第8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27位，比上年提升2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9位，比上年提升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18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18

位，比上年提升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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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欧洲国家。人口1129万人，国土面积约3.1万平方千米，GDP总量4550.9亿美

元，人均GDP 40324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9.84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112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45%；SCI收录论文2.3万篇；PCT

专利申请数1180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3.02%。

比利时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8位，比上年下降2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16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11位，比上年下降2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16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19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14位，比

上年上升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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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南美洲国家。人口约2.08亿人，国土面积约854.7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7747.3

亿美元，人均GDP 8539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8.16美元/千克标准

油；R&D经费投入295.7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67%；SCI收录论文4.4万

篇；PCT专利申请数548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2.31%。

巴西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9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

名第36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39位，与上年持平；企业创新排名第38位，

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32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38位，与上年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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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北美洲国家。人口3585万人，国土面积约998.5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5505.4亿

美元，人均GDP 43249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6.92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287.7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60%；SCI收录论文7.0万篇；

PCT专利申请数2821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3.83%。

加拿大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3位，比上年下降3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21位，比上年下降2位；知识创造排名第22位，比上年下降4位；企业创新排

名第21位，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21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

19位，比上年下降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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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亚洲国家。人口13.71亿人，国土面积约963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10077.2

亿美元，人均GDP 8028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3.45美元/千克标准

油；R&D经费投入2275.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R&D经费投入强度为

2.06%；SCI收录论文28万篇；PCT专利申请数2.56万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

出口比重为25.75%。

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7位，比上年提高1位，是唯一进入前20位的发展

中国家，大幅超越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名第

28位，比上年下降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8位，较上年大幅提升4位；企业创新排名第

11位，比上年提升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12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20

位，比上年下降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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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欧洲国家。人口1055万人，国土面积约7.9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851.2亿美

元，人均GDP 17548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5.0美元/千克标准油；R&D

经费投入36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95%；SCI收录论文1.3万篇；PCT专利申

请数191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4.9%。

捷克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7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

名第23位，比上年下降2位；知识创造排名第31位，与上年持平；企业创新排名第20

位，比上年上升3位；创新绩效排名第29位，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26位，

比上年下降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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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欧洲国家。人口567.6万人，国土面积约4.3万平方千米，GDP总量2950.9亿美

元，人均GDP 51989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21.12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89.2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96%；SCI收录论文1.9万篇；

PCT专利申请数1327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5.96%。

丹麦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5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名

第5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19位，比上年上升2位；企业创新排名第12位，

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8位，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16位，比上

年上升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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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欧洲国家。人口548.2万人，国土面积约33.8万平方千米，GDP总量2319.5亿

美元，人均GDP 42311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7.96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67.3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90%；SCI收录论文1.4万篇；

PCT专利申请数1584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8.7%。

芬兰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1位，比上年上升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4位，比上年下降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28位，比上年上升2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10位，比上年下降2位；创新绩效排名第23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3位，

比上年上升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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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欧洲国家。人口6680.8万人，国土面积约67.3万平方千米，GDP总量24188.4亿

美元，人均GDP 362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1.73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539.5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23%；SCI收录论文7.6万篇；

PCT专利申请数8421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26.85%。

法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2位，比上年下降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18位，比上年下降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21位，比上年上升3位；企业创新排

名第5位，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9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22

位，比上年下降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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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欧洲国家。人口8141万人，国土面积约35.7万平方千米，GDP总量33634.8亿美

元，人均GDP 41313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2.78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967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87%；SCI收录论文11万篇；PCT

专利申请数1.8万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6.7%。

德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7位，比上年下降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9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25位，比上年上升1位；企业创新排名第

6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14位，比上年下降4位；创新环境排名第7位，

比上年上升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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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欧洲国家。人口1082万人，国土面积约13.2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948.5亿美

元，人均GDP 18002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0.51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18.7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0.96%；SCI收录论文1.1万篇；

PCT专利申请数121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0.99%。

希腊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1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

名第25位，比上年下降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30位，比上年下降5位；企业创新排名第

32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26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40位，

比上年下降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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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欧洲国家。人口985万人，国土面积约9.3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217.2亿美元，

人均GDP 12364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6.16美元/千克标准油；R&D

经费投入16.8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38%；SCI收录论文7334篇；PCT专利

申请数148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3.74%。

匈牙利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9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32位，比上年下降2位；知识创造排名第12位，比上年上升2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30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23位，比上年上升6位；创新环境排名第36

位，比上年下降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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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

欧洲国家。人口33万人，国土面积约10.3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66亿美元，人

均GDP 50173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2.96美元/千克标准油；R&D经费

投入3.7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19%；SCI收录论文1148篇；PCT专利申请数

46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9.90%。

冰岛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1位，比上年上升5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11位，比上年上升15位；知识创造排名第24位，比上年下降2位；企业创新排

名第26位，比上年上升6位；创新绩效排名第22位，比上年上升3位；创新环境排名第

17位，比上年上升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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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亚洲国家。人口13.1亿人，国土面积约298万平方千米，GDP总量20954亿美元，

人均GDP 1598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2.60美元/千克标准油；R&D经

费投入167.3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0.80%；SCI收录论文62326篇；PCT专利

申请数1412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7.52%。

印度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8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

名第39位，比上年下降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33位，与上年持平；企业创新排名第39

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40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21位，比上年

上升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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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欧洲国家。人口464.1万人，国土面积约7万平方千米，GDP总量2837亿美元，人

均GDP 61134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20.06美元/千克标准油；R&D经费

投入38.8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51%；SCI收录论文8574篇；PCT专利申请

数453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26.76%。

爱尔兰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6位，比上年上升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20位，比上年上升13位；知识创造排名第18位，比上年下降13位；企业创新

排名第31位，比上年下降10位；创新绩效排名第4位，比上年上升2位；创新环境排名

第12位，比上年上升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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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亚洲国家。人口838万人，国土面积约2.6万平方千米，GDP总量2994.2亿美元，

人均GDP 35728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3.19美元/千克标准油；R&D经

费投入127.3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4.25%；SCI收录论文14898篇；PCT专利

申请数1685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9.66%。

以色列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3位，比上年上升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

资源排名第3位，比上年上升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38位，比上年下降3位；企业创新

排名第4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17位，比上年上升4位；创新环境排名第13

位，比上年上升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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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欧洲国家。人口6080.2万人，国土面积约30.1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8215亿美

元，人均GDP 29958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4.70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242.8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33%；SCI收录论文69063篇；

PCT专利申请数3072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7.34%。

意大利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5位，比上年下降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30位，比上年下降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10位，比上年上升25位；企业创新

排名第18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20位，比上年下降2位；创新环境排名第

34位，比上年上升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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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亚洲国家。人口约1.27亿人，国土面积约37.8万平方千米，GDP总量43830.8亿

美元，人均GDP 34524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0.99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1440.5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R&D经费投入强度为3.49%；SCI收录论

文78669篇；PCT专利申请数44053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6.78%。

日本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名第

6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3位，与上年持平；企业创新排名第1位，与上年持

平；创新绩效排名第3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15位，比上年下降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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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亚洲国家。人口5061.7万人，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3778.73亿

美元，人均GDP 27222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5.32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583.1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4.23%；SCI收录论文58473篇；

PCT专利申请数14564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26.84%。

韩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4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

名第2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1位，与上年持平；企业创新排名第3位，与

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11位，比上年上升4位；创新环境排名第24位，比上年下

降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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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

欧洲国家。人口57.0万人，国土面积约2586.4平方千米，GDP总量577.9亿美

元，人均GDP 101450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7.12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7.44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31%；SCI收录论文1168篇；PCT

专利申请数403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6.82%。

卢森堡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0位，比上年上升2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24位，比上年下降2位；知识创造排名第40位，与上年持平；企业创新排名

第13位，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10位，比上年上升3位；创新环境排名第5

位，比上年下降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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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北美洲国家。人口1.3亿人，国土面积约197.3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1437.9亿

美元，人均GDP 9005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6.86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63.1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0.55%；SCI收录论文13922篇；

PCT专利申请数317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4.69%。

墨西哥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7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38位，比上年上升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34位，比上年上升3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36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28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27

位，比上年上升3位。



国别分析　69

荷兰

欧洲国家。人口1693.7万人，国土面积约4.2万平方千米，GDP总量7502.8亿美

元，人均GDP 44300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2.16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151.2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01%；SCI收录论文41321篇；

PCT专利申请数4334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9.90%。

荷兰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8位，比上年上升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13位，比上年下降2位；知识创造排名第7位，比上年上升1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15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16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9位，比

上年下降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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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大洋洲国家。人口459.6万人，国土面积约26.8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737.54亿

美元，人均GDP 37808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9.96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22.0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15%；SCI收录论文10104篇；

PCT专利申请数358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9.96%。

新西兰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2位，比上年下降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22位，比上年下降2位；知识创造排名第5位，比上年下降1位；企业创新排

名第34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25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11

位，比上年下降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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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欧洲国家。人口519.6万人，国土面积约38.5万平方千米，GDP总量3865.8亿美

元，人均GDP 74400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6.57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74.79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93%；SCI收录论文13348篇；

PCT专利申请数679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20.52%。

挪威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5位，比上年下降2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12位，比上年上升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32位，比上年上升1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23位，比上年上升2位；创新绩效排名第5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

6位，比上年下降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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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欧洲国家。人口3780万人，国土面积约31.3万平方千米，GDP总量4770.7亿美

元，人均GDP 12555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5.75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47.9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0%；SCI收录论文28203篇；PCT

专利申请数439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8.78%。

波兰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2位，比上年上升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31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26位，比上年上升1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25位，比上年上升5位；创新绩效排名第36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32

位，比上年下降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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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欧洲国家。人口1034.9万人，国土面积约9.2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989.2亿美

元，人均GDP 19222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0.91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25.4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28%；SCI收录论文114760篇；

PCT专利申请数161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4.59%。

葡萄牙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8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29位，比上年下降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17位，比上年上升3位；企业创新排

名第27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27位，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28

位，比上年下降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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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欧洲国家。人口1983.2万人，国土面积约23.8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983.2亿

美元，人均GDP 8973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6.29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8.7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0.49%；SCI收录论文8232篇；PCT

专利申请数35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7.50%。

罗马尼亚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4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37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20位，比上年下降3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29位，比上年下降3位；创新绩效排名第37位，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37

位，比上年下降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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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欧洲国家。人口约1.44亿人，国土面积约1707.55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3312.1

亿美元，人均GDP 9093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2.76美元/千克标准

油；R&D经费投入150.1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13%；SCI收录论文35488

篇；PCT专利申请数876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3.76%。

俄罗斯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3位，比上年下降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27位，比上年下降4位；知识创造排名第35位，比上年上升3位；企业创新排

名第22位，比上年下降2位；创新绩效排名第35位，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

35位，比上年下降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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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亚洲国家。人口553.5万人，国土面积约714.3平方千米，GDP总量2927.4亿美

元，人均GDP 52889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1.59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67.3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2%；SCI收录论文13822篇；PCT

专利申请数908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49.28%。

新加坡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9位，比上年上升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14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16位，比上年下降1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33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6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1位，

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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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欧洲国家。人口542.4万人，国土面积约4.9万平方千米，GDP总量872.6亿美

元，人均GDP 16088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6.53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10.3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18%；SCI收录论文3672篇；PCT

专利申请数38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0.29%。

斯洛伐克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5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

源排名第34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36位，比上年下降2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35位，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30位，比上年上升3位；创新环境排名第

31位，比上年上升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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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

欧洲国家。人口约206.4万人，国土面积约2.0万平方千米，GDP总量427.8亿

美元，人均GDP 20727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7.34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9.5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21%；SCI收录论文3672篇；PCT

专利申请数84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6.42%。

斯洛文尼亚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4位，比上年下降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

新资源排名第17位，比上年下降2位；知识创造排名第14位，比上年上升5位；企业创

新排名第14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31位，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环境排

名第33位，比上年上升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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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非洲国家。人口约5495.7万人，国土面积约122.1万平方千米，GDP总量3145.7

亿美元，人均GDP 5724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2.45美元/千克标准

油；R&D经费投入26.6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0.73%；SCI收录论文13355万

篇；PCT专利申请数313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5.88%。

南非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6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

名第40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15位，比上年上升1位；企业创新排名第37

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39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25位，比上年

上升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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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欧洲国家。人口4641.8万人，国土面积约50.6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1990.1亿

美元，人均GDP 25832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2.13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146.1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22%；SCI收录论文59484篇；

PCT专利申请数1530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7.15%。

西班牙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26位，比上年下降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

资源排名第26位，比上年下降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13位，与上年持平；企业创新排

名第24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24位，比上年下降2位；创新环境排名第29

位，比上年上升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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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欧洲国家。人口约979.9万人，国土面积约45万平方千米，GDP总量4956.3亿美

元，人均GDP 50580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2.30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161.7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3.26%；SCI收录论文27839篇；

PCT专利申请数3842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4.26%。

瑞典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6位，比上年上升1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7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23位，与上年持平；企业创新排名第7位，

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15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8位，比上年上

升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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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欧洲国家。人口约828.7万人，国土面积约4.1万平方千米，GDP总量6707.9亿

美元，人均GDP 8094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27.91美元/千克标准油；

R&D经费投入197.4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97%；SCI收录论文30885篇；

PCT专利申请数4265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26.84%。

瑞士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

名第10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2位，与上年持平；企业创新排名第8位，

比上年上升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2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2位，与上年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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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亚洲国家。人口约7866.6万人，国土面积约78.4万平方千米，GDP总量7178.8

亿美元，人均GDP 9126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6.69美元/千克标准

油；R&D经费投入80.4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01%；SCI收录论文29319篇；

PCT专利申请数1010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2.16%。

土耳其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30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33位，比上年下降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29位，比上年下降1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18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绩效排名第38位，比上年下降1位；创新环境排名第30

位，比上年下降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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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欧洲国家。人口约6513.8万人，国土面积约24.4万平方千米，GDP总量28580.03

亿美元，人均GDP 4387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16.87美元/千克标准

油；R&D经费投入486.6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1.70%；SCI收录论文125499

篇；PCT专利申请数5290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20.81%。

英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0位，比上年下降2位。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

排名第19位，比上年下降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6位，比上年上升1位；企业创新排名

第19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7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10位，比

上年下降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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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北美洲国家。人口约3.2亿人，国土面积约963.1万平方千米，GDP总量180366.5

亿美元，人均GDP 5611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单位能耗产出7.88美元/千克标准

油；R&D经费投入5028.9亿美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2.79%；SCI收录论文约42万

篇；PCT专利申请数57123件；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9.01%。

美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第1位，与上年持平。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名

第1位，与上年持平；知识创造排名第4位，比上年上升2位；企业创新排名第2位，与

上年持平；创新绩效排名第1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环境排名第4位，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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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思路

国家创新指数评价研究借鉴了国内外关于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基于评价目的和创新型国家的概念内涵，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

效和创新环境5个方面构建了国家创新指数的指标体系，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评价思

路和方法。

1. 评价目的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测算国家创新指数，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中国

国家创新能力在创新链不同层面的特点及中国创新在世界的位置；通过评价实践，形

成规范的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解释、计算方法及分析框架，为监测评价

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提供支撑和服务。

2. 创新型国家内涵

从发展方式看，世界各国可以大体分为3类：出口资源型、经济依附型和技术创

新型，前2类国家具有较大的沦落为边缘化国家的风险，而以技术创新为主要特征的

国家逐渐成为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国家。中国既没有过多的资源可以出口，也不可

能走经济依附型的边缘化道路，只能走技术创新型发展的道路。为此，“进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成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

世界各国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往往并驾齐驱。从统计数据看，全世界220个

国家和地区中，有R&D活动的国家总计有137个，R&D经费占GDP的比例超过1％的

国家只有35个，这35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只占全球的39％，但R&D经费总量占全球的

90％，GDP总量占全球的80％。这说明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其经济强弱主要取决于科

评价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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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水平，而不是主要取决于人口资源和自然资源要素。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

一些小国仍可以通过自然资源要素实现国家经济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但没有一个大国

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要素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比较世界科技与经济排名前15名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可以发现，创新型

国家最主要的特征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与传统的发展模式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创新型国家的判别应主要依据社会经济和财富增长是主要依靠要素（传统的自然

资源消耗和资本）投入来驱动，还是主要依靠以知识创造、传播和应用为标志的创新

活动来驱动。

创新型国家应具备5个方面的能力：

（1）具有较高的创新资源综合投入能力；

（2）具有较高的知识创造与扩散应用能力；

（3）具有较高的企业创新能力；

（4）具有较高的创新产出影响能力；

（5）具有良好的创新环境。

3. 理论基础

考虑到创新是从创新概念提出到研发、知识产出再到商业化应用的完整过程，国

家创新能力应体现在科技知识的产生、流动和商业化应用的整个过程中。应该从创新

资源投入、知识创造与应用、企业创新到创新产出与绩效影响的整个创新链主要环节

来构建指标，评价国家创新能力。本报告参考了欧盟国家创新绩效评价的方法，采用

综合指数评价方法。从创新过程选择一级指标，最终选择了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

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5个一级指标；通过选择二级指标形成国家创新指数评

价指标体系；再利用国家创新综合指数及其指标体系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综合分析、

比较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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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标选择原则

——数据来源具有权威性。基本数据必须来源于公认的国际组织机构及国家官方

统计和调查。通过正规渠道定期搜集，确保基本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持续性和及

时性。

——评价对象具有代表性。所选取的评价对象必须是科技资源投入与创新产出

较大的国家，最终选取了世界上40个主要国家，其研发投入总量之和占全球的95%以

上，GDP产出占全球的86%以上。

——指标具有国际可比性。选取国际通用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内涵定义

和数据统计口径与国际规范一致。

——指标具有可扩展性。每一指标都有独特的宏观表征意义，定义相对宽泛，非

对应唯一狭义数据，便于指标体系的扩展和调整。

——评价体系对于国家规模不敏感。选取指标以相对指标为主，兼顾不同规模国

家在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创新活动规模和创新领域广度上的不同特点。

——定量测评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既采用定量统计指标，也采用权威的、来源可

靠的定性调查指标。

——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相结合。既有横向的国际比较，也有纵向的历史发展轨

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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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体系

国家创新指数指标体系由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

5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组成。

创新资源：反映一个国家对创新活动的资源投入力度、创新人才资源供给能力及

创新所依赖的基础设施投入水平。

知识创造：反映一个国家的科研产出能力和知识传播能力。

企业创新：主要用来反映企业创新活动的强度、效率和产业技术水平。

创新绩效：反映一个国家开展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创新环境：主要用来反映一国创新活动所依赖的外部软硬件环境，包括10个二级

指标（选自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调查指标）。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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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2. 研究与发展人力投入强度

3. 科技人力资源培养水平

4. 信息化发展水平

5. 研究与发展经费占世界比重

6. 学术部门百万研究与发展经费科学论文被引次数

7. 万名研究人员科技论文数

8.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9. 亿美元经济产出发明专利申请数

10. 万名研究人员发明专利授权数

11. 三方专利数占世界比重

12. 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与增加值之比

13. 万名企业研究人员PCT专利申请数

14. 综合技术自主率

15. 企业研究人员占全部研究人员比重

16. 劳动生产率

17. 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

18. 有效专利数量占世界比重

19. 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

20. 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

21.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22. 政府规章对企业负担影响

23. 宏观经济环境

24. 当地研究与培训专业服务状况

25. 反垄断政策效果

26. 企业创新项目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难易程度

27. 员工收入与效率挂钩程度

28. 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29. 企业与大学研究与发展协作程度

30. 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影响

一、创新资源

二、知识创造

四、创新绩效

五、创新环境

三、企业创新

国

家

创

新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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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方法

国家创新指数的计算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标杆分析法。标杆分析法的原理是：对被

评价的对象给出一个基准值，并以此标准去衡量所有被评价的对象，从而发现彼此之

间的差距，给出排序结果。

1. 二级指标数据处理

对40个国家的30个二级指标原始值分别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归一化处理。

无量纲化是为了消除多指标综合评价中，计量单位上的差异和指标数值的数量

级、相对数形式的差别，解决指标的可综合性问题。

二级指标采用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即

式中：i＝1～40；j=1～30。

2. 一级指标计算

一级指标得分 计算

～

式中：βi为权重，i＝1～40；k=1～5； =1～10。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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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创新指数计算

计算出国家创新指数 ，并据此给出40个国家的排序。

～

式中： 为权重，k=1～5；i＝1～40。

4. 中国创新指数的增长计算方法

以2005年为基年，测算指数增速的方法为：以2005年指标得分为100，分别计算

以后各年的创新指数与一级指标得分，与基年比较即可看出创新指数增长情况。

（1）一级指标计算

计算出一级指标得分 

式中：j=1～30为指标序号；＝1～10为2005—2014年编号。

式中：βi为权重，i＝1～10；k=1～5；θ=1～10。

（2）国家创新能力增长指数计算

  计算出国家创新指数 ，并据此得出历年指数值。

式中： 为权重，k＝1～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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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指数测度值与排序图

　　　　　　附图1　国家创新指数  　　　　　　　　　附图2  创新资源

附录一  指数测度值与排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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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3  知识创造  　　　　　　　　　附图4  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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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5  创新绩效  　　　　　　附图6  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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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指标解释

1. 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研究与发展（R&D）经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反映一国创新资

金投入强度。

2. 研究与发展人力投入强度

每万人口中R&D人员数，反映一国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强度。

3. 科技人力资源培养水平

采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18～22岁学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反映一个国

家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与供给能力。

4. 信息化发展水平

采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网络就绪指数（NRI），反映一个国家在知识创造与传

播扩散方面的基础设施投入能力。

5. 研究与发展经费占世界比重

一国R&D经费总额（GERD）占全世界总量的比重，反映一个国家R&D活动的规

模大小和创新资源投入能力。

6. 学术部门百万研究与发展经费科学论文被引次数

SCI收录的一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科学论文的引证数（5年累计值）与R&D经费总

额的比值，反映一国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和知识产出质量。

附录二  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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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万名研究人员科技论文数

一国被SCI收录的科技论文总数除以其研究人员总量得到的比值，反映科学研究

的产出效率。

8.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反映一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

水平，用来测度一国经济产出中的知识含量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9. 亿美元经济产出发明专利申请数

一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除以GDP（以汇率折算的亿美元为单位），反映一国的技

术创造活力。

10. 万名研究人员的发明专利授权数

按万名R&D研究人员平均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反映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

技术产出效率。

11. 三方专利总量占世界比重

一国在全球三方专利总量中所占比重。三方专利指在欧洲专利局（EPO）和日本

特许厅（JPO）及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都提出了申请的同一项发明专利。该指

标用来衡量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12. 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与增加值之比

一国企业部门研究与发展经费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用来测度企业创新投入 

强度。

13. 万名企业研究人员PCT专利申请数

一年内PCT专利申请总量与企业研发人员中研究人员之比，主要反映一国企业创

新投入的效率和创新产出的质量及其技术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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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综合技术自主率

100×R&D经费/（R&D经费＋技术引进费用）与100×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国外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平均值，反映了国家产业技术自给 

能力。

15. 企业研究人员占全部研究人员比重

一国全部R&D研究人员中企业研究人员所占的比例，反映一国企业研发人力投入

的能力和水平。

16. 劳动生产率

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人口之比，反映创新活动对经济产出能力的作用。

17. 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

每千克标准油能源消耗的GDP产出，用来测度技术创新带来的能源消耗减少的效

果，也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

18. 有效专利数量占世界比重

一国拥有发明专利数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有效专利是指本国人所拥有的仍处于

有效状态的发明专利数量。反映一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19. 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

全部制造业出口中高技术产业出口所占比例，反映一国高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和

技术创新活动对改善经济结构的作用。

20. 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

即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增加值之和占全世界总量的比

重，反映一国企业应用创新成果所形成的产业规模大小与技术水平。

21.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保护（1=弱和不受法律保护，7=强或得到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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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规章对企业负担影响

政府发布的行政要求（准许、规定、报告）等给企业带来的负担（1=负担很重，

7=没有负担）。

23. 宏观经济环境

由中央财政收支、储蓄率、通胀水平、存贷率差、政府债务状况和主权债务评级

等指标构成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的指数（1=宏观经济环境动荡，7=宏观

经济环境稳定）。

24. 当地研究与培训专业服务状况

专业研究和培训服务（1=不可获得，7=可以从本地的世界级机构中获得）。

25. 反垄断政策效果

反垄断政策（1=不能有效促进竞争，7=能够有效促进竞争）。

26. 企业创新项目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难易程度

企业有风险的创新项目一般可以得到风险投资（1=错，7=对）。

27. 员工收入与效率挂钩程度

员工收入（1=与员工生产率无关，7=与员工生产率强烈相关）。

28. 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国内各地都有发展良好的产业集群（1=强烈反对，7=强烈赞成）。

29. 企业与大学研究与发展协作程度

企业与本地大学的研究与发展合作（1=很少或没有，7=广泛）。

30. 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影响

政府采购高技术产品的决定（1=仅仅依赖价格，7=依据技术性能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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