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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追踪

1、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即将挂牌。日前，中关村北斗和
空间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即将挂牌。海
淀园力推“5+1”专精特新产业集群发展，重点打造导航与位置服
务、移动互联网与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设计、生物医
药、新能源与新材料等海淀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六大细分产业领域，
并在海淀园内部实行了明确的处室分工。
2、中关村上市公司总市值已超过 1.3 万亿。中关村上市公司协
会组织编写的《2011 年中关村上市公司竞争力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底，中关村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已超过 1.3 万亿，拥有超过 2800 亿
元货币资产。数据显示，中关村也是我国上市公司最集聚的区域，
目前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223 家，包括境内资本市场 144 家，境外资
本市场 79 家，其中境内创业板上市公司 61 家，占全国的 1/7，在创
业板形成了“中关村板块”，中关村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已得到境内
外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

1、微软 Windows 8 开发完毕 开始提供给制造商。8 月 2 日消息，
微软宣布，
Windows 8 操作系统已经正式向硬件制造商发布 RTM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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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标志着 Windows 8 的代码开发工作已经完成。自此，OEM 便开始生
产 Windows 8 电脑等相关硬件产品。未来几周，制造商就可以将
Windows 8 安装到电脑中，并于 10 月 26 日推出。
2、美国试点超级无线网络。美国着手试点“超级”WiFi，覆盖
范围可达数公里。超级 WiFi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WiFi 网络，两者使
用的频率不同。超级 WiFi 需要特别设计的设备，与普通 WiFi 相比
优势明显。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 2010 年批准把电视闲置频段用于无
线宽带。利用电视闲置频段，无线信号的传播距离显著增加。理论
上，超级 WiFi 传播距离可以达到 160 公里。而“电视频波能够传播
更远距离，不受建筑、树木阻隔”，更适应恶劣天气。超级 WiFi 技
术可以用于向人烟稀少的地区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另外，它使消
费者有能力自建网络“热点”，便于离家时使用。

1、上海张江、武汉东湖和天津滨海获批“新三板”试点”
。2012
年 08 月 03 日证监会表示，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扩大非上市股份公司，
按照总体规划分步推进、稳步推进的原则，首批扩大试点除中关村
科技园区外，新增上海张江高新产业开发区，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和天津滨海高新区。
“新三板”市场特指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
代办股份系统进行转让试点，因为挂牌企业均为高科技企业而不同
于原转让系统内的退市企业及原 STAQ、NET 系统挂牌公司，故形象
地称为“新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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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津滨海新区投资 5.5 亿元 加速科技企业发展。天津滨海
新区政府日前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第二批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连同第一批，今年以来新区政府已落实科技企业直接扶持资金
20380.8 万元，共支持项目 336 个，主要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创新平
台建设等方面。此外，人才、技改、金融等相关政策中已经落实的
科技企业支持资金达到 3000 万元，各管委会兑现落实支持科技企业
扶持资金总额达到 3.2 亿元。总计达到 5.5 亿元。据介绍，通过政
策聚焦，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得到根本性提升，滨海新区已经
成为全国最具吸引力的科技企业聚集地之一。

政策建议

关于加强对中关村创新后备力量关注的建议

近日，学院在中关村人才流动课题相关调研中了解到，目前中
关村关注的多是高层次人才，为其提供生活居住、创新创业等各方
面的支持。但是对后备新生力量的关注不足。中关村应加强对新生
创新力量的关注，这是保持中关村持续的创新活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北京现在的生活成本之下，刚毕业的学生，如果是一个人在
北京工作，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不但很难有希
望买得起房和车，甚至连租房都很困难，一年的工资除了交房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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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区域内高校毕业的硕士、博士，
如果他的家不在北京，基本上很难留下来，一些在中关村工作 2-3
年的硕士、博士也有逃离北京的趋势。
这种状况的蔓延对中关村未来发展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这些
年轻人，虽然现在并不是高层次人才，但是他们却是未来的希望，
未来具有巨大潜力的创新创业者，如果他们留不下来，后续的人才
力量不能够得到补充，企业将招不到合适的人才，未来发展将会面
临严重的缺人问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也将受到重大影响。
甚至企业也将因此离开中关村前往生活压力小、适宜人才居住的其
他城市。
因此，建议中关村在人才政策和服务上更加全面，在关注高层
次人才的同时，也加强后备新生力量的关注。其中对高层次人才关
注其创新创业问题，针对新生力量关注其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中
关村毕业 3 年以内的博士、硕士为重点对象，在园区内或周边建设
公租房，解决其居住问题。

感知感受

全面建设核心区

避免“木桶效应”

2010 年，核心区根据“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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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奋斗目标，明确“培养集聚一批优秀创新人才、研发和转化一批
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做强做大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
（简称“四个一批”
）的重点任务。
学院根据国内外最新发布的 2011 年度数据，从人员、风险投资、
专利申请、企业金融、品牌等方面对硅谷和核心区情况进行对比。
见下表：
表1

硅谷、核心区在人员、创新创业以及品牌方面的情况对比

人员
(People)
风险投资
（VC）
专利
（Patent）
企业金融
IPO
M&A
品牌
（Brand）

硅谷
从业人员本科及以上占比
43%
总额占加州 总额占全美
52%
27%
申请占加州 申请占全美
49%
12%
件数占加州 件数占全美
46%
12%
54%
11%
BrandZ 最具 BV4 ： 2012
价值全球品 年全球社交
牌 100 强
网络排名前
10
9
4

核心区
从业人员本科及以上占比
59%
总额占北京 总额占全国
23%★
4%
申请占北京 申请占全国
42%
2%
件数占北京 件数占全国
47%
6%
63%★
<6%
BrandZ 最具 BV4 ： 2012
价值全球品 年全球社交
牌 100 强
网络排名前
10
1
1

注：1、数据来源：硅谷指数 2012；中关村科技园区 2011 年统计数据。
2、★VC”“总额占北京”
、M&A “件数占北京”中“北京”指中关村示范区。
3、BrandZ TOP100 硅谷：苹果、IBM、谷歌、微软、脸书、惠普、甲骨文、英特尔、思
科。BrandZ TOP100 核心区：百度（第 25 位）
。
4、BV4 Top10 硅谷：脸书、YouTube、Twitter、Zynga。BV4 Top10 核心区：新浪微博（第
5 位）
。

主要结论有：
一是在人员学历素质方面，核心区与硅谷相当，好 16 个百分点；
二是在创新创业（专利、风险投资）和企业做大做强（IPO、M&A）
方面，核心区在全市的位置与硅谷在加州位置相当，而在全国则不
如硅谷在全美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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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方面，核心区在互联网领域已出现具
备国际水平的品牌，并且有相当的竞争力；然而，品牌数量以及整
体影响力和硅谷水平相比差距还比较大，是几项对比指标中较弱的
部分。
主要建议有：
一是继续鼓励专利申请、风险投资等，进一步提高核心区创新
创业水平在全国的影响力；
二是继续支持企业在海内外上市，并鼓励企业将并购作为自身
发展壮大的路径参考；
三是加大品牌建设支持力度，鼓励企业进行商标注册和维护，
积极申报国家驰名商标、省/市著名商标和市知名商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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