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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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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创新型城市作为创

新活动的集聚地，在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发挥

着重要作用。本文件围绕创新治理力、原始创新力、技术创新力、成果转化力和创新驱动力等五个方面

提出了48项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用以评价城市创新能力高低，推动城市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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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创新型城市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内容、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程序和评价结果运用。 

本文件适用于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开展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创新型城市 innovative city 

创新型城市是以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充满活力的创新主

体、高效的创新服务和政府治理、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对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国家发挥显著支撑引领作

用的城市。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GDP：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R&D：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M2.5：细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2.5） 

5 基本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公开公正、系统综合的客观性评价原则。 

坚持发展引领和统筹兼顾的先进性评价原则。 

坚持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相结合、核心指标与辅助指标相补充的评价指标构建原则。 

6 评价内容 

开展创新型城市评价工作，宜考虑以下五个维度：  

—— 创新治理力，旨在反映城市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引导城市转变科技管理职能，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强化创新服务，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 原始创新力，旨在反映城市产出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的能力，引导城市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

能，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 



GB/T XXXXX—XXXX 

2 

—— 技术创新力，旨在反映城市改进或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引导城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掌

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成果转化力，旨在反映城市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引导城市支持创新创业

服务机构建设，提升创新创业“一揽子”支撑服务能力，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 

—— 创新驱动力，旨在反映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能力，引导城市把创新作

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以更优的科技创新成果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7 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层级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分为创新治理力、原始创新

力、技术创新力、成果转化力和创新驱动力。每类一级指标分别由若干二级指标组成。创新型城市评价

指标体系见附录A，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内涵与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指标性质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包含核心指标和辅助指标。其中，核心指标是开展评价工作时宜采用的

指标；辅助指标是根据评价对象发展现状、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等因素选择的补充评价指标。 

8 评价程序 

组建评价小组 

宜成立由从事区域创新、经济管理、城市发展等领域工作的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评价小组。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小组根据国家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最新要求，以及评价对象的发展现状、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等因素，在选择核心指标的同时，从辅助指标中选择补充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数据采集 

评价小组可通过统计部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等正规、官方、权威的渠道获取相关数据。相关数据

宜经业内专家论证，判定真实、有效后使用。 

权重确定 

一级指标宜采用等权重计算，即每个一级指标权重为20%；二级指标可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

专家调查法（Delphi法）等主观赋权法，或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等客观赋权法确定权重。每个一级指

标下所有辅助指标权重之和不宜超过2%。 

标杆值确定 

8.5.1 同一城市不同年份间进行评价时，可根据以下方法确定标杆值： 

—— 评价小组可根据当地创新型城市发展规划或政策文件中的要求，研究确定评价指标的

标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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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方法无法确定某项评价指标的标杆值时，可采用所有评价年份中该项指标的最优

值作为标杆值。 

8.5.2 不同城市同一年份进行评价时，可根据以下方法确定标杆值： 

—— 评价小组可根据创新型城市发展规划或政策文件中的要求，研究确定评价指标的标杆

值； 

—— 对于上述方法无法确定某项评价指标的标杆值时，可采用所有评价对象中该项指标的

最优值作为标杆值。 

指标值计算 

8.6.1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值按公式（1）计算，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值按公式（2）计算。 

 𝑍𝑖 =
𝐶𝑖

𝐶𝑖0
× 100 ...................................... (1) 

 𝑍𝑖 =
𝐶𝑖0

𝐶𝑖
× 100 ...................................... (2) 

式中： 

𝑍𝑖 —第i个二级指标的标准化值； 

𝐶𝑖 —第i个二级指标的现状值； 

𝐶𝑖0 —第i个二级指标的标杆值。 

8.6.2 一级指标得分 

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各一级指标得分。按公式（4）计算结果。  

 𝑌𝑗 = ∑ 𝑍𝑖
𝑛
1 𝑊𝑖 ....................................... (4) 

式中： 

𝑌𝑗 —第j个一级指标的得分； 

𝑍𝑖 —第i个二级指标的标准化值； 

𝑊𝑖 —第i个二级指标的权重； 

n —第j个一级指标中的二级指标个数。 

城市创新指数计算 

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城市创新指数。按公式（5）计算结果。 

 X = ∑ 𝑌𝑗
𝑚
1 𝑉𝑗 ....................................... (5) 

式中： 

X —城市创新指数； 

𝑌𝑗 —第j个一级指标的得分； 

𝑉𝑗 —第j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m —一级指标个数。 

9 评价结果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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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管理部门可按照该文件开展城市创新水平评价，科学评估创新型城市建设成效，了解城市科

技创新发展需求，及时调整城市创新发展战略。 

被评价城市通过开展创新水平评价，可找出创新城市建设存在的短板，分析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存

在问题的产生原因，有针对性的制定改进计划。 

第三方机构可按照该文件开展创新型城市外部评价，了解各城市间创新水平的发展差异，作为相

关方投资创新型城市建设，布局创新资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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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表 

表A.1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 

指标 
指标类型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备注 

创 

新 

治 

理 

力 

核心指标 

1  财政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 % 正向指标 

2  常住人口增长率 % 正向指标 

3  万名就业人员中 R&D 人员 人年/万人 正向指标 

4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万人 正向指标 

5  人均 GDP 万元/人 正向指标 

6  国家级改革试验区数量 个 正向指标 

辅助指标 

7  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正向指标 

8  GDP 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 % 正向指标 

9  万人专利申请量 件/万人 正向指标 

原 

始 

创 

新 

力 

核心指标 

10  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与 GDP 之比 % 正向指标 

11  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经费比重 % 正向指标 

12  “双一流”建设学科数 个 正向指标 

13  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数 个 正向指标 

14  国家级基础研究基地数 个 正向指标 

15  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数 项 正向指标 

辅助指标 

16  普通高等学校和省级科研事业单位数 个 正向指标 

17  省级基础研究基地数 个 正向指标 

18  省级科技成果奖数 项 正向指标 

技 

术 

创 

新 

力 

核心指标 

1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 % 正向指标 

20  高新技术企业数 家 正向指标 

21  国家级技术创新类科技创新基地数 个 正向指标 

22  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与 GDP 之比 % 正向指标 

23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万人 正向指标 

24  技术输出合同成交额与 GDP 之比 % 正向指标 

辅助指标 

25  技术市场技术输出成交合同数 项 正向指标 

26  省级技术创新类科技创新基地数 个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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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表（续） 

 

一级 

指标 
指标类型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备注 

  

2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 R&D 活动企业占比 % 正向指标 

28  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万人 正向指标 

29  PCT 专利申请量 件 正向指标 

成 

果 

转 

化 

力 

核心指标 

30  技术输入合同成交额与 GDP 之比 % 正向指标 

31  科创板、北交所上市企业数 家 正向指标 

32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双创示范基地数 个 正向指标 

33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新增在孵企业数 家 正向指标 

34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 家 正向指标 

3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营业收入之比 % 正向指标 

辅助指标 

36  技术市场技术输入成交合同数 项 正向指标 

37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双创示范基地数 个 正向指标 

38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新增在孵企业数 家 正向指标 

创 

新 

驱 

动 

力 

核心指标 

39  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之比 % 正向指标 

40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 负向指标 

41  单位 GDP 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负向指标 

42  PM2.5 年平均浓度 微克/立方米 负向指标 

43  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额 美元/人 正向指标 

44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人 正向指标 

辅助指标 

45  GDP 增长率 % 正向指标 

46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 正向指标 

47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正向指标 

48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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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指标内涵与计算方法 

B.1 财政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 

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单位为%。按公式（B.1）计算。 

 财政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
财政科技支出

公共财政支出
×100% .................... (B.1) 

B.2 常住人口增长率 

常住人口增长数量与上一年度常住人口总数之比，单位为%。按公式（B.2）计算。 

 常住人口增长率=
本年度常住人口数－上一年度常住人口数

上一年度常住人口数
×100% ................... (B.2) 

B.3 万名就业人员中 R&D人员 

R&D人员与就业人员之比，单位为人年/万人。按公式（B.3）计算。 

 万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
R&D人员数

就业人员数
×10000 ........................ (B.3) 

B.4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常住人口数之比，单位为人/万人。按公式（B.8）计算。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常住人口数
×10000 .................. (B.4) 

B.5 人均 GDP 

GDP与常住人口数之比，单位为万元/人。按公式（B.5）计算。 

 人均GDP=
GDP

常住人口数
 ................................... (B.5) 

B.6 国家级改革试验区数量 

纳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级改革试验区的个数。 

B.7 全员劳动生产率 

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单位为万元/人。

按公式（B.6）计算。 

 全员劳动生产率=
GDP

就业人员数
 ............................... (B.6) 

B.8 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 

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值，单位为%。按公式（B.7）计算。 



GB/T XXXXX—XXXX 

8 

 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
GDP

固定资产投资额
×100% ....................... (B.7) 

B.9 万人专利申请量 

专利申请量与常住人口数之比，单位为件/万人。按公式（B.4）计算。 

 万人专利申请量=
专利申请量

常住人口数
×10000 ............................ (B.8) 

B.10 全社会 R&D经费支出与 GDP之比 

全社会R&D经费支出与GDP的比值，单位为%。按公式（B.9）计算。 

 全社会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
全社会R&D经费支出

GDP
×100%  ................. (B.9) 

B.11 基础研究经费占 R&D经费比重 

基础研究经费与全社会R&D经费支出之比，单位为%。按公式（B.10）计算。 

 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
基础研究经费

全社会R&D经费支出
×100% .................. (B.10) 

B.12 “双一流”建设学科数 

按照《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认定的世界一流学科数，单位为

个。 

B.13 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数 

央企、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等所属科研院所数量，单位为个。 

B.14 国家级基础研究基地数 

国家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全国重点实验室数量之和，单位为个。 

B.15 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数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按照奖项的等级（以各等级奖项所颁发的

奖金金额确定等级权重）和参与单位的排序（排在前面的单位权重较高）的加权平均数，单位为项。 

B.16 普通高等学校和省级科研事业单位数 

普通高等学校和省级科研事业单位数量之和，单位为个。 

B.17 省级基础研究基地数 

省级基础学科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数量之和，单位为个。 

B.18 省级科技成果奖数 

省级科学技术奖按照奖项的等级（以各等级奖项所颁发的奖金金额确定等级权重）和参与单位的排

序（排在前面的单位权重较高）的加权平均数，单位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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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单位为%。按公式（B.11）计算。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100%  ...... (B.11) 

B.20 高新技术企业数 

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获得认定的企业总数，单位为家。 

B.21 国家级技术创新类科技创新基地数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数之和，单位为个。 

B.22 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与 GDP之比 

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与GDP的比值，单位%。按公式（B.12）计算。 

 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与GDP的比重=
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

GDP
×100%................. (B.12) 

B.23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发明专利拥有量与常住人口数之比，单位为件/万人。按公式（B.13）计算。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发明专利拥有量

常住人口数
×10000 ....................... (B.13) 

B.24 技术输出合同成交额与 GDP之比 

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认定登记的、技术转让方为当地企业或机构的技术合同的合同标的金额总和

与GDP之比，单位为%。按公式（B.14）计算。 

 技术输出合同成交额与GDP之比=
技术输出合同成交额

GDP
×100%.................. (B.14) 

B.25 技术市场技术输出成交合同数 

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认定登记的、技术转让方为当地企业或机构的技术合同数，单位为项。 

B.26 省级技术创新类科技创新基地数 

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数之和，单位为个。 

B.2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 R&D活动企业占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企业数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之比，单位为%。按公式（B.15）计

算。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企业占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企业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100% ........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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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8 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与常住人口数之比，单位为件/万人。按公式（B.16）计算。 

 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常住人口数
×100% ................... (B.16) 

B.29 PCT 专利申请量 

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专利申请数，单位为件。 

B.30 技术输入合同成交额与 GDP之比 

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认定登记的、技术受让方为当地企业或机构的技术合同的合同标的金额总和

与GDP之比，单位为%。按公式（B.17）计算。 

 技术输入合同成交额与GDP之比=
技术输入合同成交额

GDP
×100%.................. (B.17) 

B.31 科创板、北交所上市企业数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企业数量与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数量之和，单位为家。 

B.32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双创示范基地数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双创示范基地数之和，单位为个。 

B.33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新增在孵企业数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增在孵企业与国家大学科技园新增在孵企业数之和，单位为家。 

B.34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 

依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认定的，依托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

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总数，单位为家。 

B.3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营业收入之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单位为%。按公式（B.18）计算。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营业收入之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100% ..... (B.18) 

B.36 技术市场技术输入成交合同数 

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认定登记的、技术受让方为当地企业或机构的技术合同数，单位为项。 

B.37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双创示范基地数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双创示范基地数之和，单位为个。 

B.38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新增在孵企业数 

省级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增在孵企业与省级大学科技园新增在孵企业数之和，单位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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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9 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之比 

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单位为%。按公式（B.19）计算。 

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之比=
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100% ... (B.19) 

B.40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无量纲。按公式（B.20）计算。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B.20) 

B.41 单位 GDP能耗 

能源消费总量与GDP之比，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按公式（B.21）计算。 

 单位GDP能耗=
能源消费总量

GDP
 ............................... (B.21) 

B.42 PM2.5年平均浓度 

城市在一个完整的自然年内每日PM2.5浓度的算术平均值。 

B.43 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额 

实际使用外资额与常住人口数之比，单位为美元/人。按公式（B.22）计算。 

 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额=
实际使用外资额

常住人口数
 ........................... (B.22) 

B.44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被调查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被调查居民数之比，单位为万元/人。按公式（B.23）计算。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被调查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

被调查居民数
 ....................... (B.23) 

B.45 GDP 增长率 

GDP增长额与上一年度GDP之比，单位为%。按公式（B.24）计算。 

 GDP增长率=
本年度GDP−上一年度GDP

上一年度GDP
×100%  ....................... (B.24) 

B.46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单位为%。按公式（B.25）计算。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 100% ......... (B.25) 

B.47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数字经济增加值与GDP之比，单位为%。按公式（B.2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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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
数字经济增加值

GDP
× 100% .................... (B.26) 

B.48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与GDP之比，单位为%。按公式（B.27）计算。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

GDP
× 100% ............... (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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