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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时限为 1988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包括北京市新技术

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3个时期。

二、本书记述范围包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海淀园、昌平

园、顺义园、大兴—亦庄园、房山园、通州园、东城园、西城园、朝阳园、

丰台园、石景山园、门头沟园、平谷园、怀柔园、密云园、延庆园 16 个

园区，以及上述政策区范围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

三、本书正文按编年体进行编写，即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历史事

实，一事一条，插图也以时为序进行编排。书中 16 个园区的次序，依据

2012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同意调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

模和布局的批复》所列各园顺序排列。

四、本书主要包括创新创业生态、创新成果、发展数据等 3 类内容，

采用客观准确、述而不论的方式记述。

五、本书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或使用简称。

六、本书统计数据采用北京市统计局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公布的数据，其中 2017 年数据为初步统计数。个别年份由于统计口径原

因，统计数据与正文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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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中关村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关村园区成立

3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关村 5 周年。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关村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成就。

中关村是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从高校院所科技人员“下海”创办企业起步，

中关村经历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三个发展阶段。经过 30 年的发展，中关村已经成为我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创业

中心。2013年9月，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在中关村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中关村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面向未来，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进军。

中关村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这 30 年，中关村始终把握时代脉搏，解

放思想，敢为人先，引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方向。在这里诞生了我国科技创新史上的

多个第一：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自然人与外商合资的企业、第一家

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第一家无形资本占注册资本 100% 的企业、第一个科技园区条例

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打破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束缚，中关村大力推进

科技成果“三权”、鼓励创新创业税收、股权激励、科研经费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新三板等重大改革试点，10多项试点政策取得经验后已推广至全国。

中关村是我国原始创新策源地和自主创新主阵地。这 30 年，中关村面向世界科



·2·

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积极抢占科技经济竞争制高点。

以中科院、清华、北大等为代表的高校院所勇于攀登世界科技高峰，载人航天、深海

探测、量子通信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中关村集聚了以联想、百度、京东、小米、

京东方、滴滴出行等为代表的 2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先后产生了汉字激光照排、超级

计算机、人工智能芯片、无人驾驶平台、石墨烯应用、液态金属电子增材制造等一大

批国际前沿创新成果，打造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

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2017 年企业总收

入超过了 5.1 万亿元，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8 万件，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经济

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

中关村是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的引领者。这 30 年，中关村注重传承创新文化，坚

持创新治理理念，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这里不仅聚集了人才、技术、资本、信息

等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建立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而且活跃着 500 多家产业联

盟、协会商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形成了创新联合治理格局。中关村以求

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产业报国的奉献精神，

吸引越来越多怀抱创新创业梦想的人到这里圆梦。

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启示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

现代化经济体系做出了重大部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关村在实施国家战略、落

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深化先行先试改革等方面肩负的使命更

加光荣。面向未来，中关村不仅是北京的中关村，而且是全国的中关村，也将是世界

的中关村，要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发挥好政策引领、产业引领、

区域引领作用，实现高端化、国际化、特色化、生态化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关村管委会组织编纂了这部《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30 年大事记

（1988—2017）》，以这种形式，记录这段历史，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加快

把中关村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提供强大动力，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新贡献。

谨向为中关村创新发展做出辛勤努力的人们致敬！

本书编委会

2018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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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十六园概况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产物。

1978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使得中关村地区广大科技人员感受到“春天”的来临，燃起科技报国的激情。从那

时起，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陈春先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人员走出科研院所和高

等院校，创办民营高科技企业（通称“下海”），形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中关村地区不断涌现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得到党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力支持。

1988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

条例》。《暂行条例》规定，“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区划出 100 平方公

里左右的区域，建立外向型、开放型的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在北京市新技术产

业开发试验区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暂行条例》所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

由此，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

1999 年 6 月，国务院对科技部、北京市政府报送的《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

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做出《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

原则同意关于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意见和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规划。同

年 8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



2006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通过审核的 20 家国家级开发区的面积，调整

后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总面积为 23252.29 公顷。

2009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批复》，明确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新定位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目标是成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并同意在中关村示范区实施股权激励、科技金融改革

创新等试点工作。中关村成为全国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2 年 10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调整中关村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根据国务院

批复，中关村示范区空间规模调整为 488 平方公里，形成包括海淀园、昌平园、顺义

园、大兴—亦庄园、房山园、通州园、东城园、西城园、朝阳园、丰台园、石景山园、

门头沟园、平谷园、怀柔园、密云园、延庆园 16 个园区的“一区十六园”发展格局。

2013 年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在中关村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关村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

一面旗帜，面向未来，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2015 年 10 月，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中关村示范区举行，为

中关村示范区的创新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30 年来，中关村示范区的建设和发展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中央、

国务院先后多次做出重大决策部署。中关村示范区在国务院“1+6”系列先行先试政

策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专项改革试点支持下，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化，涌现出

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孵化器，催生出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了“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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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园

1988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在海淀区成立，成

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占地面积 1.33 万公顷。1999 年 6 月，

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同年8月，海淀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

2004 年 4 月，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2009 年 4 月，市政府批

复同意在海淀园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

复同意，海淀园规划占地面积增至 1.74 万公顷，占中关村“一区十六园”的 1/3。同年，

海淀园管委会与海淀区科委合署办公，为海淀区政府统一领导协调海淀园建设管理工

作和区科技工作提供支撑。2014 年 3 月，海淀园管委会获批加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核心区管理委员会的牌子，启用“两个合署、七块牌子”的“大部门”机构

管理模式。

海淀园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及中国科学院

等研究机构；拥有专业园区 10个，大学科技园 21 家；拥有以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8900 余家，独角

兽企业数量达 37 家；上市和新三板挂牌企业 500 余家。在创新创业生态方面，已初

中关村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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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 93 家国家级众创空间、105 家市级众创空间、67 家创新型孵化器、150 家集

中办公区的创业服务体系，总孵化面积达 260 万平方米，形成由集中办公区、创新型

孵化器、创客小镇、专业园区等不同载体构成的能够满足创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需求

的双创生态体系。

海淀园聚焦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立足原始创新策源地和自主创新主阵地的功能定

位，全力以赴推进创新生态提升和新型城市形态构建，努力挖掘释放内生动力，向率

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城迈进。园区产业发展战略重点为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和下一代互联网、空间与地理信息、集成电路设计、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

环保及文化与科技融合等“6+1”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实施产业领航、创新聚变、

创业光合、创想圆梦、全球联动五大工程，建立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重点企业动

态监测和服务、园区乡镇联动服务、产业有序转移与共享、楼宇经济投资促进五大机

制，全面建设具有竞争力的政策环

境、值得企业信赖的法治环境、包

容创新的人文环境三大软环境，增

强核心区创新发展吸引力。

海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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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园

1991 年 11 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昌平园区成立；

1999 年 6 月纳入中关村科技园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

2009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成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昌平园。

昌平园的政策范围区历经数次调整，起初空间规模为 11.48 平方

公里。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昌平园政策区空间规模为

51.4 平方公里，涉及 29 宗地块，由昌平园中心区、未来科技城、生

命科学园、国家工程技术创新基地等重点功能区组成，形成医药健康、

节能环保、先进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五大支柱产业。

昌平园中心区聚集了产业链条比较完善、发展态势最稳健的医药

健康产业，覆盖了研发、创新药物、医疗器械等各个方面，包括诺华

制药、乐普医疗、品驰医疗等领军企业和科技型创新企业。未来科技

昌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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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位于昌平区东南部，入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等 15 家央企。生命科学园作为国内生物技术高端研发创新能力最强

的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聚集了北大国际医院、北医健康产业园等医

疗机构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生物

芯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院所等。国家工程技术创新基地

位于园区南部，以新材料、新能源、重大装备等高新技术研发为主。

经过 20 余年发展，昌平园营造了比较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入园

企业数量由建园初期的 90 余家发展到 4100 余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突破 1000 家，涵盖新能源、节能环保、新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

拥有上市企业 19 家，新三板企业 72 家；18 个国家级科研机构，11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1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分站，3 家创新实践基地

工作站，3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企业孵化环境不断改善，园区有大学

科技园、海创园、孵化器等创业机构 42 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4 家，

并开创了全国首家双创社区——“回 +”双创社区。

未来科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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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园

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顺义园成立。2013 年 2 月，

园区获授牌。2014 年 8月，顺义园管理委员会成立。

顺义园包括顺义区航空产业园、空港创意产业园、北京北方新

辉新兴产业基地、临空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实创高新技术产业

园等 9个区域。

顺义园是首都“三城一区”主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主

要承接地，是中关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产城融合

的东北部特色增长极，是顺义区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培育和推进

“高精尖”产业的核心载体、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和中国制造“2025”

示范区的动力引擎。园区总体规划面积 1207.7 公顷，高端制造产

业基础雄厚，入驻企业达 1900 余家，中关村高新企业 200 余家。

入驻园区企业可叠加享受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顺

义区的政策优惠。

顺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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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园依托首都航空中心核心区的国际枢纽优势和毗邻“三

城”核心区域的位置优势，聚焦发展新能源智能汽车、第三代

半导体、航空航天三大创新型产业集群，积极培育生物医药大

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两大战略新兴产业，力争到 2020 年创新

型产业集群形成一定规模，为北京市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三城

一区”主平台建设增添新动力、储备新动能。

顺义园拥有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应用联合创新基地、智能

新能源汽车生态产业示范区、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地、北京市

高端数控机床产业创新基地、中关村医学工程健康产业化基地、

中传文创研发产业基地、航天 502 所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北京

航空高技术创业孵化与中试服务基地等科研创新基地，特别是

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与产业联盟、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中国研究院落户园区。

第三代半导体应用创新中心及孵化基地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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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亦庄园

大兴—亦庄园由大兴园和亦庄园组成。1999 年 6 月，市政府决定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 700 公顷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亦庄科技园”，同时享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政策。2000 年，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决定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亦庄园管委会合署办公。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

大兴—亦庄园总面积为 9827.07 公顷。2015 年 12 月，大兴—亦庄园管委会成立。

2006 年 5 月 30 日，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大兴园前身）揭牌成立，面积为

963 公顷。大兴园包括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新能源汽车产

业基地、军民结合产业基地等四大产业基地。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以生物医药为主

导产业，重点构建“1+4+2”的特色产业格局，即医药研发及检验机构形成的核心板

块，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创新化药、医疗器械四大主体板块，“大健康”、动物疫苗

及动物用药两大拓展板块。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分为北区和南区以及星光影视园、多

维创新园、北京时尚体育公园、北普陀影视园 4 个园，主要发展新媒体、数字出版印

大兴—亦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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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现代服务等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主要以汽车零部件与新能源汽车为支柱产

业。军民结合产业基地 2011 年成立，被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军

民结合）”，重点发展总部经济、高端研发。

亦庄园位于京津塘高速公路和城市五环路与六环路之间，拥有“八横八纵”的

路网格局、多种交通方式，连接各重要经济区域和交通枢纽的道路畅通，总里程超

过 3000 公里 ；基础设施完备、配套服务设施齐全，建有完整的供电网络、供水管网、

污水处理系统等，实现“十通一平”。亦庄园已形成包括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车

制造、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新能源新材料、军民结合、文化创意三大新兴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科技创新服务业、都市产业三大支撑产业在内的十大高端、高效、高

辐射产业集群；拥有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等各领域的知名企业，在大尺寸集成电路

生产、移动通信产品研发与制造等方面领先国内同行业水平；拥有国家级、市级研发

机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等各级各类研发机构。2007年，市政府批复《亦

庄新城规划（2005—2020 年）》，明确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功能区的亦庄新城是

北京东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和重点发展的新城之一。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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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园

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房山园正式被纳入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房山园由北京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

北京良乡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东区和西区、海聚工程产业基地 5 个重点功能

区域共 21 个地块组成，规划占地面积 1572.97 公顷。

北京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位于房山区燕房卫星城东部，重点发展石墨

烯、碳纳米管等前沿新材料产业，八亿时空液晶显示材料、石墨烯种子园

等重点项目入驻基地。

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位于房山区窦店镇，重点发展现代交通产业，大

力培育以医工交叉为特色的医药健康及智能制造产业，长安汽车研究院、

天仁道和高铁摩擦材料、中关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二期等一批重点项目

正在建设。

房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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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乡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东区位于房山区“三大城市组团”的长阳良

乡组团的东部，包括长阳科技园和良乡高教园。长阳科技园已有中国核

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央企入驻。良乡高教园区依托

北京理工大学等 5 所高等院校的教育资源和人才智力优势，搭建多个创

新创业高端服务平台，促进高精尖研发成果的落地转化。

良乡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西区位于房山区“三大城市组团”的长阳良

乡组团的西部，包括良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北京西南良乡物流基地。良

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分布有医药健康、仪器仪表、软件信息等行业。

西南良乡物流基地已有天洋蜂巢国际知识经济创新示范区、中融安全印

务生产基地、京煤集团总部基地等项目入驻。

海聚工程产业基地重点围绕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领域发展，北京飞

航吉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

房山园规划重点发展现代交通产业、新材料产业；积极培育医药健

康产业和智能装备产业；同时，大力发展包括科技金融、信息通信、文

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努力将房山园打造为支撑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的创新转型发展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特色创新型产业集聚区

和京保石协同创新的枢纽节点。

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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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园

2006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公告》（〔2006〕第 3 号）批准通州光机电

一体化产业基地、通州环保产业园区纳入中关村科技园区政策区范围，规划占地面积

1450 公顷。同年 5 月，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授牌，通州园管理委员会成立。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通州园将通州经济开发区的东区、西区、南区，永乐

经济开发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国际医疗服务区，环渤海总部基地，运河核心区等 8

个分园纳入中关村示范区政策区范围，规划占地面积 3434.46 公顷。

通州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成立于 2001 年，重点打造总部经济、中小企业创新

集群与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金桥科技产业基地始建于 2002 年，其前身为通州环保

产业园，重点打造以集成电路为主导，以能源环保、生物医药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通州经济开发区西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和以航空零部件为特色的装备制造，培育发展

以商务服务和科技服务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东区着重打造以汽车零部件为主导，

通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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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电网装备、生物医药为支撑的产业体系；南区重点发展新材料特色产业，培育

发展生物医药、专用装备制造产业。永乐经济开发区重点打造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基

地和通州区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国际种业科技园重点发展种业研发交易和种业总部

经济，打造研、育、繁、推、展、销一体化产业链协同创新示范区和农业种业政策创

新试点区。国际医疗服务区是补充基本医疗、提供高端医疗健康服务、健全医疗产业

发展体系的医疗产业聚集区。环渤海高端总部基地以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为目标，重点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形成城业共兴的创新创

业新城。运河核心区重点发展商务服务，配套发展金融服务。

通州园已建立起信息服务平台、就业服务平台、人才培训基地和融资绿色通道，

实现企业网上申报、政府网上办公、政企时时互动的服务模式，通过提供全方位、高

质量、高效率的服务，降低企业商务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助力企业发展。

通州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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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园

2006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公告》（〔2006〕第 3 号），审核确定中关村

科技园区雍和园面积 300 公顷，主要产业为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光机电一体

化产业。同年 7月 31 日，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成立。

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东城园在原雍和园的基础上调整建立，总规

划占地面积为 603.33 公顷。2014 年 3 月，东城园管理委员会成立。

东城园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古都风貌，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5 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7 处、保护院落 4 处，形成了文化艺术、新闻出版、艺术品交易、

旅游休闲、广告会展、数字版权、移动互联网等７个文化科技融合领域的聚集区。园

内有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基地、国家版权贸易基地、龙潭湖国家级体育产

业示范基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北京市新兴产业金融功能区、中关村现代

服务业创新发展区、北京市总部经济聚集区等 7 个基地；形成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

东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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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移动公司等企业为代表的东二环总部经济产业带，以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

的和平里现代服务业新区，以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为代表的北二环文化和科技融合

发展的数字内容产业带，以体育总局及其下属企业为核心的龙潭湖体育产业园区，以

创新创意企业集聚为特色的胡同里的创意工厂等。

东城园拥有良好的创业环境和便捷的交通等服务环境。版权交易中心、红马传媒

票务、春秋永乐票务、中演票务、国际剧院联盟等 5个公共技术和服务平台初步建成；

拥有以光线传媒、长江传媒为代表的影视传媒板块，以中文在线为代表的数字出版板

块，以保利拍卖、嘉德拍卖为代表的艺术品交易板块，以歌华文化、保利文化为代表

的文化演艺板块等 4 个特色板块；集聚了北京文化科技融资担保、华章东信等一批文

化金融企业，创立了国内第一支版权私募基金“北京中关村新媒体版权基金”，设立

了国内第一个文化担保公司“北京国华文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了第一个人民

币影视文化投资基金“一壹影视基金”。东城园按照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整合化、

低碳化的要求，鼓励发展科技水平高、经济贡献大、从业人员少、能耗水耗低、环境

污染小的产业和企业；借力“互联网 +”，推动科技创新与传统产业提升深度融合，提

升实体经济创新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77文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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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园

2001 年 6 月，经科技部批准，中关村科技园德胜科技苑成立。2002 年 3 月 29

日更名为德胜科技园。同年 5 月开园，占地面积 290 公顷。2006 年 1 月，经国家发

展改革委审核，德胜园面积增至 564 公顷，分为德外地区与西外地区两个部分。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西城园（含原德胜园）占地面积扩大至约 1000 公顷，

包括德胜地区、北展地区和广安地区 3个区域，涉及 11 个街道办事处。

西城园利用西城区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定位，以及其强大的金融、信息、科技、教

育等资源优势，为园区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园区拥有中国工程院、中国航空

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建筑大学等 60 余家科研院所及高

等院校，100 余个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国家工业设计

中心，10 个北京市设计创新中心。园区有 120 余家收入亿元以上重点企业，80 余家

上市和挂牌企业，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有研

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洛可可国际品牌策划（北京）有限公司等一批成长性好、

品质高的行业领军企业在园区发展壮大。

西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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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园文化底蕴深厚，公共服务资源优质，成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沃土。西城

区的“北京设计”特色品质和品牌内涵显著，是北京“设计之都”核心区。诞生于西

城园的中国设计最高奖“红星奖”，是全球参赛作品最多、参与国家和地区广泛的国

际性重要大奖，已成为设计产业国际化、高端化发展的重要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首个“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落户园区，国际国内创意设计领域重大活动

丰富，创意设计文化氛围浓厚。西城园拥有全国唯一的综合性出版园——中国北京出

版创意产业园区，内容服务能力强、影视后期制作亮点突出。出版园创作精品图书达

1 万余部，累计近 400 部作品获得国家和北京市级文化及出版领域重要奖项，签约了

千余名国内外知名作家，出版发行和互联网平台服务收入超过 100 亿元。园区凭借设

计创意、内容服务、新媒体等产业发展中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首批国家级文

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经过多年的发展，西城园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以设计研发、内容创意、

科技金融、智慧城市为特色，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产业总部化、服务化、

高端化、融合化特色鲜明，科技产业蓬勃发展。

设计之都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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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园

朝阳园的前身是电子城科技园。1999 年 1 月，经科技部批准，电子城科技园

1050 公顷的区域范围纳入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政策区范围。2001 年

6 月，望京新兴产业区约 300 公顷土地调入政策区。2006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公告》（〔2006〕第 3号），公布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五批通过审核的国家级开

发区名单。在该《公告》中，审核确定中关村科技园区电子城总面积为 1680 公顷，其

中集中新建区面积 584 公顷。主要产业为电子信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新材料

产业。2007 年 6 月，朝阳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关于核定电子城管委会机构编制问

题的通知》。《通知》明确，将电子城管委会调整为负责电子城科技园规划、建设、管理

等行政职能的区政府派出机构。2012年 10月，经国务院批复，电子城科技园总面积增

加至 1809公顷，同时垡头中心区与电子城科技园合并成立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总

面积 2610.18 公顷，包括电子城东区、电子城西区、电子城北区、健翔园、望京地区和

垡头中心区。2014年 4月，朝阳园管委会在电子城管委会的基础上挂牌成立。2015年

8月，朝阳区垡头科技商务区管委会撤销，其主要职能和行政编制划入朝阳园管委会。

电子城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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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城东区地处酒仙桥地区，规划占地面积 630 公顷，是市政府批复的老工业基

地改造试验区，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区，吸引和培育一

批像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BB 集团等国际知名的电子信息领军企业，北

京 798 艺术区、北京时尚设计广场两大文化创意产业园也坐落其中；西区规划占地面

积 202 公顷，是国际电子通信总部及研发中心的聚集地，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等世界

500 强企业聚集此地；北区规划占地面积 338 公顷，重点打造中国“移动谷”，为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提供新的承载空间，是电子城的“未来之星”。健翔园规划占地面积

388 公顷，辖区内分布着中科院等 12 个科研院所和 10 个重点实验室，为国际科技活

动和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服务平台。望京地区规划面积 252 公顷，其中核心区大望

京科技商务创新区定位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商务中心，并于 2017 年 9 月获“北

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称号；大望京创新区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商务创新区和

创新创业集聚地，集聚阿里巴巴北方营运总部等 100 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与北区一

并列入朝阳区十大发展基地，成为电子城“三新”产业高地的延伸和支撑。垡头中心

区规划面积 801 公顷，将构建以现代总部商务服务、文化旅游休闲服务、战略性新兴

产业为重点的总部商务基地。

望京科技园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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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园

丰台园是中关村最早的“一区三园”之一，1991 年 11 月批准成立，

1992 年 6 月正式启动建设，1994 年 4 月被批准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

1996 年成为全国首批向 APEC 开放的科技工业园之一。2002 年在全国率

先提出发展总部经济，并为发展总部经济量身打造了全国第一个总部基地项

目。经过 20 余年发展，丰台园已经成为丰台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首都重

要的产业功能区和高技术创新基地，全国知名的央企、民企总部聚集区。

2012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调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

局后，丰台园总规划面积由原有 818 公顷调整为 1763 公顷，由东区、西区

Ｉ、西区Ⅱ、科技孵化一条街和扩区后的丽泽地块、永定河北区、永定河南区、

二七车辆厂、二七机车厂、首钢二通产业园、应急救援地块共 11 个区块组成。

东区一期总用地面积 131 公顷，主要入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一批以管理、研发、生产为主体的重点企业，成为集企业研发、总部管理、

中试制造为一体的产业化基地；东区二期总用地面积 165 公顷，采用组团

式大项目建设，拥有总部基地、汉威科技园、总部国际等重点项目，吸引中

丰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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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龙钢铁控股有限公司等一批重点总部型企业入驻，成为园区发展总部经

济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其总部基地是丰台园“东扩西进”开发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东区三期总用地面积 181 公顷，是北京西南地区面积最大的一片

待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用地，整体定位为高新技术服务总部区。西区Ｉ规划用

地面积约 130 公顷，西区Ⅱ用地面积为 217 公顷，均处于待开发阶段。科

技孵化一条街主要是对原有楼宇的整合拓展，以北京国际企业孵化中心（IBI）

为品牌，建立了有 18 家孵化器成员单位、23 栋孵化楼宇共 30 万平方米的

孵化器网络，组成了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合作形式多样化、管理服务专业

化的孵化网络。

丰台园不断优化“高精尖”经济结构，持续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重

点打造轨道交通和军民融合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重点培育电子信息、生物

与新医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新材料等百亿级产业集群。

丰台园总部基地

丰台园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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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园

2006 年 1 月，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石景山园纳入中关

村科技园区，规划面积 345 公顷。8 月，石景山园获授牌。园区

位于石景山区中部，分为北一区、北二区和南区 3 个区域。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石景山园规划面积增至 1334.39

公顷，增加西部拓展区、首钢改造区、银河商务区、永定河绿色

发展带商务区、五里坨西部发展预留用地等 17 个区域。

石景山园重点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创意及科技服务等新兴高

端产业，努力建设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以科技和文化融合

发展的数字娱乐产业为特色，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国

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中国电子竞技运动发展中心、国

家动画产业基地等先后落户石景山园。

以趣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娱乐互动门户企业，以华

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影视文化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工

石景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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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北京保险产业园、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等一批重大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初步形成以网络游戏、影视动漫、数字媒体和

设计产业互为支撑的发展格局，引导支撑高端绿色产业快速发展。

园区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产业，九一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

司等企业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与金融业务融合，开创“信息

科技 + 金融创新”模式。

石景山园积极改善园区创新创业环境，形成由区科委、园区管

委会、区知识产权局合署办公的工作机制，推动园区建设；建立健

全“特色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发展＋创新激励”四位一体的园区

发展政策体系；建立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实施“绿色通道”服务、“金

桥工程”“园区讲堂”等一系列园区品牌服务；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

实施“金种子计划”“明星计划”“小巨人计划”等扶持项目，形成

从创新研发、创业发展到产业集聚的良好功能布局。

北京保险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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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园

门头沟园前身为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始建于 1992 年 1 月，位于门头沟区新城

南部，占地面积 188.96 公顷，2000 年经市政府批准为市级开发区。2012 年 10 月，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划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定名为中

关村示范区门头沟园。2013 年 5 月，门头沟园获授牌。

门头沟园距天安门 25 公里，北有阜石路、南临莲石路，长安街西延线、磁悬浮

列车 S1 线贯穿园区。园区毗邻永定河，“三河一带”相间，交通便捷、山水融城、配

套完善、宜居宜业。

经过 20 余年发展，门头沟园拥有驻地企业 160 余家，注册企业 1.9 万余家，其

中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170 余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总目标下，

门头沟园围绕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与中关村核心区紧密融合形成

创新创业发展带，明确了互联网、智能制造、医药健康、节能环保“一主三辅”的主

导产业，着力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目前已形成以京西创客工场、洪源广业智造

工坊、华悦大厦为载体的互联网、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以德山 M-Lab 为载体的医药

门头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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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产业集群以及以利德衡绿创空间为载体的节能环保产业集群。除精雕科技等知名

存量企业外，在互联网领域集聚了以芯盾时代、江泰保险、智慧云测等为代表的互联

网金融科技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集聚了以遨博科技、九星智元等为代表的机器人企

业，以七芯中创、集创北方等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以夏禾科技等为代表的现

代显示材料技术企业；在医药研发领域集聚了以沙东生物、兰岩科技等为代表的医药

和医疗器械企业。

门头沟园具有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在软环境方面，通过落实“门创 30 条”“高

精尖 19 条”政策，重点实施“创新创业门头沟”7个行动计划，为园区企业提供多级

叠加的政策服务体系；通过成立京西互联网 + 创投、京西医药、京西大健康、京西华

软智能制造四支产业投资基金，为企业跨越技术产品化前“死亡谷”提供金融支持；

着力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成立发展顾问委员会，积极为高端人才提供全方位服

务保障。在硬环境上，园区积极推动科技载体建设，6 个新建总部大厦 23.5 万平方米

投入运营，在建总部大厦约 26.1 万平方米。园区环境不断优化，景观提升工程有序实

施，平安和谐园区初步建成，莲石湖西路、桥园路、美安路景观环境焕然一新，高压

走廊绿地公园全面完工，成为科技园区的亮丽风景。

创客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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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园

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平谷园成立。2013 年 2 月，平谷园获授牌。

平谷园位于北京市东北部，京津冀三省市交会处，区位优势明显，是环渤海经济圈的

重要节点。园区规划面积 508 公顷，包括北京马坊工业园区、北京兴谷经济开发区、

峪口新能源产业基地、北京市平谷区马坊物流基地园区共 4个园区 7块地域。

平谷园立足区域功能定位，秉承“一产做精、二产做强、三产做优”的工作思路，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通用航空、高端食品与健康、现代物流和电子商务、休闲

健康等为主导产业，形成以中关村科研成果转化基地、首都通用航空产业基地、京东

大健康产业基地、特色生态型总部基地为核心的各大产业集群，电子商务和口岸融合

发展等。其中，兴谷开发区主要以仪器仪表、通用航空、健康食品等为重点产业；马

坊工业园区以生物医药、新能源、现代制造为主导产业；峪口产业基地尚处于由二产

平谷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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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三产转型发展阶段；马坊物流基地主要分为口岸功能区、电子商务园、御马坊国际

物流中心、物流总部。

平谷园在建设创新创业配套环境方面，通过营造优质的产业化服务环境，承接北

京城区的优质产业资源外移。兴谷、马坊和物流积极建设创业孵化器，努力在孵化器

中培育适合平谷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智慧生态园区建设方面，园区重点完善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将“互联网 +”和循环经济理念融入园区发展建设，鼓励企业开展

生态化、循环化设计和改造，支持企业利用现有条件发展生物质能发电、危险废弃物

处置等循环经济。建立节能减排问责制，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园区综合评价

体系。同时，依托北京平谷国际陆港口岸功能区建设（物流基地商品交流展示、综合

物流等功能设施），深化与天津港、唐山港的合作，加快建立港口和基地一体化管理

体制，建成服务京津冀地区的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利用通关通检一体化契机，提高服

务京津冀物流配送能力，以特色口岸经济拉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周边区县在冷链物

流、加工配送等方面开展合作，建设物流协作示范区。为打造特色口岸，建立面向国

内外市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奠定坚实基础。

北京兴谷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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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园

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以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

主园区为核心的 711.01 公顷土地面积被纳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2013 年 3 月，中关村示范区怀柔园获授牌。

怀柔园位于雁栖湖畔，包括核心区西区、中区、南区以及北

区 1~4 区共 7 块区域。西、中、南区面积 662.5 公顷，北区面积

48.5 公顷，分属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区及创新基地用地。

怀柔园重点发展以特色新材料为主的纳米科技产业、以专业

技术研发为重点的科技服务业、以云计算和物联网为重点的数字

信息产业。纳米科技产业园由市科委与怀柔区政府共同打造，主

要涵盖纳米领域共性技术研发、科技成果孵化、成果落地转化、

产业化支撑服务四大功能，致力于纳米科技在能源、电子、环境、

怀柔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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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四大领域的应用。2013 年，产业园被科技部评定为“国家纳米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产业园现有 48 个纳米项目入驻，包括纳米发电机、

超顺排碳纳米管、绿色打印印刷等前沿科技项目。科技服务产业重点发展

研发和设计服务、创业及产业化服务以及科技咨询服务，聚集中科院部分

科研机构、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等一大批科技服务资源。数字信息产

业主要以中科院网络中心为代表，大力培育并加快发展云计算应用、物联

网关键技术、大型数据中心、数字内容等服务业态，目标是建成特色鲜明、

创新能力极强、产业配套完善、具备国内竞争力的数据信息服务基地。网

络中心的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项目如期完成一期建设，全部建成后将实现

院市共建千万亿次级计算机的超级计算环境，同时还是北京同城信息化设

施的重要备份中心、国家域名顶级节点同城灾备中心，将成为面向科研信

息化与区域信息化需求服务的平台。

怀柔园市政基础设施全面实现“十通一平”，建有变电站、水厂、热

力中心、银行等配套设施，顶秀美泉小镇等生活配套设施等。

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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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园

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示范区密云园成立。2013

年 5 月，密云园获授牌。密云园包括密云经济开发区 A、B、C 部分地块

和生态商务区 3个地块，共 6个区域，总规划占地面积 1000.81 公顷。

1992 年 5 月，经市政府批准，密云县工业开发区成立，位于密云县城

西南部。2000 年，升级为市级开发区；2006 年 12 月，经国家发展改革

委验收，更名为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2007 年，成为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

共建基地。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开发利用面积 1255 公顷，全面实现“九

通一平”。现已初步形成以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万都（北京）汽车底盘

系统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汽车及零部件，以今麦郎饮品（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伊利集团北京乳品厂为代表的食品饮料，以北京康辰药业有限公司为代表

的生物医药，以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电子设备及电气机械

制造等四大主导产业，并提出了打造“三区三园一基地”的总体规划，即

打造大健康产业聚集区，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打造高端智能制造产业聚

集区，建设军民融合产业园；打造节能环保产业聚集区，建设水科技产业

园；打造智能出行产业基地，促进现有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教育部、科技部、

密云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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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市政府相继批准建立中国高校科技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北京绿水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基地、北京高新技术成果孵化基地、北京汽车零

部件产业基地、北京数字信息产业基地。

2010 年 10 月，密云生态商务区成立，位于密云城区南端，总规划面积 694 公顷。

2011 年 5 月，市政府专题会议审议通过《密云生态商务区的概念性规划》，其定位是

立足北京、面向国际，建设绿色低碳生态特色总部基地，打造首都乃至全国首屈一指

的“山水商务、田园总部”。商务区一期包括A、B、C 3 个地块，先期启动北区A地

块开发建设。京郊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密云万

象汇正式运营，绿地朗山国际健康产业园项目一、

二期（总建筑面积 39 万平方米）完成工程总量的

85%，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先后入驻。密

云生态商务区先后被市商务委授予首批“北京市

总部经济发展新区”，被市规划委授予“北京市绿

色生态试点区”。

2015年 11月，密云园被中关村管委会授予“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色产业孵化平台”。12

月，通过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环保局审核验收，

被认定为第一批“北京市生态工业园区”。

密云园企业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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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园

201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示范区延庆园成立。园

区规划面积 491.2 公顷。2013 年 4 月，延庆园获授牌。2014 年 5 月，

延庆园管理委员会成立。

延庆园位于延庆区域内，与河北省交界，毗邻京包铁路、京藏高速

等多条重要交通干道，是北京市辐射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包括北京八

达岭经济开发区、北京延庆经济开发区、康庄产业园，初步形成了“一

园多基地”的空间布局。八达岭经济开发区 1992 年 8 月经市政府批准

成立，2009 年 6 月被认定为“北京市新能源产业基地”，2012 年被认

定为市第三批生态工业试点园区。园内实现道路、供水、排水等“九通

一平”，先后引进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风电叶片研发中心

等一大批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逐步形成风电产业、光伏产业、智能电

网产业、生物质能产业、节能环保产业集群。延庆经济开发区 1992 年

8 月经市政府批准成立，2006 年通过 ISO14001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成为第四批通过发展改革委审核的市级开发区。园内实现“八通一平”，

延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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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文时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九龙制药有限公司等多家知名企业入驻，形成

以纺织服装、生物医药、绿色食品产业为特色的三大产业聚集区。康庄产业基地依托

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和新能源基地，实施整体运作、联动开发，一批重点项目实施建设，

着重开发和引进总部经济。

延庆园空间资源较为丰富，未开发利用空间 271 公顷，且多数土地集中连片、开

阔平坦，有利于高端产业资源的聚集发展。园区基础设施完备，生态环境优美，配套

服务设施齐全。2016 年 10 月，北京八达岭经济开发区管理中心和北京延庆经济开发

区管理中心整合成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延庆园服务中心。

延庆园坚持以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为核心，努力构建绿色“高精尖”经济结构，绿

色产业聚集效应初显。大力发展冰雪体育、园艺产业，西诺花卉种业公司已入驻；提

升科技服务、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智慧服务业水平，安心财险公司等入驻园区；

完善研发创新、高端制造、创新服务等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产业发展

特色，增强产业示范应用效应，强化延庆园的产业竞争力、创新力和带动力，将延庆

园建设成为产业高端、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绿色产业尖端区、生态科技融合区，成

为以节能环保创新为主导的中关村创新分中心。

延庆园企业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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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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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4日，联想集团

推出中国第一台586微机

1988年，联想式汉字

微机系统LX-PC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988年，北京中科三环

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钕铁

硼永磁合金”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

1995年5月，北京瀛海威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在白石桥路口竖起中

国第一则互联网路牌广告



·38·

 “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获

199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997年10月，曙光公司

推出中国第一台机群架构超

级服务器——曙光1000A

1997年9月，金山软件公

司推出国内第一个在Windows
平台下运行的中文处理软

件——WPS 97

1995年5月，北京市新技术

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颁发的

《重点骨干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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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北京汉王科技

有限公司的“汉王形变连笔的手

写识别方法与系统”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电子

有限公司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光一号”

芯片

1999年9月，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研制成功“神威Ⅰ”系统

2003年12月9日，联想集团

推出全球第一款无线关联投影机

TDW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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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北京云电

英纳超导电缆有限公司研制

出中国第一组超导电缆系统

2004年1月，清华大学、同方威

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一种车

载移动式集装箱检查系统”成果获

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05年，有研半导体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6英寸重掺

砷硅单晶及抛光片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

2006年4月，同方威视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世界首

创的液体安全检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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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4日，北京市人民政

府、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颁发

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型试点企

业》牌匾

2006年12月16日，联想集

团与航天科工集团研发的北京

奥运会火炬外形与燃烧系统结

合的火炬样品通过验收

2006年9月28日，北京

北方微电子公司等研制的

“100nm高密度等离子体刻

蚀机和大角度离子注入机”

通过国家验收

2006年8月28日，北京

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人用

禽流感疫苗Ι期临床研究结

果正式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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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北京意锐新创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中国国家

二维条码——汉信码被确定为

国家标准

2007年9月13日，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推出自主研发的“全球第一片智能存

储卡”

2007年，碧水源公司

研制的生物反应器用于国家

大剧院水处理系统

2008年6月13日，清华大学研

制的“反恐移动式轿车垂直透视

安检系统”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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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爱国者公司为“神舟七

号”卫星研制的航天存储录音产品

2008年11月，北京中科大洋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推出首款

国产Red BridgeⅢ高清视音频处

理板卡

2008年9月3日，汉

王科技公司推出的首款5
英寸“电纸书”

2008年11月，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曙光5000A跻身世界超级计算机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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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仁创科技有限

公司的“生态砂基透水砖”铺设

在北京奥运场地

2008年12月4日，联想集

团推出国内第一个实际性能突

破每秒百万亿次的异构机群系

统——深腾7000

2008年，首创纳米公司

研制的奥运工程的钢结构纳

米防护液用于国家体育馆

2009年5月19日，德

清源沼气发电厂被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

金会联合授予“全球大型

沼气发电技术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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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7日，爱国者公

司推出一款全新高清手持视频

播放终端——电影本

2009年9月3日，北京科

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制的

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盼尔来福.1”获得药品批

准文号

2010年8月9日，由华锐风电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的34台3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

中国第一个国家海上风电示范工

程——上海东海大桥10万千瓦海

上风电场投入运行

2010年9月25日，北京北斗星通

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国内首

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系统

多频率卫星导航高性能SoC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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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日，中国

航天集团研制的“长征三号

丙”运载火箭，将第六颗北

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

2011年5月18日，精进电

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研发

的“新能源汽车用电机”在第

1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

览会展出

2011年6月29日，京东方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第8.5代
生产线投产

2011年8月16日，北京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推出

国内首款双核1.5G手机——

小米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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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1日，国家并行计算

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神威蓝

光计算机通过验收

2012年2月，北京太尔时

代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桌面级

3D打印机上市

2012年4月，北京机科发展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非接触感应供电式

AGV”亮相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2012年1月12日，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

大学研发的世界上首支重组戊型肝炎疫苗——益可宁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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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5日，由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第

16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用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长征三

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2012年8月，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伦敦奥运会、残

奥会开闭幕式提供数字影像服务（2009年3月，水晶石成功中

标伦敦奥运会、残奥会官方数字图像服务供应商）

2012年5月29日，拉卡拉

支付有限公司推出拉卡拉手机

刷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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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5日，

曙光公司研制成功国内

首款高密度微服务器曙

光TC4600M

2012年，北京碧

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成功高效节能增强

型中空纤维膜生物反应

器组器

2013年8月，清华

大学与北京品驰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联合研

制成功的双通道可充

电脑起搏器获准上市

2012年10月29日，北京云

电英纳超导电缆有限公司研制

的220千伏超导限流器并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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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北京神雾

环境能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研制成功氢气

竖炉中试装置

2013年，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

有限公司研制成功“28nm成套工艺”

2013年11月，北京普罗吉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

研发的“Hsp90α定量检测试剂盒”

获国家第三类医疗器械证书，并通

过欧盟认证

2013年9月，安诺优达

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研制成功无创肿瘤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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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百度在线

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推出“大数据引擎（百

度大脑核心技术）”

2014年4月，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发成功首台全自动液态金属个人

电子电路打印机

2014年11月14日，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研制的新能源纯电动

汽车EV200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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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6日，北京

碳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中国首款石墨烯节能改进

剂——碳威问世

2015年8月6日，北京积水潭医院

运用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单位研发的脊柱外科手术机器人

完成首例基于三维影像的机器人辅助

脊柱胸腰段骨折微创手术

2015年7月，芯视

界（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研制出高性能微型量

子点光谱仪

2015年5月，北京中航

智科技有限公司推出共轴双

旋翼TD220无人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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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北京科

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发

的预防用生物制品Ⅰ类新

药——肠道病毒71型灭活

疫苗获得批件

2015年11月，北京康力

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发

布类人型智能商业服务机器

人优友U05

2015年12月16日，中国

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完成的“京沪高速铁路工

程”项目获2015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015年12月10日，北

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的百度无人驾驶汽车首次

实现城市、环路及高速道路

混合路况下的全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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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北京

中科寒武纪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成功世界首款商

用深度学习专用处理

器——寒武纪-1A

2016年6月，达闼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推出META
智能导盲机器人

2016年2月，中科院

化学所研制成功纳米材料

绿色打印机

2015年12月，零度智控

（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推出植保无人机守护者－Z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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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遨博（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的工业机器人

2016年10月19日，北京

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发布首款基于人眼工作原理

的Foveacam

2016年9月，北京京东

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

无人配送车

2016年11月，由北京天智

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

的国内首个骨科机器人导航定

位系统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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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年3月1 0日，京东方宣布，研制

出5英寸主动式电致量子点发光显示产品

（AMQLED）

2017年2月，摩拜和ofo共享单

车先后进入新加坡

2017年2月，北京松果电子有限

公司研发成功“澎湃S1”芯片

2017年2月21日，北京碳

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发布我国首

款石墨烯锂离子5号充电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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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年9月2日，B O E
（京东方）全球首款数字艺术

馆——BOE画屏获2017年柏林

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IFA
产品技术创新奖”

2017年12月20日，北

京地平线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发布首款面向智能摄像

头的旭日（Sunrise）1.0处
理器

2017年3月，驭势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推出

无人驾驶观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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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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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总收入及增长率统计图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收入 17.0 25.0 37.0 60.0 100.0 142.8 219.5 297.4 407.0 687.0 1049.0 1434.7 1964.8 2363.8 2891.9 3718.3 4872.9 6744.7 9035.7 10222.4 13004.6 15940.2 19646.0 25025.0 30497.4 36057.6 40809.4 46047.6 51157.9

增速 21.4 47.1 48.0 62.2 66.7 42.8 53.7 35.5 36.9 68.8 52.7 36.8 36.9 20.3 22.3 28.6 31.1 38.3 34.0 13.1 27.2 22.6 23.2 27.4 21.9 18.2 13.2 12.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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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利润总额及增长率统计图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利润总额 1.7 3.5 5.0 8.7 8.0 12.4 14.3 22.0 25.6 67.5 101.5 111.9 109.8 177.6 256.5 321.0 434.4 786.2 726.3 1122.4 1298.9 1533.9 1788.6 2264.8 3031.5 3404.9 3732.5 4670.8

增速 88.9 105.9 42.9 74.0 -8.0 55.0 15.3 53.8 16.4 163.7 50.4 10.2 -1.9 61.7 44.4 25.1 35.3 81.0 -7.6 54.5 15.7 18.1 16.6 26.6 33.9 12.3 9.6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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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实缴税费及增长率统计图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实缴税费 0.7 1.2 1.5 2.3 3.6 4.8 7.4 9.4 11.9 21.3 40.8 55.6 88.4 104.2 120.5 143.9 171.4 242.3 436.0 504.0 658.7 767.2 925.8 1445.8 1506.6 1857.6 2035.7 2314.1 2593.9

增速 40.0 71.4 25.0 53.3 56.5 33.3 54.2 27.0 26.6 79.0 91.5 36.3 59.0 17.9 15.6 19.4 19.1 41.4 79.9 15.6 30.7 16.5 20.7 56.2 4.2 23.3 9.6 13.7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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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总收入占全国高新区比重统计图

42.4 

26.0 

17.7 
15.1 14.4 

12.9 12.0 
14.2 15.5 15.6 16.5 15.4 

13.8 13.5 14.2 15.6 16.4 15.5 16.5 
15.0 14.7 15.1 15.3 15.9 16.1 16.7 16.8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年度

1989—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出口总额及增长率统计图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出口总额 0.3 0.4 0.5 0.7 1.1 1.3 2.3 2.5 3.0 6.5 9.6 18.2 28.1 26.4 33.3 54.8 94.9 137.3 197.1 207.4 208.2 227.4 237.3 261.7 336.2 337.3 299.4 257.9 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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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增加值及占北京市比重统计图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增加值 29.2 42.3 61.9 97.6 122.1 157.0 226.1 326.0 455.7 519.0 608.0 760.9 954.9 1285.8 1569.9 1934.1 2263.7 2615.1 3111.0 3647.5 4316.3 4954.8 5518.7 6560.5 7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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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实缴税费占全国高新区比重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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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净利润占全国高新区比重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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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期末从业人员 1.0 1.5 3.1 6.9 10.8 11.3 12.0 12.5 13.5 17.3 24.3 29.3 36.1 40.6 48.3 58.4 68.1 79.2 89.9 94.1 106.2 115.8 138.5 158.6 189.9 201.0 230.8 248.3 254.5
同比增速 50.0 106.7 122.6 56.5 4.6 6.2 4.2 8.0 28.1 40.5 20.6 23.2 12.5 19.0 20.9 16.6 16.3 13.5 4.7 12.9 9.0 19.6 14.5 19.7 5.9 14.8 7.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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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期末从业人员及增长率统计图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专利申请量 871 1273 2370 2650 2525 4607 5570 6967 16547 14668 14806 21866 28159 37782 43793 60603 69217 73838
专利授权量 550 706 890 1279 1398 1409 2022 3046 4305 6362 8834 12587 15407 20991 22960 34946 36336 4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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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统计图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万人拥有发明专利申请量 11.9 27.8 26.2 26.6 48.8 49.3 55.2 136.4 85.8 78.8 92.4 109.6 118.5 131.4 164.0 165.7 171.7
万人拥有发明专利授权量 1.4 1.1 3.8 5.8 5.9 9.3 12.2 19.5 24.2 25.0 36.0 38.6 34.9 38.4 55.5 59.5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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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万人拥有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统计图



大事记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时期

（1988 年 5 月—1999 年 5 月）

1988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暂行条例》，并同意，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在

海淀区划出 100 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设立北京市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

试验区成立。5 月 20 日，北京市政府印发《北

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1994 年

4 月，国家科委批准将丰台园、昌平园纳入试验

区政策区范围。1999 年 1 月，经国家科委批准，

试验区区域再次调整，将北京电子城、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一部分纳入试验区政策区范围。北京

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形成包括海淀园、丰台

园、昌平园、电子城、亦庄园“一区五园”的空

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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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99          1999—2009          2009—2017

1988年 

1 月

6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在中南海召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

家座谈会，听取 12 家科技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

15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国家工商总局、劳动

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农业银行、外经贸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电子工

业部等部门座谈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的政策环境问题。

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和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负责同志

谈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的思路，提出了“着眼于推动”的指导原则，形成了包

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本情况分析，电子一条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关

村科技型企业类型分析，中关村科技型企业运行机制研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发展的环境因素研究，企业文化的探索，中关村科技型企业的结构规模及效益

分析，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的收益分配，中关村的模式研究，知识分子状况调

查共 10份分报告和 26 份案例。

24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召开联合调查组负责人会议，讨论中关村

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统一思想，确定基调。

3 月

2 日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做出批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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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大事记（1988—2017）30年

示 ：“这篇调查报告很值得一读。建议印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其中第一、第二

部分是讲情况和经验。第三部分是把中关村作为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

试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此事可以议一下。第四部分是讲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

经验中，启迪我们如何解决科技与生产结合的一些思路，这部分提出了一些很

重要的观点，很值得重视。”

7 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会议一致赞成《“中关

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同意建立中关村科技工业园区。在中

关村试办高技术产业园的问题，授权北京市全权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

称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和财政、税务、银行等有关部门要大

力支持，一路绿灯；由北京市政府（简称市政府）组织拟订有关条例报请国务

院批准后实施。

12 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

对“自筹经费、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四自原则”给予极大肯定，

并把中央领导对调查报告的批示采用编者按的形式公布。

25 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第 14 次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北京市新技术

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草案）》。

29 日 市政府向国务院上报《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草

案）》。

5 月

10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的批复》

（国函〔1988〕74 号），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同意

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在海淀区境内划出 100 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设立北京市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20 日 市政府正式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这是中

国第一个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地方行政法规。

24 日 海淀区政府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刊登《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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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试验区招聘工作人员启事》，面向全市公开招聘 50名工作人员。

30 日 市政府印发《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新技术企业核定暂行

办法》。《暂行办法》对试验区内新技术企业的核定、新技术及其产品的范围等

做了规定，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同时实施。

是月 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研究生陈炬完成人类干扰素基因在植物中的表达。

这是第一次实现人的基因在植物中表达，也是第一例产生人体蛋白的转化植株。

6 月

15 日 市政府印发《〈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规定了试验区的范围：以海淀区中关村为中心，东至德清路、前屯

东路，西至农大路、万泉河路、京密引水渠、玉泉路，北至西三旗路、东北旺路，

南至新开渠以北的地区。另外还有 200 公顷的永丰中试基地。同时还规定：北

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是海淀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全面负责办

理《暂行条例》和本办法以及有关试验区各项管理规定实施中的具体工作。

27 日 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海淀区政府：试验区办公室为副

区级，行政编制为 30 人，所需经费由海淀区区财政包干解决。试验区办公室的

主要职能是对试验区的发展进行全面规划并组织实施，对新技术企业进行协调、

服务、管理和引导。试验区办公室内设行政联络部、企业发展管理部、工商所、

税务所和财务审计所。

是月 北京市中关村审计事务所成立。

是月 清华大学机电系殷志强用“磁控溅射渐变铝—氮／铝太阳选择性吸

收涂层”专利技术与中关村先锋公司合作，成立了北京华业电子工程公司，生

产全玻璃真空太阳能集热管及热水器。

6 月—7 月 中共北京市委公开招聘首届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

室主任。在 4 名应聘者中，原北京市医药总公司副总经理胡昭广被选聘为主任。

主任确定后，海淀区政府公开招聘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及以下工作人员。在

1500 余名应聘者中，通过平等竞争、优化组合、择优录用的原则，选聘胡定淮、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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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红、赵凤桐 3 人为副主任，选聘郑建中为副总工程师，选聘科级以下工作

人员 56 人。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招聘国家行政工作人员。

7 月

1 日 由清华大学投资 150 万元组建的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的宗旨是把清华的科研成果转变为生产力。

4 日 由市政府牵头，由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防科工委、中科院、海淀

区政府等单位参加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协调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

次会议。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任协调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中

科院秘书长胡启恒、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部副部长陈达植、国家教委秘书长朱

育理任协调委员会副主任。会议决定设立试验区启动资金，由协调委员会成员

单位各出资 200 万元。

8 月

5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宣布第

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试验区办公室正式对外办公。

6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在北京展览馆大剧场召开《北京

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条例》宣讲大会。

30 日 北京华海新技术联合开发公司研制的“华海 HCS-I 型多功能微机

核子秤”获北京市标准计量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31 日 信通公司董事会向全体公司员工宣布股份制改造方案，改造的方向

是把信通公司从单一的国家持股，向国家、集体、个人复合型股份公司转变，

并首次在公司内部发放个人股份。

8 月—10 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研究制定了《北京市新

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1989—2000 年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提出试验区

发展战略：依靠智力密集优势，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把试验区建成科、教、产结合，技、工、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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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开放型新技术开发区，并且在首都产业结构调整、科研文教事业的发

展和服务设施的社会化方面发挥明显作用。

9 月

1 日 市政府印发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租赁、买卖管理暂行办

法》开始施行。

8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召开首批新技术企业核定发证大

会。大会对 118 家企业颁发《新技术企业证书》。

是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接收原由海淀区政府领导的中关村电

子一条街上的十大公司，并负责指导管理。

是日 中国软件技术公司推出第一个商品化的英汉全文机器翻译系统——

译星 1.0 版，这是中国第一套英汉翻译软件。

14 日 由《科技日报》和中国新科技创业投资公司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科

技实业家创业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

王洪德、王永民等 5人获首届金奖。

是月 通过招标、公证机关公证等合法程序，科海公司承包了海淀区建筑

工程公司，开创了民营企业承包国营企业的先例。

10 月

4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集体、个体科技机构管理的补充规定》。《补充规定》

明确集体、个体科技机构的名称冠以“北京”或“北京市”字样的，须经所在区、

县科委审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市科委）批准后，按国家规定到所

在地的区、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注册登记，享受税收优惠待遇；技术性收

入占总收入中的比例连续 3 年低于 20% 的，不得享受集体、个体科技机构的优

惠待遇。

15 日 市政府第 16 次常务会讨论通过在北京图书馆北侧空地建设科技贸

易中心的计划。这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第一座专门为高新技术企业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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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发展空间不足的建筑。

16 日 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谢家麟等完成中国第一座高能加

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首次对撞成功。（该成果获 1990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4 日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并

看望了参加工程建设的代表。邓小平发表讲话说：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

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仅要搞加速器，还要

参与其他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11 月

5 日 中科院 1989 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一院两制”的建

院模式。院长周光召说：“一院两制的基本含义是改变中国科学院只搞研究的模

式，逐步在全院建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所，同时在技术开发方面形成一

批具有国际上有影响的、产品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技术型的外向型企业和公司。”

11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召开第 14 次常务会议，对试

验区徽记进行审定。徽记图案是一颗卫星围绕画有经纬线的地球运行，含义是

试验区要走向世界。

是月 信通公司与美国一家公司合作开发、生产出 ST-286 高档微机。《计

算机世界》将 ST-286 微机中标列为 1988 年中国计算机界十件大事之一。

12 月

1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新技术及其产品认定的原则和细目

（第一期）》开始实施。

14 日 中科院科仪厂技术服务公司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试制成功第一代 68型

核爆炸观测数据自动显示记录仪，填补了国内该项空白。

20 日 北京大学数学系和遥感研究所研制成功的地理图像数据库系统

“System-W”通过鉴定。该系统在图像数据库管理系统 PRIDBMS的基础上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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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并配有初步的地形图自动理解功能，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是月 清华大学校园网采用胡道元教授从加拿大 UBC 大学引进的采用

X400 协议的电子邮件软件包，通过 X.25 网与加拿大 UBC 大学相连，开通了

电子邮件应用功能。

是年 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推出方正系统——新Ⅳ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并正式命名为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

是年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的“联想

式汉字微机系统 LX-PC”、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钕铁硼永磁

合金”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是年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创办的北京康拓科技开发公司成立，主要从事

自动控制、计算机应用、精密光学仪器、特殊工艺加工等。这是中关村首家军

转民的高科技公司。

是年 长城计算机公司推出中国首台 386 微机——长城 386 微机。

1988 年 a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527 家，其中全民企业

132 家、集体企业 320 家、联营企业 64 家、三资企业 11 家 ；技工贸总收入

14 亿元，上缴税费 5120 万元，创汇 1000 万美元，工业总产值 4.8 亿元（现价，

下同）。

a 统计数据均为年末统计数，下同。

1988



72

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大事记（1988—2017）30年

1989年

3 月

2 日—6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北京市新技术、

新产品洽谈会。试验区21家企业共23个摊位参加洽谈，签订合同金额300万美元。

是月 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成立。该中心是北京地区第一家科技企业

孵化器。

4 月

12 日 海淀区工商局批准设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工商所，负责

办理试验区内新技术企业的开业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

5 月

10 日　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听取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工作汇报时，充分肯定新技术企业的“四自原则”和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依托、

技工贸一体化的经营方针，要求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北京市新技术产业

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规定的 18 条政策。

是日 由郑建国、刘卡利创办的北京利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它是北

京市第一家由私人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30日 北京长城钛金技术联合开发公司向美国出口第一台TG-8离子镀膜机。

是月 清华大学吴佑寿、丁晓青领导的汉字识别研究组推出我国最早的印

刷文本识别系统产品——清华 OCR（TH-OCR）试用版。作为中国第一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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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印刷汉字识别系统的汉字OCR产品，首次推向市场。

6 月

12 日 海淀区政府印发《海淀区科技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是月 华讯集团冲破非邮电企业不准经营电信业务的规定，在北京开办首

家民营寻呼业务。

是月 北大方正王志东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实用化Windows3.0 汉化软件。

7 月

14 日—23 日 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北京市新技

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 82 家企业 500 余项高技术产品参加展览洽谈，并与国内

1988家客户签订价值541万元的产品，意向订购价值1.5亿元，创汇400万美元。

是月 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推出中国第一支 21 型平面直角管，

并建成 1条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年产 50多万支彩色显像管。

8 月

25 日 中共海淀区委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企业工作委员会成立。

26 日 中国国家计算与网络设施（简称 NCFC，国内称为“中关村地区教

育与科研示范网”）启动建设。NCFC 主要目标是为中关村地区建成一个骨干网

络，将中科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接起来，提供高性能的网络服务设施及

超级计算机应用。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创业服务中心成立（后更名为“中关

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

9 月

5 日 北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试验成功中国第一块激光印字机视频控制

卡 1.0。

1989



74

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大事记（1988—2017）30年

25 日 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远望楼召开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国庆献礼

大会。大会推选出 26 家民办科技实业，展示 80多项献礼的高新技术产品。

是月 金山软件股份公司香港金山公司求伯君开发成功国内第一套中文文

字处理软件WPS1.0。

11 月

11 日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王大中等研制的“5 兆瓦低温核供热

试验堆”临界启动运行成功。（该成果获 199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7 日 由北京广播器材厂研制的中国第一部速调管 UHF10kWTVU411 型

彩色电视发射机通过部级设计生产定型，填补了中国速调管电视发射机的空白。

18 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中国北京同仁堂公司的“同仁堂”

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受到国家特别保护。中国北京同仁堂公司成为北京市新

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最早获此荣誉的企业。

是月 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科技园区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北京市新技术

产业开发试验区被正式接纳为该国际组织的成员。

12 月

13 日 太极计算机公司的“金融终端系统 TFS-9000”通过部级鉴定，该

项成果填补了中国金融终端系统的空白。

14 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公司更名为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

并在京举行成立大会。

是月 北京大学王选主持的华光 IV 型精密照排系统通过机电部鉴定。

是年 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出中国第一台大型 C 形臂 X 射

线机，并开发出快速换片机、电影小片机等基于屏焦系统即第一代 X 线放射技

术的介入治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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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度 a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2 项、二等奖 8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7项。

1989 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850 家，其中全民企业

225 家、集体企业 472 家、联营企业 117 家、三资企业 36 家；技工贸总收入

17.8 亿元，实现利润 8900 万元，上缴税费 7391 万元，创汇 3430 万美元，工

业总产值 5.5 亿元。

1990年

1 月

10 日 位于海淀区五道口的华海大楼建成，这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

验区第一家拥有自己房产的企业。

2 月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第一家私营企业——北京用友电子财

务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4 月

20 日 北京市科委印发 《关于发布〈清理整顿新技术企业型公司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通知对试验区内各类科技型公司按照撤销、保留、合并或改办等

a 各类奖项均按获奖的第一完成单位计算，下同。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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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整顿。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在海淀镇东南角黄庄路口设立《生命，

献给新技术开拓者》雕塑。雕塑造型为生物遗传基因（DNA）双螺旋模型形象。

5 月

4 日 市政府在海淀区永丰乡召开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永丰基地规

划建设现场办公会。会议原则同意在永丰乡规划和建设试验区基地。

17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召开成立两周年总结表彰大会，13 家

优秀新技术企业、17 项科技成果和 60项拳头产品受到表彰。

7 月

19 日 中科院、国家科委、经济日报社、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

公室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联想走向世界”报告会。

28 日—29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在河北兴隆召开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试验区“八五”发展规划；提出了“大开发区发展战略”，即充分

利用各地优势发展壮大北京试验区。

8 月

24 日 国家科委与市政府在北京香山饭店为驻华外交官举办介绍北京市新

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消夏招待会，21 个国家的 40余名外交官出席。

10 月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制定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

发试验区“八五”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正式出台。该《规划》提出到 1995 年，

试验区技工贸总收入50亿元、实现利税6亿元、出口创汇1.4亿美元等发展目标。

是月 方正集团开发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在洛杉矶国际招标中战胜日本

NEC 和北美Morpho 公司一举中标，进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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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驻深圳办事处成立。这是试验区为发展

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设立的第一个窗口。

23 日 由北京市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市科委、市科协和北京市新技术产

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联合举办的庆祝北京市民办科技实业创业 10 周年暨首届

“科技之光”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8 日 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钱天白代表中国在 SRI-NIC（Inter 

NIC 的前身）首次注册了中国的顶级域名 CN。从此，中国在国际互联网上有了

自己的身份标识。

12 月

10 日 北京市税务局发出《关于印发〈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新技

术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这项制度统一了园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财务制

度，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可实行税后利润“五、三、二”比例的分配原则，即企

业税后利润按照 50% 为生产发展基金、30% 为职工福利基金、20% 为职工奖

励基金。

是日 北京市税务局印发《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企业会计制度》

的通知。

12 日 联想集团柳传志、四通集团段永基、长城钛金公司王殿儒、海通公

司蒋大年、华海公司冯忠潜、康拓公司秦革、高立电脑公司吴妙琳、华夏所陈

春先和北京天然化妆品研究所戴晓钟获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

20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

21 日 市政府第 29 次常务会议讨论了关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的发展与改革问题。会议同意：建立丰台科技园区、昌平科技园区，以弥补海

淀建成区空间不足的问题，与海淀试验区相互呼应，实现优势互补。凡在科技

园区范围内搞新技术产业项目开发，经过认定，享受《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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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暂行条例》规定的优惠政策。

是月 四通集团在北京饭店召开大会，庆祝四通 MS-2401 打字机销售突

破 10万台，销售额 12 亿元。

是月 长城计算机公司在北京正式发布第一台国产 486 微机 GW486/25，

并开发了国内第一块ASIC 专用芯片。

是年 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石元春等完成“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

理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该成果获 199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是年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杜延龄等完成“土质防渗体高土

石坝研究”。该项成果主要包括揭示和测定筑坝材料和坝基软弱夹层工程性质的

新概念、方法和设备。（该成果获 199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是年 联想集团首台联想微机投放市场。联想集团由一个进口电脑产品代

理商转变成为拥有自己品牌的电脑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

是年 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推出首张“方正汉卡”和报纸远程卫星版面传

输系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运用卫星以整个版面描述信息的方式，即时向海外

传递信息。

1990 年度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单位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项、一等奖 3项。

1990 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974 家，其中全民企业

249 家、集体企业 528 家、联营企业 127 家、三资企业 70 家；技工贸总收入

25 亿元，实现利润 1.7 亿元，上缴税费 1.2 亿元，创汇 4200 万美元，工业总产

值 8.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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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1 月

17 日 市政府在海淀区东北旺乡上地村召开 26 个有关单位参加的现场办

公会，决定建设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

3 月

是月 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北大方正集团公司王选等完成“北大方正

电子出版系统”（即方正 91 型系统）。该系统由排版输出系统和新闻综合业务处

理网络系统组成。排版系统由几十个通用或专用的排版软件组成，在软件设计上，

采用了许多先进的技术措施，其整体功能和水平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成为在国内外使用最为普及的中文排版软件系统。（该成果获 1995 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5 月

6 日—7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与国务院研究室、市政府

研究室共同举办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战略研讨会。北京市新技术产业

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在会上提出，新技术企业应坚持“六自原则”，即自筹资金、

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11 日 由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筹资建设的中国第一家高新技术产

品交易市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科技贸易中心开业典礼在中关村

南部（白石桥路西）举行。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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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后更名为中关村

高新技术企业协会）成立。

24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视察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参

观科技贸易中心。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提出“四个突破一个保证”的

工作目标：一是在产业规模形成上要有所突破，二是在依靠和带动地方经济发

展上要有所突破，三是在外向型经济形成上要有所突破，四是在科学管理上要

有所突破；同时，要加强和完善技术产业的保证体系。

是月 北京长峰广播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研制成功第一套“SW1003/4I

型短波发射机”。

6 月

是月 方正集团推出远程通讯传版系统。新系统在《科技日报》成功使用，

实现了电子出版系统网络化、稿件处理计算机化、黑白图文输入一体化、资料

管理自动化和远程传版数字化。

8 月

8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第二届聘期工作人员公开招聘结

束，各受聘人员上岗。胡昭广任办公室主任，王思红、王向明、王晓龙、钟振

楼为副主任。

是月 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推出彩色电子出版系统，这是世界首套图文合

一、整页输出的中文彩色电子出版系统。

9 月

27 日 中科院计算所等单位赵仁昌等完成“KJ8920 石油地质勘探油田开

发大型数据处理系统”。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独立、完整、配有丰富石油应用软

件的大型数据处理系统。（该成果获 199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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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正式启用“方正”作为电子出版系统的产品商标。

10 月

12 日 经国家科委、市政府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上地信息

产业基地建设开工。上地基地规划面积 170 公顷（后调整为 181 公顷），是我国

第一个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集研发、生产、经营、培训、服务为一体的综

合性高科技园区。

18 日 国家科委、国家体制改革委把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列为全

国 5家综合改革试点开发区之一。

11 月

9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丰台园

区、昌平园区的通知》，决定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丰台园区和北京

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昌平园区，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组成部

分。划定：以昌平卫星城南侧为中心，4000 公顷左右的区域为昌平园区的范围；

以丰台镇为中心，5000 公顷左右的区域为丰台园区的范围。

12 月

8 日 由长城集团投资的中关村电子配套市场开业。该市场是中关村第一家

经营计算机板卡与配套设备的市场，是中关村元器件市场的起源。

是月 联想集团推出第一代中文激光打印加速卡 LXLJ，并广泛应用于中国

市场上的激光打印机中。

是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提出了“十大建筑”项目：科

技贸易中心大楼、新技术产业 1 号楼、清华科技开发楼、中关村海关大楼、新

技术产业 6号楼、四通大厦、泛太科技大厦、慧光大厦、中科大厦、中宜大厦。

是年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倪光南等完成“联想 EISA486/50 微机及测

1991



82

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大事记（1988—2017）30年

试系统”。该微机采用自行研制开发的包括主机板、扩展卡和 1 微米 2 万门超级

大规模集成电路 ASIC 专用芯片及微机支撑软件等先进的开发手段和工艺技术，

具有速度快、集成度高等特点。（该成果获199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是年 中国普天公司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数

字程控交换机——HJD04。该交换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扭转了中国电信网现

代化建设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是年 中国普天公司引进美国摩托罗拉移动通信制造技术，成为摩托罗拉

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合作伙伴，建成中国第一条手机生产线，填补了中国移动

通信产品生产的空白。

是年 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组建中国方圆标志认证中心，是中关村第一家

认证服务机构，也是北京市第一家认证机构。

是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制定了新技术企业会计规则，

统一了试验区内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 39 种会计报表，实施统一的企业

核算制度。这些规则经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认可，在新技术企业中施行。

是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从税收返回款中拨出 500 万元建立扶

植新技术企业的财政周转金。

1991 年度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4项。

1991 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1343 家，其中全民企业

338 家、集体企业 707 家、联营企业 158 家、三资企业 140 家；技工贸总收入

37 亿元，实现利润 3.5 亿元，上缴税费 1.5 亿元，创汇 4500 万美元，工业总产

值 1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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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1 月

10 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第 39 次法纪联席会议。会议认为：“试验区的工

作带有试验的性质。这是改革的试验。要研究新的办法，既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又保证它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对当前试验区出现的‘国内买断’

等问题，要具体分析，划清界限：对国内配套无法解决、需要购置进口关键零

部件用于开发企业自己的高科技产品，采取‘国内买断’的做法，不能作为违

规问题对待；对有意购买走私物品直接用于倒卖的，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严肃查处。”

是日 由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等单位完成的“熊猫集成电路 CAD 系统”

在京通过国家鉴定，标志着我国已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开发大型高水平的应用软

件系统，并使我国集成电路设计工具的研发技术迈上一个新台阶。（该成果获

199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是日 信通集团公司董事会、海淀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科院高技术

企业局三方商定，自即日起，信通集团公司由科海高技术集团公司“接管”。

21 日 《澳门日报》率先使用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研制的“北大方正彩色激

光照排系统”。

2 月

1 日 北京大学在世界上首次研制成功掺锡碳 -60 超导体。这种新型超导

体的起始转变温度为 37K。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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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 海淀区政府在北安河乡召开山后各乡和清华大学科技协作会，确定

“学研产”协作形式。

20 日 市科委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高新技术及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和

《北京市高新技术及产品认定办法（试行）》。

3 月

12 日 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成立。该公司为具有一级土地开发资质

的专业公司，负责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土地开发和经营。

14 日 国家科委、国家体制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

试验区进行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复函》，批准北京市新

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单位，并原

则同意《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关于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的综合配套

改革试点方案》。

26 日 市政府召开“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新

闻发布会”。副市长陆宇澄代表市政府宣布，将占地 180 公顷的上地信息产业基

地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土地主管部门出让给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实创

公司有权实施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获权转让的土地使用期限为 50 年。实创

总公司成为北京市第一家采用有偿方式获得 50 年期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一级

开发商。

是日 实创总公司、四通集团公司、时代公司、北大新技术公司、大庆石

油进出口公司、英斯泰克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机电部六所科新技术开发公

司等 8 家企业签署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这 8 家企业成为首批有偿获得土

地使用权的、进驻上地基地进行自用生产经营用房建设的企业。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驻香港办事处成立。

4 月

23 日 酒仙桥地区 12 家企业厂长联名向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呈送《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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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酒仙桥保税、经济开放区的建议报告》。《报告》在表示脱困振兴决心的同时，

提出建立酒仙桥科工贸金融保税经济开发试验区的具体意见。

下旬 中共海淀区委六届六次全会讨论通过的《1992 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总体设想》提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是海淀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试验

区的改革试点以明晰产权为核心，有步骤地将试验区资产多元化的公司改造为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重新构造，使原先较为模糊的企业资产构

成清晰化；使国有资产、企事业法人资产、集体资产及个人资产得到同等有效

的保护；使所有者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到位，从而使新技术企业内部逐步形成

既有内在动力，又能自我约束的机制。

是月 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独立研制成功“中文之星”平台软件。“中

文之星”是国内推出的第一个同时支持Windows3.0和Windows3.1的中文平台。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启动新技术企业资格复核工作，

按企业成立年限分期分批纳入复核范围，由工商、税务、企管、财审等部门联

合审查其是否仍然符合新技术企业的标准，并据此决定其是否继续享受优惠政

策，复核结果通过试验区报张榜公布。由此，对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实现了动

态管理。

5 月

1 日 《中国科学院技术开发公司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文件明确，“公司实

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公司必须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由院、所投资所形

成的各类资产均为国有资产，其独资公司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

15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

发试验区。江泽民强调：“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加快改革开

放的步伐，尽快使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

有一支优秀的科技队伍，每年都有相当水平的科研成果问世。现在的一个重要

任务是要加快科技成果向产业化的转化。”

是日 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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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试验区丰台园区和昌平园区，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组成部分。

28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召开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

标志试验区的股份制工作拉开序幕。

是月 有研材料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的周旗钢等研制成功国内最大直径为

100 毫米（4 英寸）的区熔硅单晶，填补了国内 64K 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硅

材料的空白。

6 月

4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 4周年大会召开。

15 日 机械电子工业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公室举行我国首次软件著

作权登记证书颁发仪式，向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等 10 个首批受理完毕的软件著作

权人或法定代表颁发证书。北京四通集团公司获中国第一个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成为第一家获得版权登记证书的高新技术企业。

18 日 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其前身是北京电子管厂）成立。其产品主要有

显示器件、软件与系统解决方案等。

是月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陈肇雄为首的课题组研制的“智能型英汉

机器翻译系统 IMT/EC-863”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专家鉴定。用该系统制成世

界上第一台能够翻译整句的袖珍型电子翻译机——“快译通 -863”。（该成果获

199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7 月

1 日 中共昌平县委、县政府举行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昌平园区建

设开工典礼，昌平园区正式进入开发建设时期。

13 日 北京四通集团公司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批准为第一个进

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

18 日 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决定奖励王辑志、倪光南、王选、张承佐、

王文玲等 5名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每人奖励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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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 中共海淀区委召开六届八次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改革开放，

加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试验区中新技术企业具有“四自”的基础，

但产权矛盾较多，急需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决定选出 15 至 20 家企业进行股份

制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进。

9 月

12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根据企业申请，

确定把北京隆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合资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家

试点单位。

18 日 国务院发文（国发〔1992〕123 号）批准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

试验区设立海关。这是全国第一家设立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的处级海

关，海关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关村海关，隶属于北京海关。

11 月

16 日 海淀区政府印发《关于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试行股份合作制的

通知》。《通知》指出：股份合作制由劳动群众自愿结合、自筹资金，以股金形式

投入，实行群众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入股分红

相结合的城乡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规定老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原资产净

值可以全部折为集体股，也可以根据净资产的构成情况划出 20%～ 30%，按企

业职工贡献、岗位职务、工龄等量化到每个职工个人，作为劳动股。

是月 厦门新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关村设立北京新宇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这是第一家外埠大型企业在中关村地区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

12 月

2 日 人事部批准成立中国新时代质量体系认证中心，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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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投资组建。

8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1号产业大楼竣工剪彩。该楼成为北京

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办公地点。

10 日 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软件开发与生产基地扩建工程在

海淀区启动。该基地是我国第一个软件开发和生产基地。

12 日 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成立。

14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北京市海鸿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福道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北京市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第一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

25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信息大道开通。联

想集团等 3 家进驻企业同时投产或试生产，实现了市政府提出的“当年开工，

当年投产”的要求。

是年 北大方正集团公司王选等研制成功通过卫星以页面描述语言形式远

程传版的新技术，被《人民日报》首家采用。新技术通过卫星向全国 22 个城市

传送报纸版面，实现了报纸异地同步不失真的高质量印刷，引发“告别报纸传

真机”的技术革新。

是年 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推出中国第一个自有品牌扫描仪——TH 牌

扫描仪。

是年 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工程完成 3个院校网的建

设，即中科院院网（CASNET，连接了中关村地区 30多个研究所及三里河中科

院院部）、清华大学校园网（TUNET）和北京大学校园网（PUNET）。

是年 联想集团第一个提出了“家用电脑”的概念，并推出联想“1+1”286

家用电脑进入国内市场，开始了家用电脑在国内的风行之路。

是年 北京大洋图像技术公司研制完成国内第一台实时动画录制系统，结

束电脑动画必须逐帧录制的历史。



89

1988—1999          1999—2009          2009—2017

是年 北京大学校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建设北京大学科学园（2000 年更名为

北京大学科技园）的决议，并委托北大资源集团负责建设开发与经营管理。

是年 北京大恒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开发出“大恒通用机械 CAD 软件

HMCAD1.0”，这是针对机械制造及设计行业的通用机械 CAD 系统，是国内第

一批通过国家标准化审查的软件。

1992 年度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单位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 1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6项。

1992 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2442 家，其中外商投资

企业 300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42.8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60 亿元，工业产

值 21.34 亿元，上缴税费 2.31 亿元，创汇 7200 万美元。

1993年

1 月

7 日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 τ 轻子质量精确测量、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的斯坦纳比猜想等被评为“1992 年全国十大科技成就”。

19 日 四通公司与日本松下电工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中国最大的照明电器企

业——北京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

2 月

10 日 海淀区政府批准成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国有资产管理所和

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23 日 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海淀区微宏电脑软件研究所诉北京中科远望技术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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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其开发的“unFox2.1 反编译博士 V2.1”软件侵权案做出判决，判远望

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公开赔礼道歉。这是中国首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

权案。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印发《关于组建无主管部门股

份合作制企业的办法》。

3 月

2 日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租用 AT&T 公司的国际卫星信道接入美国斯

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的 64K 专线正式开通。这条专线是中国部分连

入 Internet 的第一根专线。

12 日 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防科工委在北京联合举

行“国家赋予首批科研院所科技产品对外经营权大会”。对 100 家科研院所的科

研产品授予直接对外经营权，其中包括中科院的高能物理所、电子学所、自动

化所、清华大学等。

是月 中国第一家猎头顾问公司——北京泰来猎头咨询事务所成立。

是月 海淀区政府批转区工商局《关于无主管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

企业登记注册的试行办法》，使无主管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造有章可循。

4 月

6 日 北京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

验区第一家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

是月 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王芹生等开发出我国第一块 8 位单片机电

路——89C51，集成度为 13.2 万个元件，内有 4K×8位的 EEPROM。

是月 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以其经营性资产出资，

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出资 650 万元，银行将部分债务转股，进行股份制改制

而组建的一个混合所有制的新型股份制企业。



91

1988—1999          1999—2009          2009—2017

5 月

15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 5 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展览馆剧

场召开。

是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5 周年成果汇报展在北京图书馆开幕。

展览显示，5 年来，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累计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264

亿元，完成工业销售产值 85 亿元，上缴税金 6.5 亿元，出口创汇 2.6 亿美元；

累计完成高新技术产品项目超过 2700 个，获得国际、国家、部、市级科技成果

奖 500 余项；共有专利 257 项，其中国际专利 9项。

6 月

5 日 昌平园区举行国有土地颁证仪式，由北京市国土局和昌平县政府向

15 家高新技术企业首次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12 日 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印发《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若干问

题的决定》。《决定》充分肯定了民营科技企业“创造了‘自筹资金、自愿组合、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型企业运行机制”“实践了以市场为导向，技工贸一

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技术创新模式”“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26 日 经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北京市技术监督局新技术产业开

发试验区分局成立。

7 月

是月 联想公司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具有直接中文处理能力的激光打印机

LJ3A 通过中科院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该打印机中文打印速度较早期激光打印产

品提高了 10倍。

8 月

9 日 北京市工商局印发 《北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暂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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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法》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可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或法人与自然人发起设立，

并以股份形式投入；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以其全

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企业的股本总额不得少于 3 万元。股东可以用货币

出资，也可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16 日 北京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为北京市新技

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第一家在香港股市挂牌的企业。

9 月

27 日 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科院、北京市科委联合召开“中关村地区

联合分析测试中心成立 5周年”庆祝大会。

28 日 中文平台技术委员会在京成立。该委员会将依照计算机软件技术的

国际潮流，制定中文软件的规范和标准，形成国内软件开发大同盟。这是我国

计算机软件业第一次走向联合。

10 月

22 日 曙光公司李国杰等完成的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用微处理器芯片

（88100 微处理器）构成的全对称紧耦合共享存储多处理机系统（SMP）——曙

光一号共享存储多处理机系统，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技术鉴定。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制定《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

试验区 1994—2000 年发展规划》。《发展规划》提出到 2000 年的发展目标是：

技工贸总收入 700 亿元，工业销售产值 350 亿元；有 1000 个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的拳头产品；拥有 5 个技工贸总收入上百亿元的超大型企业和 20 个过 10 亿

元的大型企业等。

11 月

4 日—6日 联想集团在第 16 届技术交流会上推出中国第一台 586 微机。

13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化学试剂保税中心正式开业，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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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企业、化工部门进口化学试剂周期过长的问题。

21 日 中科院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公布招股书，宣布股票上市，这

是中科院第一家上市的股份制企业。

是月 北京天平会计师事务所（1999 年 6 月 30 日更名为北京天平会计师

事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最早成立的专业

化中介服务机构。

12 月

18 日 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新浪网的前身）成立并建立“董

事会—首席执行官”的管理模式。

31 日 联想公司董事会决定，按中科院 20%、计算所 45%、联想职工 35%

的股权比例分红，1995 年起正式实施。由此，联想公司员工有了 35% 的分红权，

并成立了相应的持股会。

是月 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主干网工程完工，采用高

速光缆和路由器将中科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3个院校网互联。

是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在企业统计工作中开始试行“一

套表”制度。这套表主要包括企业法人的基本情况表，企业经营情况报表，企

业财务状况报表，企业人力资源与劳动收入报表，企业科技活动报表，企业生

产的主要产品报表，企业在科研项目和在开发项目报表，工业企业的原材料、

能源的购进、消费及库存报表，跨区域经济的集团（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全

口径报表等 9张报表。

是年 北京大洋图像技术公司姚威等研制完成中国第一块广播级图形字幕

卡——大洋字幕金卡，这标志着中国字幕机国产化水平达到板卡级，结束了中

国字幕机板卡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是年 北京易宝北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02 年更名为北京拓尔思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的苏东庄等在国内首先开展海量信息的全文检索研究，研制出新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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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信息资料检索系统和人民日报社新闻资料处理系统。

是年 北大方正集团推出第六代产品——方正 93 系统。该系统全面实现了

新闻、出版单位记者采编、稿件处理、资料收集、组版排版、照排联网、版面

远传和新闻资料检索等一整套新闻业务的自动化、网络化处理。

是年 中科院成立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负责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八大系

统之一的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任务的组织管理和工程实施。

1993 年度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5项。

1993 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3769 家，其中外商投资

企业 700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9.2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100 亿元，工业总

产值 33.3 亿元，上缴税费 3.6 亿元，创汇 1.12 亿美元。

1994年

1 月

4 日 北大方正集团举行“方正彩色电子出版系统”新成果发布会，标志着

高档彩色电子出版系统投入实际应用。

6 日 丰台园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后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科技创业

服务中心）成立。

17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与美国海斯·柯利律师事务所

联合召开“中国科技企业海外融资工作国际会议”，拉开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

发试验区海外融资的序幕。

25 日 中共海淀区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三区”目标，即在“两区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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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基础上，到 20 世纪末，把海淀初步建设成为城乡协调发展的高新技术产

业区，环境优美的文教旅游区，繁荣、安定、民主、进步的文明区，使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和改造传统工业都实现重大突破。

28 日 经外贸部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首家中外合资股份制

企业——北京隆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31 日 昌平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成立。

是月 北大方正集团研制的新闻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被《深圳晚报》

首家采用。编辑记者们从采访、写稿、编辑、传送、审定、签发直到组版、发排，

全部实现电脑管理，开启了新闻出版领域“告别纸和笔”的时代。

2 月

14 日 联想集团旗下的香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

是月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与北京玻璃仪器厂共同出资成立“北京清华大

学太阳能电子厂”（1997 年 12 月 29 日改制为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这是国内首家专业化、规模化研究、生产太阳能光热产品的机构。

3 月

12 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复通知》印发，正式批准实施《北京电

子城方案》。该《方案》将占地 1050 公顷的“酒仙桥电子工业基地”正式定名

为“北京电子城”，确定其为边界清楚的独立的规划单位，明确了进行总体调整、

以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工贸并举的发展方向，并确定了推动企业脱困的政策

措施等。

25 日 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视窗操作系统中文外挂平

台——“利方多元系统支撑环境”第一个版本（Win MATE 4.0）。在第四届全

国计算机软件交流交易会上，该系统获Windows 中文环境唯一金奖。

30 日 北京市经委、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联合发文，批准《北京电子城建

设总体规划》。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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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 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工程通过美国 Sprint 公

司连入 Internet 的 64K 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 Internet 的全功能连接，使中

国成为第 71 个与国际直接联网的国家。

25 日 国家科委复函市政府《关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调整区域

范围的复函》，同意在保持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100 平方公里总有效面

积不变的基础上，扣除试验区中无法开发利用的面积，将丰台科技园区、昌平

科技园区各 5 平方公里，调整划入试验区范围。《复函》明确要求，要组建新的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对试验区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统一协调。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推出《扶持重点骨干企业办法》。

5 月

4 日 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建立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专业化软件流通

机构──连邦软件销售连锁组织。连锁销售这一现代商业模式首次在中国软件

业中亮相。

10 日 中共丰台区委、区政府决定，丰台科技园区办公室和富丰总公司实

行政企分开。

是日 联想公司在北京发布联想微机“E 系列”。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

1万元以下的品牌 386 电脑（全配置）。

15 日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国内第一个Web 服务器，推出中国第

一套网页，内容除介绍中国高科技发展外，还有一个栏目叫“Tour in China”，

提供包括新闻、经济、文化、商贸等更为广泛的图文并茂的信息，后改名为《中

国之窗》。

21 日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建成 CN 域名服务器并对中国用户进行

域名注册登记，同时管理和运行中国顶级域名 CN，结束了中国 CN 顶级域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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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一直放在国外的历史。

是月 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开通曙光 BBS 站，这是中国大陆第一

个BBS站。

7 月

9 日 清华大学吴佑寿、丁晓青等完成的“THOCR-94 高性能汉英混排印

刷文本识别系统”通过国家教委组织的技术鉴定。该成果是国内首次推出的汉

英混排印刷文本识别系统。

13 日 新时代质量体系认证中心被中国质量体系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CR）评定认可，成为第一批获得认可资格的认证机构。

15 日 江民公司王江民推出“超级巡警”——中国最早的杀毒软件KV100，

首次提出广谱病毒码的概念，并在《软件报》上公布《反病毒公告》，开创了用

印刷的形式让用户进行手工升级的先河。

是月 兆维集团的子公司北京立德金融设备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开发成功国

内第一台自主研制的立德 I 型（LD-1）穿墙式自动柜员机。

是月 由清华大学等 6 所高校建设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试验网

开通。

8 月

26 日 昌平科技园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是月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向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

司发放通过 ISO 9002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证书。这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

验区最早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

是月 清华大学组建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开始建设清华科技园。

9 月

20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印发《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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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执行〈北京市股份合作企业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实施细则》提出了“在

‘谁投资谁所有’的基本原则下，兼顾创业科技人员及全体职工在资产积累过程

中的贡献”的产权界定原则。

23 日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讨论中关村地区企业的混乱状况。调查发现，

有 55 家公司没有申报缴税、109 家公司已被注销、127 家公司未经工商局年检、

172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找不到，此外还有907家公司根本就没有统计记录。于是，

这次会议就被叫作“空壳企业处理办法专题讨论会”。

26 日 北京市科委等 4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北京市民营科技企业第二届‘科

技之光’颁奖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表彰奖励优秀企业 118 家，

优秀企业家 102 人。

10 月

28日 北京有线电总厂等16家单位共同出资设立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

11 月

9 日 市政府批准新成立的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市政府批准的《北

京电子城方案》中规定的任务，作为经济技术开发与房地产开发主体，推动电

子城的总体改造。

14 日 中科院决定，委托联想集团管理中科院计算所，并在计算所进行企

业化管理的试点。

24 日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管委会和专家委员会第一次联

席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管理办法（试行）》。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计算机互联网络的管理办法。

12 月

9 日 联想集团成立 1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

14 日 中科院北京天文台艾国祥等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架以多通道滤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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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核心的第五代磁像仪——多通道太阳望远镜通过专家鉴定。

16 日 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成立。

23 日 第四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大方

正总裁张玉峰、大恒集团总裁张家林、清华紫光总裁张本正、昌宁集团总裁石

山麟获金奖。

是年 用友公司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批准为新技术企业，享受

税收优惠待遇，这是首家被批准为新技术企业的私营企业。

是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提出“二次创业”的“六化”

发展战略，即到 2000 年要基本实现资本股份化、产业规模化、技术创新化、经

济国际化、融资多元化和管理科学化的目标。

是年 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成立，是国内最早专注于智能卡核心技

术软件及应用系统研究开发的企业。

是年 新奥特硅谷视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郑福双等研制完成国内第一台基

于Windows 的字幕机产品NC8000。

是年 海淀区政府同意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提出的关于建设白石

桥—成府路—上地 10 公里高科技经济带功能控制计划。在沿白石桥至成府路至

上地路线开发建立六大功能区，总用地面积 6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2.8 万平

方米，采取统一规划、单位自建和招商区建相结合的方式以实现规划目标。

1994 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4229 家，其中外商投资

企业 780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42.3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142.8 亿元，工业

总产值 60.2 亿元，上缴税费 4.8 亿元，创汇 1.32 亿美元。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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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2 月

15 日 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在天竺空港工业区与顺义天竺空港工业开

发公司签订协议，建立北京电子城空港科技园区。

21 日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联盟（China Software Alliance）

成立。该联盟由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联想

集团公司、四通集团公司等 12 家企业发起，是一个旨在推进我国软件知识产权

法律保护，打击软件盗版、仿冒、非法拷贝等侵权行为，维护软件权利人合法

权益，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社团组织。

是月 北大方正集团与台湾自立报系签订合同，向自立报系提供北大方正

采编全页组版彩色电脑化系统。

4 月

14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调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区域范围的通

知》。《通知》规定，“调整区域的具体范围为：丰台科技园区东起巴庄子西路，

西至铁路保温段东墙，南起六圈路，北至康辛路、万寿路南延的南四环路（另

含西四环路至丰台北大街到丰益桥止的科技一条街）；昌平科技园区东起军都路、

东沙河，西至京张公路，南起百葛路，北至广阳路”。

5 月

5 日 北京大学南街工程竣工，在海淀路沿北京大学校园南侧一带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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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多米的科技街。

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发

〔1995〕8 号），对民营科技企业再次给予充分肯定，指出：“民营科技企业是

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有生力量，要继续引导和鼓励其健康发展。”《决定》

将民营科技与企业技术开发机构、精干的独立科研机构、重点高等院校和农村

技术服务体系并列为全社会科技进步五大体系。

11 日 曙光信息产业公司李国杰等研制的“曙光 1000”大规模并行机系统

通过国家科委的成果鉴定。“曙光 1000”达到当时国内最高运算速度，实际速

度达到每秒 15.8 亿次。（该成果获 199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5 日 北京瀛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是北京市第一家从事提供计

算机信息商业化服务的企业。

是月 由田溯宁、丁健率在美国创建的 Internet 公司“亚信”公司主体回国，

成立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主要开发自主版权的网络管理和网络应用软件。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向部分企业颁发《重点骨干企业

证书》。

6 月

25 日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万门超级程控交换机——SP30 超

级数字程控交换机通过邮电部鉴定。

30 日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投资兴建的北京信用卡厂在北京上地信息产业

基地奠基。该厂专业设计生产银行卡、校园卡、社保卡、证券卡等各类磁卡、

存储卡、CPU 卡和非接触 IC 卡。

7 月

是月 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成立。该研究院是由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

研究所和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联合成立的，负责方正集团的技术发展研究和新产

品的研制开发，并承担部分基础研究工作。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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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 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成立。该公司主要从事全部校办产业的资产经营运

作和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以及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等。

17 日 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中心环岛雕塑《腾龙升空》揭幕。

24 日 四通利方公司开发的“利方多元系统支撑环境”的 Windows95 版

本 Richwin4.2 不仅解决了西文软件的中文化问题，而且还增强了 Windows95

功能，提供了诸如多内存、输入法、字库、笔式输入、语音等功能。

是月 有研材料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根直径 8 英寸直拉

硅单晶，重达 56 千克。

9 月

12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北京电子城规划区内土地使用问题的通知》，

决定将电子城规划区内土地收入中的出让金和大市政费全额返还北京电子城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国家扶植基金”，用于电子城基础设施建设与滚动发展。

21 日 IBM 中国研究中心在上地基地开业并正式投入运行。这是跨国公司

在中关村地区设立的第一个研究机构。

26 日 由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北京大学等单位完成的国家

“八五”重点科技攻关成果——国产系统软件平台 COSAV1.0 通过验收。该系

统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操作系统。

26 日—28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承办的科技工业与研究园第四

届世界大会暨国际科技园协会年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科技

工业园、研究园与经济发展”。来自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80 名代表出席会议，

共提交论文 183 篇，会议发言 55 人次；国内 40 多个科技园区的代表参加了交

流活动。这是国际科技园区组织成立以来首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大会。

30 日 瀛海威科技有限公司创办的“瀛海威时空”信息内容服务网站开始

试运营。其中，“在线购物”是国内最早开发的网络购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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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4 日 华旭金卡有限责任公司与清华大学等单位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张国产

化的IC卡——中华IC卡在京通过技术鉴定。中华IC卡包括IC卡芯片（HX768）、

IC 卡（HXL768）、IC 卡通用读卡器（HX-DX1、DX2）及其系统，可广泛应

用于交通管理、医疗保险、身份证明、商业零售、电话付费、出租车付费等领域。

17 日 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血脂康胶囊”获得新药证书。

26 日 方正集团研发的第一台方正电脑诞生。

下旬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筹备组成立。筹备组的主

要任务是：在市政府领导下，完成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成立之

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首次获得国家财政拨款 3090 万

元，为新技术企业办理了两年以上的长期贴息贷款。

是月 北京金远见电脑技术有限公司推出首款电子辞典卡片式 CC-

100“文曲星”，实现了时钟、计算、记事、游戏、英汉字典等集成的掌上数码产

品，使电子辞典普及到寻常百姓家庭。

11 月

2 日 中国首台采用 Pentium Pro 芯片的微机——“奔月”在联想集团诞生。

5 日 由亚信公司承建的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 Net）骨干网工程

启动签约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该网络是国内第一个商业化 Internet 骨干网，

是 TCP/TP 互联技术覆盖全国所有省份的大型数据通信网络。（1996 年 1 月，

China Net 全国骨干网建成并正式开通。）

6 日 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颁奖仪式在法国巴黎举行。北大方

正王选获本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

中旬 北京市科委、北京市科协、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在四通大厦召开纪念北京民营科技企业创业 15 周年暨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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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民营科技企业家大会。大会向百名科技实业家颁发“创业奖”。

30 日 由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研制完成的中国第一部语言知识库——现代

汉语语法信息词典通过电子工业部组织的技术鉴定。

是日 联想科技园（大亚湾）板卡基地建成开业。

是月 由中科院半导体所王守觉等研制的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 2000 万次的

数模混合小型神经计算机——“预言神一号”通过中科院和电子工业部的联合

鉴定。该计算机是按照人类和动物大脑结构进行运算的一种崭新的计算机，对

于解决图像识别、文字识别、语音识别等形象思维问题具有特殊的优越性。

12 月

20 日 由清华大学等单位完成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示

范工程”通过国家计委主持的鉴定验收。该网络是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主

实施建设成功的大型计算机网络系统，内含世界多项先进的网络通信及安全管

理等关键技术。

21 日 方正（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首家校办

企业在海外上市的公司。

22 日 中关村海关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落成并正式开关。其监管区域为

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昌平区、丰台区和延庆县（包括北京

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负责监管区域内各类海

关监管业务。

是月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务院特区办公室联合发文，确定北

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试点单位。改革的基本

思路是“一个调整、两个转变”，即调整政府功能结构和组织结构，把政府职能

从适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把

行政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从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转变为现代化、科学化、法制

化的管理。

是月 微软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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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企业统计报表由纸质改为用软盘上报。

是年 中国普天自主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 155Mb/s、622Mb/s 的 SDH 光

通信系统及设备，为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从低速到高速、从窄带到宽带、从简单

终端到多媒体智能终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是年 北京大洋图像技术公司研制完成第一套国产多媒体非线性编辑系

统——DY-2000 广告串编系统，带动国内视频行业从传统、单一的字幕产品向

非线性编辑系统扩展。

是年 北京书生科技有限公司王东临研发完成第一代 SEP 数字纸张技术。

是年 联想集团推出中国第一台 PC 服务器，打破当时国际厂商垄断中国服

务器市场的局面。

是年 北京吉乐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29 英寸大屏幕电视机用彩色

偏转线圈，是国内首例采用一体化分槽绕线方式设计的大屏幕电视机用彩色偏

转线圈。

是年 北京天利深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自行开发研制出国内第一台大型药

用冻干机（20平方米），结束了中国大型药用冻干机必须进口的历史。

是年 北京九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出具有 EDI 通信功能的、基于 MS 

Windows3.1 的电子单证软件，即“九城单证”1.0 版。它是进出口企业与国家

检验检疫机构之间进行“产地证电子签证”的企业终端软件。

1995 年度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7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4项。

1995 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4438 家，其中外商投资

企业 806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61.9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219.5 亿元，工业

总产值 113.5 亿元，上缴税费 7.4 亿元，创汇 2.3 亿美元，有 21 家企业工业产

值超亿元。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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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1 月

是月 由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民协和北京大学联合建立的“中国民

营科技交易市场”在北京大学落成，这是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交易市场。

是月 北京金山软件公司发布国内第一款商业游戏——《中关村启示录》。

2 月

是月 中科院决定，将以“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主干网（NCFC）”

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命名为“中国科技网（CSTNET）”。

3 月

10 日 由连邦软件销售连锁组织牵头，与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中国软件

联盟共同发起“保护软件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十项倡议”，以唤起所有软件开发企

业和软件流通企业对软件消费者的服务品质、服务意识和责任感。

12 日 《北京亚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实施方案》获北

京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领导小组和海淀区政府批复同意。

是月 清华大学提交的由胡道元等提出的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中文编码的汉

字统一传输标准被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通过，成为《互联网信息传输中

文字符编码标准》（RFC1922）。这是国内第一个被认可为RFC文件的提交协议。

是月 清华紫光集团推出国产品牌的系列扫描仪精品——紫光（原 TH）扫

描仪（uni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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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 北大未名集团第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药物——重组

干扰素 α1b（赛若金 ®）获卫生部批准生产，是国内第一个获卫生部批准生产

的基因工程药物。

是月 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推出中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微处理

器芯片卡操作系统Time COS。

5 月

19 日 连邦公司发起并组织了“全国百万人签名支持使用正版软件活动”，

历时半年，遍及全国 60多个城市。

30 日 经中共海淀区委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法制建设领导

小组成立，负责领导试验区的法制建设和与政法机关的协调工作。

6 月

是月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研制成功第一套自主版权的防火墙

系统——天融信Talent1.0，并通过国家安全部与电子工业部联合主持的技术鉴定。

8 月

1 日 海淀区苏州街道路改造工程竣工并正式通车。

12 日 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确认联想集团等 76 家企业为 1996 年国家

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20 日 北京丰台科技孵化大厦奠基。

28 日 联想集团推出第一台国产笔记本电脑——联想昭阳 S5100。

是月 归国留学人员张朝阳创办 ITC 爱特信电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搜

狐公司的前身）。该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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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 在首都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持召开的北京市规划局、规划院等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上，原则通过《中关村总体规划》。

10 日 北京市丰台区职介中心丰台园职业介绍所成立。

是日 “大直径硅单晶片产业化重点工程”奠基仪式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

院举行。

是月 江民公司的 KV300 上市。江民公司首次将灾难恢复功能加入

KV300 中，使之成为第一个拥有防、查、杀、修、扩杀毒技术的软件。

10 月

1 日 坐落在黄庄路口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标志性雕塑——《生

命，献给新技术开拓者》重新构建落成。

17 日 中共丰台区委、区政府印发关于成立“丰台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的决定。丰台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作为丰台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园区实行统一

领导和管理。

20 日 丰台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被国际企业孵化器组织推选为首批“中国

国际创业中心基地”，正式被接收为该组织成员。与此同时，经国家科委批准，

丰台创业服务中心成为全国首批“国际企业孵化中心”（IBI）试点单位。

是月 经海淀区司法局批准，北京海淀京试法律事务所成立，作为法律中

介服务组织，从事企业法制协调服务。

11 月

5 日 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北京市新技术产

业开发试验区第一家上市公司。

15 日 北京实华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旁边开设的实华开

网络咖啡屋开业，这是中国第一家网络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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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 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成立。该中心是市政府指定市工商局与市经委、

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建的产权交易中介服务机构，是产权集中、公开、

公正、公平、规范交易的场所，以探索北京市产权交易和改制工作新的方式和

途径，并以海淀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为重点，积极探索非国

有企业依照《公司法》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试点工作。

26 日 瀛海威正式开通全国信息传输服务网络，北京、上海、广州等 8 个

城市分站开通使用，初步形成全国性的“瀛海威时空”主干网。

是年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激光工程分公司被国家经贸委正式确立

为“国家激光加工成套设备产业基地”。

1996 年度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单位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项。

1996 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4506 家，其中外商投资

企业 860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97.6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297.4 亿元，工业

总产值 145.8 亿元，上缴税费 9.4 亿元，创汇 2.5 亿美元。

1997年 

1 月

1 日 四通利方聘请投资顾问罗伯森·斯蒂芬公司的谈判代表马克出任财务

总监。作为第一个进入中关村的美国人，马克的引进在业界引起轰动。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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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有线电总厂、北京第

二无线电器材厂考察，并做出了“要加快国有企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

加快对东郊酒仙桥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的指示。

2 月

28 日 全国首家正版软件与合法电子出版物批发市场——北京电子出版物

软件批发市场在中关村开业。

3 月

2 日—4 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用友财务软件公司、北大方正、联想集

团等 5家单位被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室确定为首批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单位。

4 日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科委联合印发《关于原则同意〈北

京试验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抓紧组织实施，注意

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时，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被

列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批试点单位。

28 日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成立 10 周年纪念大会召开。会上，颁发

了“科技之光”百名创业者奖章。

是月 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功开发出第一块全

自主版权的接触式智能（CPU）卡芯片，形成了以自主开发的 8 位 CPU 核为基

础的两个系列的智能卡芯片产品CIU91 和 CIU92。

4 月

18 日 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研制的“曙光 1000A”型大规模并行计算机

系统运抵喀麦隆。这是中国首次出口高性能计算机系统。

是月 北京金山软件公司发布中国第一款大型角色扮演类（RPG）游戏《剑

侠情缘》，成为国内游戏产业正式起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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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设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

会的通知》，决定设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试验区管委会

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正局级）；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实行市、区两级

管理和“一区多园”的管理体制；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包括海淀试验区、

丰台科技园区、昌平科技园区；各园区管理机构接受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

验区管理委员会的业务领导，其行政隶属关系不变。

16 日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

牌上市，成为北京市第一家上市的国有企业。

23 日 北大方正集团与日本第二大杂志社——日本株式会社利库路特

（Recruit）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购买方正日文出版系统签约仪式，这是中国

企业第一次出口和销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产品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

30 日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

行管理办法》，授权中科院组建和管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授权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与CNNIC 签约并管理二级域名 edu。

6 月

10 日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500 万股 B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北京市第一家发行B股的企业。

17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同意北京电子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该

方案确定了以“两个基地、三个中心”为基点的发展方向。同时，批准北京电

子城为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老工业基地改造试验区。

26 日 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确认北京太洋药业有限公司泰力特等 61

个项目为 1997 年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时代集团公司等 66 家企业为 1997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27 日 市政府和电子工业部将《关于建议国家对改造、振兴北京电子城工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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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地给予扶植政策的请示》呈送国务院，要求国家对北京电子城工业基地的

改造给予支持，并附报《北京电子城发展实施方案》。

是月 联想集团推出中国第一款多功能一体机 LJ6550，宣告多功能一体机

在中国市场正式启动。

7 月

25 日 王码公司与东南技术贸易总公司的五笔字型专利权纠纷一案，经过

长达 5 年的审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最终判决，判决东南公司虽然使用

了 4 版技术，但王码公司的 3 版专利技术与 4 版技术是两个计算机汉字输入方

案，两者之间不存在覆盖和依存关系，不构成对 3版专利的侵权，王码公司败诉。

这场官司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中国知识产权第一案”。

8 月

是月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出中国第一根直径 12 英寸直拉硅

单晶，使中国成为继美、日、德之后第四个拥有此项技术的国家。

9 月

5 日 国家科委印发《关于建立国际企业孵化器的工作意见》，决定在全国

办得较好的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选择具备国际化条件的北京丰台科技园创业

服务中心等 8家单位作为国际企业孵化器的试点。

15 日—17 日 首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科技工业园区会议在北京召开。

大会宣读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贺信。江泽民在贺信中宣布：中国政府将北京、

苏州、合肥、西安 4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首批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特

别开放的园区。

是月 北京中关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是中关村地区第一家由

民营科技企业募股、民营资本为主的投资机构，注册资金 5000 万元，具有商业

资产管理、科技产业园区开发、投资管理的能力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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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金山软件公司推出国内第一个在 Windows 平台下运行的中文处理

软件——WPS 97。

10 月

14 日 用友公司通过 ISO 9001 国际质量保证体系认证，成为我国第一个

通过 ISO 9000 国际标准的软件企业。

16 日 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举行开园仪式。该创业园是北京市留学

人员服务中心和海淀试验区创业服务中心共同建立的北京市第一家留学人员创

业园。

18 日 原注册为集体所有制（无主管）的新奥特电子技术公司被正式批准

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公司把股权让出 5% 量化到 10 名创业初期对企业贡献较大

的员工。

22 日 北京市民营科技企业工作会议暨北京市第三届“科技之光”奖颁奖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上，公布了市政府《关于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若

干规定》。大会向 160 家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和 122 名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以及

205 项优秀科技新产品颁发了第三届科技之光奖。

24 日 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金卡工程自主版权智

能卡CPU产品发布会”，标志着中国第一块具有自主版权的智能卡CPU芯片诞生。

28 日 由 IBM 公司和中国计算机软件技术与服务总公司合作完成的国家经

贸委中国商品交易中心正式开业，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电子商务系统的诞生。

29 日 由北京大学网络实验室开发的北大天网搜索引擎正式在中国教育和

科研计算机网上向广大互联网用户提供 Web 信息导航服务。北大天网是中国第

一家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服务的搜索引擎。

是月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来适可”上市，这是第一个人工合

成的HMG 辅酶抑制剂。

是月 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国家科委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高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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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曙光公司推出曙光 1000A 超级服务器，这是中国第一台机群架构超

级服务器。

11 月

7 日 中关村地区白颐路、北苑路改造、扩建工程竣工通车。

11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家科委授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工业园区”授牌仪式同

时举行。

21 日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批准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

机关党支部，党组织关系隶属市国家机关工委。

是月 北京市高技术孵化器网络正式成立。该网络包括北京高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海淀试验区创业服务中心、丰台科技园区创业服务中心、昌平科技园

区创业服务中心、北京新材料高科技孵化器、北京生物医药高科技孵化器、北

京望京科技创业园、北京大兴县民营科技企业创业服务中心、北大生物城、清

华科技园等 10个高科技孵化器。

是月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网站（网址：www.bez.gov.cn）正式

开通。该网站主要介绍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发展的基本情况和扶持政

策等。

是月 江民公司的 KV300+ 上市。该杀毒软件“在国内第一个清除 Word 

95 宏病毒”。

12 月

10 日 经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聘请

5位专家为法律顾问。

16 日 市政府专题会议召开。会议原则同意以高科技市场为主建设中关村

西区；要求建成后的中关村西区成为高科技产品的集散中心，同时确立“统一

规划，逐步实施，以区为主，市里支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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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提出

的着眼于产业与市场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产业升级和市场升级”的新战略，

以及与之配套的 3～ 5年中重点实施中关村西区、中关村东区（科学城）、清华

科技园、北大生物城、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永丰中间试验基地、西三旗高新建材

工业开发区、温泉中心集镇工业区八大工程，并将其纳入全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

是年 北京市统计局的报表系统中增加一项“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

区统计制度”。从此，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一套表制度”正式纳入

北京市法定统计工作。

1997 年度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3项。

1997 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4525 家，其中外商投资

企业 1001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122.1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407 亿元，工业

总产值 199.4 亿元，上缴税费 11.9 亿元，创汇 3.0 亿美元。

1998年

1 月

是月 曙光公司研制的曙光 2000-I 超级服务器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鉴定。

它的峰值运算速度为每秒 200 亿次浮点运算，支持主流操作系统和并行编程环

境，具有单一映象特征，面向科学工程计算。

是月 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推出熊猫 2000 系统，这是我国自主研发

的一套 EDA 系统，可以满足亚微米和深亚微米工艺需要，可处理规模达百万门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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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支持高层次设计。

2 月

17 日 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致函海淀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将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更名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海淀

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更名后园区管理机构规格不变。

是日 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昌

平园区办公室正式更名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昌平科技园区管理委员

会，更名后原机构规格不变。

是日 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丰

台园区办公室更名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丰台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更名后原机构规格不变。

25 日 爱特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第一家全中文的网上搜索引擎——搜

狐（Sohu.com），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分类查询搜索引擎，“搜狐”品牌由此诞生。

28 日 中国第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直径 8 英寸硅单晶抛光片生产线在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建成投产，中国从此具有了生产国际水平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用硅片的能力。

3 月

6 日 东方冠捷被北京市科委批准成为北京市第一批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

业，并取得北京市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9 日 中关村西区第一个建设项目——海龙大厦举行奠基仪式。

4 月

8 日 用友集团在北京、上海、深圳正式发布新一代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产

品体系——用友 UFERP。该体系首次实现从单一部门级应用向多部门 / 企业级

应用的跨越，突破了传统财务软件只能在财务部门单一应用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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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北京瑞星佳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瑞星杀毒软件（8.0）上市。

该软件首次在国际杀毒软件领域提出并依据 MPS 宏定位跟踪查杀病毒理论，率

先实现了准确彻底查杀Word97 宏病毒。

5 月

6 日 联想集团召开庆祝第 100 万台联想电脑下线大会。

是日 四通集团600余名员工共出资5100万元，注册成立四通职工持股会，

开始启动大规模的重组改制。

8 日—12 日 由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主办的

第一届中关村电脑节在京举办。本届电脑节的主题是“中关村——推进中国信

息化”。

10 日—12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创建 1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举

行。市政府和国家科学技术部（简称科技部）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召开“北京市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创建 10 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李岚清到会并讲话。他指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 10 年的实

践证明，这种科技园区确是一种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方式，它

依靠技术创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为高新技

术实现产业化，推进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扩大对外交流

与合作，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出了积极贡献。加快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是当前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战略任务。

当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已经取得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尽可能更多更

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政府在北京饭店举

行了“庆祝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创建 10 周年招待会”。活动期间，出版

了《中关村十年之路》《知识经济与中关村》《创业者之歌》等著作。

11 日—15 日 由市政府和科技部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

际周”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

26 日 由科技部授牌的“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在北京市新技术产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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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成立。产业基地由 4 部分组成，即软件园、软件骨干企业、

软件市场体系和海外市场体系。

是月 北京邮电大学科技园启动建设。

6 月

6 日 王码公司推出第一个符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能同时处理中、日、韩

三国汉字的“98 规范王码”，它既可处理简体字，又可处理港台地区的 13053

个繁体字，以及大字符集的 21003 个汉字。

12 日 市长办公会议同意启动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融资担保基金，由

市科委安排 5000 万元。

26 日 北京市高技术创业中心委托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

进行融资担保，运作实行政企分开，按市场机制运行。这标志着“北京市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融资担保资金”正式启动。

30 日 大唐电信集团代表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出了第三代移动

通信 TD-SCDMA（时分同步码分多址接入）标准建议。该方案采用时分双工

（TDD）、同步和软件无线电技术。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完整的通信标准建议。

是月 用友集团运用 java 技术开发出 b/s（浏览器 / 服务器）版财务及企

业管理软件，这是中国第一套 b/s 版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该软件的开发标志

着中国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产品首次与国际最新技术同步。

7 月 

7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若干规定的实施办

法》。《实施办法》规定，凡符合本市扶优条件的民营科技企业，经批准后，享

有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同等的扶优政策 ；市科委、市财政局可以用科技三项费用

支持民营科技企业进行项目开发；符合上市公司条件的民营科技企业，可以申

请股票上市等。

15 日 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和丰台园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被科技部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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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高科技企业服务中心。

24 日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单位研制成功的我国

第一根由铋系（bscco/2223）高温超导材料制成 1 米 1000 安培的输电电缆首

次通电实验，无阻电流达到 1200 安培，接触电阻小于 0.06 微欧，超过设计指标，

取得重大突破。

8 月

4 日 在中共海淀区第七届十五次全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要以知识

经济为本质和方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和核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海

淀成为北京、全国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一流的知识创新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真正建成以微电子、信息、软件、生物工程等产业为核心的中国式‘硅谷’”。

16 日 由首信公司承担的首都公用信息平台（CPIP）的两个网络高速交换

节点分别在中央电视塔和北京电报局建成，CPIP 完成与 CHINANET 的对接，

投入试运行。

24 日 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海淀区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其中规定：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行业和商品外，其

余全部放开；个体私营企业享受与国有集体企业同等待遇，各级政府管理部门

不得以所有制性质为由人为设置前置条件；鼓励支持国内外私营高新技术企业

进入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在海淀山后地区设立科技企业创业园，鼓

励国内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科技企业进驻。对进驻园区企业，从注册之日起，5

年内凡纳入区财政的税收，30％返给园区，70％返给企业等。

是月 北京广播器材厂成功研制出输出平均功率为 50W，适用于 8MHz带

宽的 8VSB或 COFDM调制模式的中国第一部高清晰度数字电视发射机。

9 月

4 日 科技部确认“四通利方多元系统支持软件”等 75 个项目为 1998 年

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确认中国大恒公司等 66 家企业为 1998 年重点高新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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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企业。

21 日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市海淀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注

册成立。

28 日 海淀区政府企业服务中心成立。首期入驻企业服务中心的有区工商

局、卫生防疫站、文化文物局、公安分局、环保局、建委、烟草专卖局、地方

税务局等 8 个职能部门 12 个科室，实行办事程序、办事依据、办事时限、监督

电话“四公开”，形成“一站式”服务机构。

是月 中关村第一家由民营科技企业募股、民营资本为主的中关村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民间资本已经开始介入风险投资领域。

10 月

7 日 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对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实行新一轮税

收返还政策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凡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包

括海淀试验区、丰台园区、昌平园区），经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所缴入市级金库的税款，市财政每年按 50%比例返给试验区管理机构。

20 日 四通利方公司的 SRSNet 正式改版，在国内率先推出网上门户站点

www.srsnet.com。

28 日 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是首批与北京市新技

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签约的创业投资单位。

30 日 清华同方决定向鲁颖电子股东定向发行清华同方人民币普通股

15172328 股，换取鲁颖电子股东的全部股份，此为中国公司并购采取股权支付

方式开辟了先河。

是月 科技部批准在诺赛基因组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国家人类基因组北

方研究中心，作为国家级研究基地。

11 月

4 日 中科院计算所与联想集团联合举行记者座谈会，宣布重组改建后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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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计算所将成为联想集团的中央研究院。

5 日 微软中国研究院（2001 年 11 月 1 日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

该院是微软公司在海外开设的第二家基础科研机构，也是亚洲地区唯一的基础

研究机构。

7 日 北京高新技术企业担保风险金正式启动。担保金总规模 1亿元，专项

用于试验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风险担保。

18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第一届新技术项目推介会举行，向 57

家金融机构发布了 28 家新技术企业的 35 个新技术项目。

19 日 由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承担建设的“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

示范网络（NCFC）主干网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是月 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ICRC）在北京成立，这是英特尔公司在亚太

地区设立的第一个研究开发机构。

是月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正式参加下一代 IP 协议（IPv6）试验网

6BONE（国际的 IPv6 试验网），成为其骨干网成员，在中国第一个实现了与国

际下一代高速网 INTERNET2 的互联。

12 月

1 日 四通利方公司在京宣布四通利方与总部设在美国硅谷的海外最大的华

人网站公司——华渊资讯成功合并，成立新浪网公司，并推出同名的新浪网站。

这是大陆首例 IT 业界公司兼并海外同行企业。

8 日 北京汉王科技公司向美国微软公司进行手写识别技术授权签字仪式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国外企业向中国企业第一次支付软件授权费用。

16 日 由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北京市国家机关网站——首都

之窗正式运行。

18 日 恒基伟业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生产的“商务通”全中文手写掌上电

脑正式面市。

是月 由大唐电信微电子分公司开发完成的公用电话 IC 卡芯片 DTT4C01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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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信息产业部组织的生产定型鉴定，成为国内第一个具有全部知识产权的、

完全国产化的电话 IC 卡芯片。

是月 九城数码关贸股份有限公司的“九城电子申报系统 1.0”通过公开竞

标，取得了在国家检验检疫局系统内使用该软件的“行政授权”。该系统是实现

进出口企业向政府贸易管理部门进行电子申报的企业端软件。

是年 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的凯时注射液上市。这是中国首家被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的脂微球载体靶向药物。

是年 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第一批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

集成电路（IC）卡规范》认证，首家通过国家商业密码管理委员会的认证。

是年 兆维集团与北京真美视听公司合作生产出第一台 43 英寸背投电视。

是年 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出全球第一套基于 SAN 技

术的非线性制作网络系统，并在河北电视台成功建造我国第一套多媒体数字视

频高速网络。

1998 年度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单位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项。

1998 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共有企业 6057 家，其中外商投资

企业 1047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157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687 亿元，工业

总产值 375.7 亿元，上缴税费 21.3 亿元，创汇 6.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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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 月

8 日 科技部印发《关于同意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调整区域范围的

函》，同意市政府根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在不占用耕地、不增加总面积

的前提下，对试验区区域范围做适当调整，将北京电子城的 10.5 平方公里和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的 7平方公里划入试验区。

18 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财政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等部门有关负

责人听取市政府、科技部关于加快中关村建设的汇报。会上，李岚清指出，建

设中关村意义重大，其意义超越地区，超越北京，关系到我国下世纪发展的战

略方向；要统一思想、转变观念，搞好软、硬环境建设，加速中关村发展。

2 月

2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区域范围的通知》，将清

河地区和马连洼地区两块不可利用的区域共 18平方公里调出试验区；将北京电

子城10.5平方公里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平方公里共17.5平方公里划入试验区。

7 日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北京同步

辐射装置改进项目通过专家鉴定。

10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北京市具有人才、

科技、知识优势，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基础，要加快发展。中关村地区

就有这样的条件。要注意借鉴国外创建科学城的有益经验，成功地创建有我们

自己特色的科技园区，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发挥示范作用。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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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 北京市市长刘淇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中关村发展规划问题。会议

决定成立中关村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刘淇任组长，副市长林文漪、汪光

焘任副组长 ；将中关村发展规划分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简称“软规划”）

和建设规划（简称“硬规划”）两个部分。

19 日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作为独家发起人的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中国科研院所独家发行上市的第一支股票。

4 月

26 日 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该《政策》包括吸引、凝聚高素质创新和创业人才；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资

金支持力度 ；继续实施优惠政策，推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扶持和培育高新技

术企业持续发展等 4个部分 33 项优惠政策。

5 月

4 日—9 日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联合举办第

二届中关村电脑节。本届电脑节的主题是“发展知识经济，推进中国信息化”。 

26 日 市政府与科技部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

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提出把中关村建成“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两个

根本性转变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立

足首都、面向全国的科技成果孵化和辐射基地，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

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并

提出了拟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实行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 8项政策建议。

31 日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顾国彪等首创的常温无泵自循环蒸发冷却新技术

在大型水轮发电机——李家峡 400 兆瓦水轮发电机组上应用，运行正常，标志

着我国在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的理论与工业机组研制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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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技园区时期

（1999 年 6 月—2009 年 2 月）

1999年 6 月 5 日，国务院印发《关

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

题的批复》，原则同意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关

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

的请示》中关于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意见

和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规划。8 月 10 日，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将北京市新技

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关村科技

园区管理委员会。2006 年 1 月 17 日，经国务院

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第五批通过审核的

20 家国家级开发区，调整后的中关村科技园区

总面积为 23252.29 公顷，包括海淀园、丰台园、

昌平园、德胜园、雍和园、电子城（含健翔园）、

亦庄园、通州园、石景山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

基地等，形成了“一区十园”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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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6 月

1 日 国家税务总局向市政府发出《关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区域

调整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函》。该函件称：“1999 年 1 月 1 日以前已经开办的

企业，凡被认定为新技术企业的，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可执行减按 15％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5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

〔1999〕45 号），原则同意《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

的请示》。

10 日 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科委、市试验区管委会、市财政局制定的《关

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规定，

高新技术骨干企业资格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的认定，由市科委、市计委、

市经委、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和市试验区管委会组成的认定小组

负责。

16 日 市政府和科技部印发《〈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

批复〉和〈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的通知》。

21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软件开发生产企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开发生产软件产品的企业，可就其

软件产品的销售额，比照简易办法按 6％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软件开发生

产企业发放的工资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按实际发生额扣除。

23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贯彻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



127

1988—1999          1999—2009          2009—2017
1999

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动员大会”。北京市市长刘淇做题为《加快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努力把中关村建设成世界水平的科技园区》的报告。

是日 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成立。北京市市长刘淇任组长，科技

部副部长徐冠华、教育部副部长韦钰、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任副组长。

7 月

30 日 中科院声学研究所杜利民等研制成功汉 / 英语翻译系统 CEST-

CASIO。该系统能够准确实时地对文字和语音进行识别与翻译，标志着我国汉语

自然口语人机对话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揭牌仪式举行。

8 月

10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18 日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软件开发生产企业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该《通知》对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内的软件开发生产企业享受有

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执行办法做了明确规定。

26 日 市政府专题会议原则同意组建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并确定由市政

府出资，市场化运作，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属于国家产业重点支持

的项目和企业提供担保。

27 日 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等单位翟文学等利用农杆菌介导的转化系统，成

功地将克隆的白叶枯病抗性基因 Xa21 转入我国 8 个水稻品种，培育出对白叶

枯病具有广谱抗性的杂交水稻。

是月 中国普天的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自行开发的“东信”牌EC528GSM

手机通过信息产业部的生产定型鉴定，成为国内第一部同时得到国际、国内权

威机构的认证、认定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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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 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在国际人类基因组协调团体正式注

册，中国成为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第六个国家。

7 日 市发展计划委、市科委、市经委、市财政局、市国家税务局、市地方

税务局、中关村管委会等 7 家单位共同印发《北京市关于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

项目的认定办法》。

8 日 市科委、市经委、市财政局、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印发《北京市软件开

发生产企业和软件产品认证及管理办法（试行）》。

15 日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关村科技园区分局成立。

28 日 中国人民银行向市政府发出《关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实行优惠政

策的复函》。《复函》规定：“凡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企业均可开立经常项目外

汇结算账户，由外汇局核定其外汇限额，中资企业可按上一年进出口额的 15%

核定限额。凡限额之内的外汇均可保留现汇，在限额内的支出可用于经常项目

及经批准的资本项目。”

是月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成功“神威Ⅰ”计算机系统，

它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备研制高性能计算机能

力的国家。

10 月

14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国家空间研究院联合研制的“资源一

号”卫星发射成功。

18 日 外经贸部向市政府发出《关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实行优惠政策的

复函》。《复函》规定：“中关村科技园区内自营出口额达到 200 万美元的高新技

术企业可经营与本企业自产产品相关或同类产品的出口业务。”

中旬 由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科协、北京民协共同组织的第四届“科技

之光”奖评选活动揭晓。选出优秀民营科技企业100家，优秀企业家35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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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150项。

11 月

1 日 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科委《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的实施办

法》。该《实施办法》包括鼓励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妥善解决集体性

质科技企业中历史遗留的产权关系不清问题、为科技成果转化创造良好环境和

条件等 3个方面 12 项具体内容。

28 日 市科委印发《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认定暂行办法》。

12 月

2 日 中共北京市委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

意见》。《意见》指出，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和关键问题出发，实施“首都

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

是日 市教委印发《关于对我市引进的高科技人员子女入中小学、入托按

北京市市民同样待遇的通知》。

6 日 信息产业部印发《关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电信资费优惠问题的批复》。

《批复》规定：“对园区内接入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的注册企业用户，利用拨

号方式接入的，网络使用费按照国家规定资费标准给予 25% 的优惠；利用专线

方式接入的，网络使用费按照国家规定资费标准给予 30% 的优惠。对园区内注

册企业用户使用 ISDN 业务，2B+D端口基本月租费按照现行普通电话基本月租

费标准收取。”

16 日  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成立。

25 日 中关村大街（白颐路北延工程）竣工通车。

30 日 北京大学程旭等研制的支持微处理器设计的软硬件协调设计环境

JBCODES 和 JBCORE16 位微处理器通过鉴定。这是国内第一套支持微处理器

正向设计的开发平台与 16 位嵌入式微处理器。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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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6690 家，其中年收入超过亿元

的企业 121 家；年末从业人员 24.3 万人；技工贸总收入 1049 亿元，工业总产

值 763 亿元，出口创汇额 9.6 亿美元，上缴税费 40.8 亿元，利润总额 67.5 亿元。

2000年

1 月

7 日 外交部印发《关于授予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一定的派遣人员因公临

时出国和邀请外国经贸科技人员来华事项审批权的批复》，同意授予中关村管委

会一定的派遣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和邀请外国经贸科技人员来华事项审批权。

24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江泽民指出，北京市

集中了许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具有科技、人才、智力和知识的优势，具有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坚实基础。要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集中力量实施

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业，以利带动和开

创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26 日—27 日　北京汉王科技公司被列入首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果

产业化基地。

28 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孙凝晖等研制的“曙光 2000- II 超级服务器”

通过科技部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

2 月

10 日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王占国、封松林等在“In（Ga）As 自组织量

子点激光器”研究中获突破，成功地实现了激射光波长的控制，获得室温下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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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在 1.3μm的量子点材料。

3 月

2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银行家、科学家、企业家首次联谊活动”在北京新

世纪饭店举行。

16 日 科技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联合印发《关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认定的通知》。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第一批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基地。

21 日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解思深领导的纳米材料与介观物理研究组利用常

规电弧放电方法，首次研制出世界上最细的碳纳米管（直径近 0.5 纳米）。

4 月

8 日 科技部和市政府举行《促进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果产业化合作

协议》签字仪式，决定就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果产业化工作开展多方面

的合作。首批纳入产业化进程的项目包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清华大学软件发

展中心等 11 个项目。

30 日 市政府第 72 次市长办公会议通过《北京市鼓励留学人员来京创业

工作的若干规定》。

5 月

5 日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电联大会上，以大唐电信为主起草中

国的 3G 标准提案 TD-SCDMA 被国际电联接纳，并被列为国际三大主流 3G

标准之一。

6 日 北京中关村技术交易中心在中关村海龙大厦举行开业仪式。

9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顾问委员会首次会议召开，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等

17 名国内外经济、科技界著名专家接受市政府的聘书，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顾

问委员会成员。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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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14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主办的第三届中关村电脑节举

办。本届电脑节的主题是“发展知识经济，推进中国信息化”。

26 日 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与北京好友巡天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第

一笔担保业务，标志着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业务正式启动。

6 月

8 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中关村科技园区考察，听取北京市建设中关

村科技园区的工作汇报。李岚清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

设寄予厚望，希望北京市及科技园区的高校、科研单位、高新技术企业等社会

各方共同努力，加强领导，统筹规划，精心组织，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

争取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28 日 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清华大学与英国萨瑞大学联合研制的“航

天清华一号”微小卫星在俄罗斯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基地顺利升空，并正确进

入 7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该卫星填补了中国微小卫星研制的空白。

29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举行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仪式。联想

集团、四通集团、北大方正、时代集团、北京用友软件股份公司、海淀园创业

服务中心、锦绣大地农业股份公司等成为全国第一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

30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留学人员归国创业服务体系方案》发布，启动中关

村科技园区吸引与服务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工作。

7 月

1 日 中关村驻硅谷联络处挂牌。

28 日 海淀园“数字园区”正式开通。

8 月

14 日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靳刚等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椭光显微成像仪。

25日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李廷栋等编制完成世界首张1:500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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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地质图》，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

是月 王码公司的王永民实施完成“五笔数码”汉字输入专利技术，开发出“6

键 6码”和“9键 6码”两套成品软件。

9 月

10 日 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部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成立，这是

北京银行业中第一家以中关村科技园区命名的金融机构。

20 日 钢铁研究总院在该院千吨级非晶带材生产线上首次成功喷出了宽

220 毫米、表面质量良好的非晶带材。它标志着我国在该材料的研制和生产上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9 日 北京创业孵育协会成立暨北京科大方兴科技孵化器揭牌仪式在北京

科技大学举行。

是月 中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交换中心DRAGONTAP在清华大学建成。

10 月

12 日 清华大学程京等采用新的技术路径，利用电磁方法研制出主动式生

物芯片，其中可单点选通的电磁阵列技术、电旋转检测技术等均为世界首创，

使国际上利用生物芯片对核酸做杂交分析的研究迈上了新台阶。

15 日 北京市软件产业基地人大数据库产业化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金仓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建立。

28 日 由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承担建设与运营的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

工程──中国网通宽带高速互联网CNCnet 开通。

31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周儒欣领衔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

“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是月　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依托清

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等 4家单位共同组建，

并注册成立博奥生物有限公司，首次试点按独立法人的研究开发实体来实施中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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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建设。

是月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马钧培等开发的“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

预订系统”实现了全国联网、异地售票。（该成果获 200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11 月

7 日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和北京飞箭软件有限公司梁国平等联合

成功开发第一个可通过互联网使用的有限元软件——在线生成有限元程序系统

IFEPG。

14 日 科技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家外专局确定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

业园为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示范建设试点，授予“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牌匾。

26 日 中国发明协会召开“‘五笔数码’重大科技发明发布会”，发布了王

码电脑公司王永民完成的“五笔数码”汉字输入技术及其应用软件。

12 月

1 日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研制成功长 116 米、宽 3.6 毫米、厚 0.28 毫

米的 Bi（Pb）-2223/Ag 多芯高温超导带材。

7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北新材料园暨“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北京新材

料基地北新园揭牌仪式举行。

8 日 北京市 11 届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通过《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

该《条例》就园区的法制环境、行政行为、创新创业、竞争秩序、风险投资、知

识产权保护以及园区的规划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范，于2001年1月1日施行。

20 日 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关于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若干规定（试

行）》。

21 日 中国第二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

号甲”火箭发射升空，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卫星和发射火箭分别由航天科技

集团所属空间技术研究院和运载火箭研究院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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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由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王大中等研究、设计并负责建造

的我国首座 10 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在北京昌平建成，并于当日达到临界。这是

我国自行研究开发、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自主运行的世界上第一

座具有非能动安全特性的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该项目于 2003 年 2 月 27 日

通过教育部主持的鉴定。）

26 日 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有限公司成立。该孵化器为海归人才回国创

业提供“孵化＋创业投资”全方位服务。

27 日 北京京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暨揭牌仪式在京海广源

大厦举行。这是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创办的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2000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有企业 6186 家，其中年总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

179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18 家；年末从业人员 292772 人，其中研究与开发

人员 48027 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1434.7 亿元，工业总产值 912.3 亿元，出口

创汇18.2亿美元，上缴税额55.6亿元，利润总额101.5亿元；专利申请数1316件，

专利授权数 788 件。

2001年

1 月

1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业务和服务项目全部在网上

开通。自 2001 年 3 月 31 日起，海淀园管委会不再以其他方式受理已在网上开

通的各项业务。

是日 由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凤凰卫视合作完成的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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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第一个集外电收集、新闻文稿编辑、字幕制作、新闻配音、新闻剪接制作、

新闻播出一体化全数字非线性新闻网络系统——凤凰卫视资讯台正式开播。

8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中关村科技园区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调研，详

细了解公司发展情况。江泽民勉励他们继续奋斗，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江泽民还听取了中科院的工作汇报。

9 日—10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经委、市科委、市外经贸委、市发展计

划委和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发展局主办的“2001 年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投资洽谈会”

在新世纪饭店举行。洽谈会汇集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高

新技术企业和留学人员创新与产业化项目 300 余项。

10 日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飞船在轨运行期间，首次在飞船上进行了微重

力环境下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和物理等领域的实验。

是日 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与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

合署办公的电子城科技园管委会。

11 日 由《科学时报·中关村周刊》举办的“冠群金辰杯中关村十大新闻

公众评选”揭晓。此次活动评出 2000 年中关村十大新闻，分别是：（1）投入

160 亿元，中关村三年换新颜；（2）东芝笔记本事件；（3）国内网站激情挺进

纳斯达克，遭遇兜头冷水；（4）第三届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火爆京城；（5）海

信与黑客过招；（6）掌上电脑市场爆发价格战；（7）“创业板”即将推出，高新

技术企业急叩大门；（8）中文域名，看得懂搞不懂；（9）国内首例网络著作权

案有结果；（10）中关村科技园区立法获通过。

是日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接受联想电脑公司赞助签约仪式”

在上地联想大厦举行。仪式上，北京奥申委授予联想电脑公司“北京 2008 年奥

运会申办委员会合作伙伴”称号。

16 日 由市经委、中关村管委会、中科院高企局等共同组建的北京市技术

创新服务中心在京成立。

17 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孙凝晖等研制的“曙光 3000 超级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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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技部主持的专家鉴定。

2 月

7 日 安泰科技和钢铁研究总院承担的“千吨级非晶带材及制品开发”项目

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

9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0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科

技园区有 39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6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 项、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7 项。

16 日 市科委、市教委联合印发《北京市大学科技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是日 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开发的方正 GB 18030 字库和方正超大字库

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和全国印刷字体工作委员会联合主

持的审定。

23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投诉办法》。《投诉办法》对中

关村科技园区内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向园

区管理机构投诉做了明确的规定。

是日 市财政局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信用担保机构建立风险准备金和财

政有限补偿担保代偿损失制度的暂行办法》。

26 日 市政府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由市政

府自 2000 年至 2002 年 3年内设立专项资金，每年在财政预算内安排 15亿元。

27 日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完成的“直径 8 英寸硅单晶抛光片国家高技

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建成投产，这是我国第一条 0.25μm的 IC 级直径 8英

寸硅抛光片生产线。

是月 市发展计划委印发《关于进行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一级土地开发

的批复》，批准永丰产业基地建设。

3 月

2 日 市政府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办法》《中关村科技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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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接收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办法》。

7 日 清华大学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合作建立“留学人员子女教育基地”

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向留学人员创业园开放”签字仪式在中关村创业大厦举行。

是日 北京恒有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制的“中央液态冷热源环境系统”

面世。该系统是利用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浅层地能（热）”采集技术和先

进的系统集成技术，实现对建筑物冬季供暖、夏季制冷、日常提供生活热水。

11 日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邓中翰等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块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码影像专用芯片“星光一号”。

15 日 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成立。该公司采用“孵化器＋风险投资”的

经营模式，全面经营、管理清华创业园、清华留学人员创业园、清华创业园生

物孵化器。

16 日 在美国召开的 3GPP（即第三代移动通信伙伴计划组织）TSGRAN

第 11 次全会正式接纳由中国提出的 TD-SCDMA 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全部技

术方案，并包含在 3GPP 版本 4（Release4）中，表明该标准已经被世界众多

移动通信运营商和生产厂家所接受。（注：该项标准由大唐电信公司等企业制定。）

19 日 中关村管委会发布《中关村科技园区协会组织活动经费资助办法（试

行）》。

24 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和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关村银科

企联谊会”举行。

26 日 由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共同承担

的国家“863”重大攻关课题——中国高速信息示范网核心路由器“银河玉衡

9108”在京通过专家鉴定。这是国内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线速核心

路由器。

31 日 中关村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开工典礼举行。

4 月

2 日 北京市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北京清华科技园技术资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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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取得市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6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市民政局共同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社会团体管理办

法》，为协会组织在园区开展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是日 信息产业部在京公布 2001 年第 15 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序结果。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以实现年营业收入总额 465 亿元位列百强企业之首。

9 日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全国 75 条大街首批获“购物放心一条街”

称号。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名列其中。

11 日 由大唐电信集团中央研究院和西门子信息与移动通讯集团合作进行

的全球 TD-SCDMA 系统首次开通演示在大唐电信集团举行，这表明中国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向产业化发展。

13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决定中关

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和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合并，今后不再保

留海淀园管理委员会的牌子和名义。中关村管委会由市政府和海淀区政府共同

管理，市政府负责中关村管委会组成人员的任免。中关村管委会主要职责为：

负责中关村科技园区（包括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

科技园、亦庄科技园）发展建设的综合指导工作；负责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

的管理工作。

是日 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正式成立。

16 日 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韩征和等研制成功 340 米铋系高温超导

导线。

17 日 海淀区政府印发《关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建立高新技术企业

信誉免检制度的决定》。经过申请并审批确认获得信誉免检称号的企业，可以连

续 3 年免除区域经济执法部门的各种例行检查或抽查，在办理各种业务时可以

享受优先窗口、入室单办、简化手续等服务。

18 日 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完成的“0.5 ～ 0.6 微米 IC 用 8 英寸硅单

晶抛光片研制”及“蒸汽压控制直拉法（VCZ 法）生长半绝缘 GaAs 单晶新技

术研究”通过鉴定。这次通过验收的中国第一套蒸汽压控制直拉法单晶生长系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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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结构简单、拆装方便、可重复使用。

20 日 北京化工大学科技园，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三校联合科技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园，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园，北京工业大学科技园等 6 个大学科技园被确定为第一批

北京市大学科技园。

21 日 由团中央、信息产业部、全国青联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软件行业杰

出青年”评选在苏州揭晓。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王文京、王伟斌、刘昌平、池宇峰、

李儒雄、段云所等入选。

是日 首届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企业毕业典礼暨海淀留学人员发展园开园

仪式举行。仪式上，科技部火炬中心宣布科技部、人事部、教育部关于确定《北

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为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示范建设试点》单位的通知，

并向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授牌。

23 日 中关村科技旅游协会成立授牌大会举行。会上，向首批 27 家会员

单位颁发“中关村科技旅游定点单位”的牌匾。

24 日 微软中国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仪式在微软中国研究院举行，

第一家独立的在华外资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正式启动。

25 日 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原则通过中科院提交的

《中国科学院中关村科学城（东区）总体规划及建设发展思路》。

26 日 中关村科技旅游月开幕式在中央电视塔广场举行。活动主题为“让

世界了解中关村，让中关村走向世界”。

是日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发布方正 Apabi（阿帕比）eBook（电

子书）整体解决方案全面推出Apabi 网络出版解决方案，倡导人们从“有纸阅读”

向“屏幕阅读”的历史性转变。

是月 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研制出我国首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

成电路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ICCAD）——九天系统，打破了我国集成电

路设计依赖进口软件的格局。



141

1988—1999          1999—2009          2009—2017

5 月

8 日—13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中关村电脑节举

行。本届电脑节的主题是“面向E时代——21 世纪 IT 产业创新与发展”。

10 日—15 日 第四届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周暨中国国际科技博览会——

现代农业科技与产品展在北京锦绣大地展览中心举行。

11 日 科技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认定首批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通知》。清华

大学科技园、北京大学科技园被认定为“国家大学科技园”。

12 日 国际科学园协会（IASP）与科技部、市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科

学园协会北京办事机构的框架协议书》，并宣布成立北京办事处。办事处设在北

京理工大学。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顾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加入

WTO后，中关村高新科技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和中关村如何进一步吸引跨国

公司入驻等问题进行探讨。

13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市贸促会承办的“2001 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科技

成果交易会签约仪式”在京举行。签约的投资合作项目共 40 项，投资总额 67.8

亿元（含利用外资 1.4 亿美元）。

18 日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第一家公开发

行上市的中关村品牌软件企业。

27 日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采用自行设计研制的国内唯一一台制备直径

2英寸双面超导薄膜的直流磁控溅射设备，成功制备出国内最大面积的高质量双

面钇钡铜氧超导薄膜，填补了国内大面积双面超导薄膜技术上的空白。

31 日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中关村科技园区软件著作权登记代办处成立。

6 月

11 日 北方交通大学（2003 年更名为北京交通大学）科技园揭牌仪式在北

方交通大学东校区举行。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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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该 《意见》提出：“鼓

励中关村科技园区内企业取得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不断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新技术，使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知识产权密集、创新能力领先、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知识产权示范基地。有关部门要支持和帮助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组

织和个人申请、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优先使用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资金。经

有关部门批准，还可适当突破本意见规定的政策。”

12 日 科技部印发《关于同意调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区域范围

的复函》，同意在不占用耕地、不增加总面积的前提下，对中关村科技园区政

策区区域范围做适当调整。将中关村科技园区政策区中公园及绿化用地、中央

单位办公用地等共计 28.9 平方公里不可利用的面积调出科技园区。调整了昌

平园政策区域边界 ；同意电子城科技园以土地置换方式补充产业用地，开发建

设电子城科技园西区 ；将清河地区、马连洼地区、朝阳区大屯地区（朝阳区政

府将此区域暂命名为中关村科学城北苑区，2003 年 7 月 8 日更名为中关村科

技园区健翔科技园）、西城区德外大街以西地区（该地区统称为德胜科技苑，

2002 年 3 月 2 日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德胜科技园）、中关村软件园和生命

科学园共约 25.7 平方公里的面积调入中关村科技园区政策区。经过此次调整，

中关村科技园区政策区面积基本不变（仍为约 100 平方公里），但可利用面积

有所增加。

13 日 “2001 年中关村项目推介投资洽谈会”举行。此次洽谈会涉及 300

多个项目，内容涵盖 IT、生物工程、新医药、微电子技术、纳米材料、基因重

组技术等。

29 日 国家发展计划委、信息产业部印发《关于建设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

决定》，中关村软件园被命名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

是月 华颐药业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威麦宁胶囊”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正式生产。

是月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受市政府委托，总体统筹负责投资、设计、

建设、运营和维护的北京医保信息系统试运行平台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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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 市科委印发《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及管理办法》。该《办法》

规定：市科委授权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及丰台科技园管委会、昌平科技园管

委会、电子城科技园管委会、亦庄科技园管委会对各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认

定复核。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服务中心（一站式办公大厅）成立，并开始对外办公。

6 日 由清华大学、中科院计算机信息中心、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和北京邮电大学等单位联合建设的“中国高速互联研究试验网络 NSFCNET”

在清华大学通过国家自然基金委组织的专家验收。这是我国第一个高速计算机

互联试验网络，首次实现了与国际下一代互联网络 Internet2 的连接。

10 日 北京中芯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李德磊等研制的我国首枚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 32 位实用化微处理器（CPU）芯片“方舟 -1”通过国家技术鉴定。

16 日 北京红旗中文贰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在京举办主题为“发展基于

稳定，安全始于中文 2000”的产品发布会，发布了“中文 2000 桌面办公平台

Red Office（发布版）”。

18 日 中关村管委会召开中关村科技园区实施 ISO 环境管理行动暨上地信

息产业基地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授牌大会。

是日 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召开汉语语音合成（TTS）技术新

闻发布会，推出了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中文语音合成技术（JTTS），开启了中

文语音合成技术在计算机通信、电信增值服务等领域的实用化进程。

23 日 北京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在通州区成立。

24 日 海淀区政府向联想、方正、UT 斯达康、同方等 119 家中关村科技

园区海淀园高新技术企业颁发首批信誉免检企业证书。

26 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有科技部、经贸委、教育部、

财政部、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等国家有关部委参

加的专门会议，听取北京市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建设情况汇报及有关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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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负责人的意见与建议。李岚清指出，经过北京市和社会各方面、各有关部

门的共同努力，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已经有明显的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观，

高新科技机构和产业纷纷来园区落户，有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希望北京市及

科技园区的高校、科研单位、高新技术企业等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继续扎实

工作，把中关村科技园的工作搞得更好，推动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发展。

27 日 中星微电子公司在北京宣布该公司研制的百万门级数码影像芯片实

现产品化，标志着中国超大规模专用芯片的开发设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9 日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利用自主开发的中国首套蒸汽压控制直拉法

（VCZ 法）晶体生长系统和工艺技术，成功拉制出国内第一根直径 4 英寸 VCZ

半绝缘砷化镓单晶，使我国成为继日本、德国之后第三个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

8 月

10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经贸委发布《关于确定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

利工作试点单位的通知》，批准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等 40 家企业为全国企业

专利工作试点单位，清华大学等 10所大学为全国高校专利工作试点单位。

15 日 信息产业部举办的“3.5GHz 频段地面固定无线接入系统使用频率

评选（招标）”揭晓。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等 6家单位在 14个品目中中标。

这是中国首次招标分配频率资源。

是日 西城区政府印发《西城区关于落实中关村科技园区政策促进德胜科

技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对德胜科技苑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政策引导。

18 日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专门从事小卫星和微小卫星

的研制开发、卫星应用工程系统设计和产品开发、相关技术成果对外交流与合

作等。

26 日 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杨焕明等完成“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1% 基

因组测序”，初步分析识别出这一区域 122 个基因，其中 36 个为首次发现的新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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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 科技部印发《关于表彰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的通知》，决定对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等 18 家先进国家高新区、

北京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等 32 家国家高新区先进孵化服务机构、王永顺等 8 名

杰出贡献个人、马林等 175 名突出贡献个人给予表彰，并授予为国家高新区初

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胡昭广等 71 人“拓荒牛”荣誉称号。

18 日 市政府和中科院签订《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奥运科技，

加快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合作协议》。双方同意运用市场机制，采取社会化方式，

联合进行中关村科学城部分区域改造，建设中关村高技术产业创新孵化区。

19 日 北京海尔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召开“海尔 MPEG- Ⅱ解码芯片产

品发布会”，正式推出解码芯片“爱国者 I 号”。

25 日 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奠基仪式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举行。

该中心依托博奥生物有限公司，是第一个以企业化方式运作的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

是日 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环路正式通车。

28 日 由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吴骋、樊蓉等研制的预防和治疗心

脑血管病的国家二类西药“蚓激酶及其蚓激酶胶囊”被国家药典委员会审定为《国

家药品标准》。

29 日 由大唐电信、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单位完成的“中国高速信

息示范网（CAINO Net）研究开发”在京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该成果自主

研究开发了全光通信网络、高速核心路由器等关键设备和网络管理系统，研制

成功 16（32）×10Gbps SDH波分复用系统。

30 日 北清路全线通车。

是月—11 月 受中共中央党校委托，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关村管委会组

成联合调查组对园区企业进行劳动和劳动关系问题调查。调查组认为：园区内

高新技术企业初步形成了以“知识劳动”为特征的新型劳动，代表着先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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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方向；初步形成了平等、互利、合作的新型劳动关系，成为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中一个新的增长点；在分配中兼顾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贡献，探索

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分配机制。

10 月

10 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唐志敏、胡伟武等研制的“龙芯（Godson）

CPU 设计与验证系统”通过中科院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这是我国第一个高性

能通用CPU。

12 日 中科院、国家发展计划委、科技部在京联合宣布，中科院基因组信

息学中心暨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等单位杨焕明等绘出的中国水稻（籼稻）基

因组“工作框架图”和数据库已经完成。

是日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宣布，由该公司自主开发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

专用拍摄芯片“星光一号”被三星、联想等国内外一流 IT 企业应用，并开始进

军国际市场。

22 日 百度公司正式推出面向终端用户的搜索引擎网站 www.baidu.com，

并推出全新商业模式——搜索引擎竞价排名。

23 日 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文，同意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是月 北京中关村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网通公司、联通北京公司、铁通

公司、歌华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等多家电信企业合作，相继完成了中关村西区、

软件园、生命科学园、上地基地北扩、中关村科学城改造、北大科技园、清华科

技园等 16个大型建设项目相应配套的信息管孔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1 月

1 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改办、教育部等九部委印发的《关于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试点的

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明晰校办企业产权关系，理顺校办企业管理体制，建立以资

本为纽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校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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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微软公司宣布，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式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8 日 “星光一号”芯片通过微软 Windows XP 的 WHQL 认证，是中国唯

一通过该项认证的产品。

16 日 由国家经贸委、教育部联合举办的首批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授牌仪式

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等 6 所高校成为首批拥有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高等

院校。

17 日 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京召开。该公司负责承

建中关村科学城，将用 5～ 7年的时间对中关村科学城进行改建。

18 日 美宝环球集团徐荣祥等成功地将干细胞在体外培养成胃和肠器官

组织。这是迄今世界上所获得的唯一具有启动细胞功能和修复组织作用的生

命物质。

22 日 北京红旗中文贰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推出中文办公套件 Red 

Office1.0。这是国内首款全兼容、跨平台的国产中文办公平台。

25 日—2002 年 2 月 1 日 北京市双高人才发展中心主办“中关村拥抱未

来——IT 企业强强联手向海外招聘双高人才”大型招聘活动。

27 日 中关村管委会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制度试点暂行办法》。

28 日 市政府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的通知》，设置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

负责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包括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

城科技园、亦庄科技园）发展建设进行综合指导并对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进

行管理。

29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给予政策支持的通知》，明

确在市级财政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专项资金。

30 日—12 月 1 日 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中科大洋科技公司、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公司和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公司等 5

家软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骨干基地。

是月 中关村管委会设立“创业投资引导资金”。该资金采取“跟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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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即风险投资公司或上市公司对园区中小企业投资签约，“引导资金”就跟

进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

12 月

1 日 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在亦庄园投资建设的中国第一条铋系高温

超导线材生产线正式投产。该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为 200 公里，所生产线材的综

合性能指标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3 日 教育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印发《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软

件学院的通知》，决定首批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35

所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

9 日 中关村驻东京联络处成立。

是日 中国科学院公布 2001 年新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科技

园区有 21 人入选。

12 日 中国工程院公布 2001 年新增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科

技园区有 20人入选。

是日 国务院批准以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建设“小

卫星及其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3 日 北方交通大学科技园、北京邮电大学科技园被市教委、市科委认定

为“北京市大学科技园”。

18 日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联通互联网、中国网通互联网等中

国十大骨干互联网签署互联互通协议，这是中国电信史上的第一个多边互联互

通协议。

24 日 中关村归国留学人员创业专项基金正式启动。这项由中关村管委会

建立的基金总额为 4500 万元的专项基金，将主要用于建设归国留学人员服务创

业体系和资助留学人员到园区创业。

26 日 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市财政局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

企业股权奖励试点办法》。该《办法》规定，实施股权奖励的对象是对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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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用于奖励的股份来源应从企业前三年

净资产增值部分中划出一定的比例，其中用于国有股权奖励的净资产增值部分

不得超过企业前 3 年国有净资产增值部分的 35％；实行股权奖励时，既可以采

取无偿奖励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有偿购买的方式。

28 日 市政府宣布国内第一次软件正版化政府采购方案。此次采购包括

操作系统、办公软件以及杀毒软件。其中，操作系统是中软和中科红旗提供

的 Linux ；办公软件选择的是金山的 WPS 和中文 2000 的 Red Office（基于

Linux）；杀毒软件选择了瑞星、金山、江民的产品。

是日 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

正式启动。

29 日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 DTYH-ISR9108“银河玉衡”

核心路由器通过信息产业部组织的电信设备入网鉴定，取得了国产核心路由设

备的第一张入网批文。

是日 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承担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

网CERNET高速主干网建设项目”在清华大学通过教育部组织的验收。

30 日 北京阜国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

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系统（EVD）通过信息产业部组织的新产品、新技术鉴定

验收和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该系统填补了国内高清晰度节目光盘存储播放方面

的空白。

是年 中国农业大学的许启凤、秦山甫、蔡群峰等完成“优质、高产玉米新

品种农大108的选育与推广”。（该成果获200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是年 北京吉兆电子有限公司推出中国第一台具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

GME 1014B（I）型VHF10kW单通道全固态电视发射机。

是年 中科膜识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出两代虹膜识别技术产品原型，成为世

界上第二个拥有核心算法的公司。

2001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有企业 8019 家，其中年总收入超过亿元的企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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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244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25 家；年末从业人员 361290 人，其中研究与

开发人员 116089 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1964.8 亿元，增加值 455.7 亿元，工

业总产值 1229.7 亿元，出口创汇 28.1 亿美元，上缴税额 88.4 亿元，利润总额

111.9 亿元；申请专利 2596 件，专利授权 1629 件。

2002年

1 月

月初 中关村驻荷兰阿姆斯特丹联络处成立。

10 日—11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科委、市经委、市发展计划委和中科院

高技术产业发展局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技术成果交易会”在

京举行。

11 日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在京举办“中星微与微软联手将多媒体数码技

术推向全球市场”发布会。会上，微软公司与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

忘录，微软公司向中星微电子公司提供了中星微“星光一号”与 Microsoft® 

Windows®XP 操作系统平台的兼容性认证证书。

14 日 丰台园将产业基地二期的规划调整成为“商务花园”的模式，将产

业模式调整成为总部经济模式，将开发方式调整成为合作进行统一开发的模式，

形成以建设总部基地为核心、发展总部经济的构想。

16 日 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四通集团和微软公司在北京共

同宣布成立合资企业——中关村软件有限公司。这是微软在中国投资支持的第

一家国内独立软件企业。

21 日 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人类重要疾病遗传资源库在亦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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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是日 由铁道部运输指挥中心、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完成的“中

国铁路提速工程成套技术与装备研究”通过铁道部鉴定。该项目研制成功

160km·h-1 ～ 200km·h-1“中华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快速旅客列车及

动车组，技术性能指标已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该成果获 2002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3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01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 31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0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1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0项。

是日 信息产业部电子人才交流中心与赛迪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宣布将联手打造全国最大的专业 IT 人才服务网站——信息产业部 IT 人才网

（http://www.ittalent.com.cn）。

24 日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首都信息呼叫中心（CAPINFO 

CALL CENTER）正式开通，客户服务号码“96102”正式启用。

25 日 诺和诺德（中国）研究发展中心在亦庄园成立，这是跨国制药公司

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致力于生物技术基础研究的研发中心。

是月 由《科学时报·中关村周刊》主办的“百奥药业杯 2001 年中关村十

大新闻公众调查”揭晓：（1）用友成功上市 ；（2）互联网二“王”出局 ；（3）

裕兴举牌方正科技 ；（4）中关村将建国家级软件基地 ；（5）119 家高新企业高

挂“免检牌”；（6）中关村生物芯片中心将成全球最大；（7）仪科惠光事件引发

中关村信用危机；（8）裁员风暴席卷中关村；（9）中关村出现留学人员回国潮；

（10）病毒引发病毒经济。

2 月

11 日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薛其坤等通过精确地控制分子束外延的生长过程，

创造性地利用周期纳米模板上的幻数原子成簇现象，成功地制备了尺寸完全相

同、空间分布具有严格周期性的金属纳米团簇阵列——一种几乎完美的两维人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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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晶格。

24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园区各学会、协会、中科院、高校、有关媒体、

金融机构等社会各界共同发起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首届优秀企业家、优秀创业

者评选活动”评选揭晓颁奖仪式在京举行。首次当选的优秀企业家为丁健、乔

俊峰、张兆东、陆致成、杨廉斯、杨元庆、柳传志、段永基、王文京、张本正

等 10 人，优秀创业者为邓中翰、池宇峰、刘迎建、宋朝弟、严望佳、张向东、

姜明鹏、贺卫东、廖峰、魏少军等 10人。

3 月

1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北京丰台科技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实施“丰台园二

期产业基地”土地统一开发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北京丰台科技园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实施“丰台园二期产业基地”土地统一开发，工程使用建设用

地 113.4132 公顷。

4 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向中科大洋、联想、中科软件、汉王、金山、和利时

系统工程、四方继保自动化等 7 家“北京市软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授牌并颁

发证书。

是日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区域调整后

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复函》，对 2001 年 1 月 1 日以前已经开办的企业，凡被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可享受中关村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是日 经市地税局征管处批准，海淀地税局简化办理地税登记手续的税收

登记表格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投入使用，在北京开始试点。

是日 海龙电子城在电子市场行业率先推出“消费者打假举报奖”和“对

消费者实行先期赔付”。

25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研制的“神舟三号”飞船发射成功。

飞船上装有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生理信号设备以及形体假人，能够定量模

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还首次进行了逃逸系统试验。

26 日 庆祝上地开发建设暨实创总公司成立 1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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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中国互联网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签

约大会，并发布《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搜狐、新浪网、263 网络集团等

13 家互联网行业的代表签署该公约。

27 日 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智能网公用电话账号 IC 卡芯

片 DTT4C28”在京通过信息产业部组织的产品鉴定。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智能网公用电话账号 IC 卡芯片。

是月 北京六合万通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陈杰等研发的首台第三代移动通

信 W-CDMA 物理层协议解析仪在日本投入商用。日本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

NTTDoCoMo公司采用其监测 3G网络的运营数据。

是月 中关村科技园区电子城门户网站（网址：www.bez.com.cn）开通“数

字园区”电子政务系统，实现了交互式网上办公与OA办公自动化的功能。

4 月

1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调整中关村科技园区政策区域范围的通知》，再度

调整昌平园区、电子城科技园政策区域范围，并将中关村科技园区政策区中不

可利用的公园、绿化用地、中央单位办公用地等共计 28.9 平方公里调出政策区。

将清河地区、马连洼地区、西城区德外大街以西地区和朝阳区大屯地区、中关

村软件园和生命科学园共约 25.7 平方公里调入中关村科技园区政策区。

是日 国家药监局对北京百慧生化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开发成功的新标准

蛹油 α- 亚麻酸乙酯原料药及蛹油 α- 亚麻酸乙酯胶丸颁发国家标准颁布件

WS1-XG-025-2001 及药品批准文号。

5 日 科技部认定清华创业园等 11 家单位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12 日 中科院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是日 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德胜科技苑”冠名的批复》，

同意西城区将德胜科技苑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德胜科技园，将管理机构命名

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德胜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18 日 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开园仪式在中关村举行。仪式上，国家集成电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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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设计北京产业化基地同时揭牌，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门户网站（网址：www.

bjic.org.cn）同时开通。

23 日 北京中关村电子城建设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该公司负责承担中关村

电子城科技园西区产业基地土地的一级开发建设任务。

28 日 北京圣科佳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该公司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与

宁夏圣雪绒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是中国第一家从事化合物

半导体外延材料研究开发与生产的高技术企业。

是月 中科院党组决定将中关村科学城高技术产业创新孵化区命名为“中

国科学院科技园”。

是月 昌平园门户网站（网址：www.zgc–cp.gov.cn）开通。

5 月

1 日 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注册成立。该中心是为技术

开发、转让、咨询等技术交易活动提供服务的专业机构。

9 日 西城区政府印发《关于落实中关村科技园区政策  促进德胜科技园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制定区域性优惠政策，支持德胜科技园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

15 日　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GSP（意

为良好供应规范，是控制医药商品流通环节中有可能发生质量事故的因素从而

防止质量事故发生的一整套管理程序）认证中心的验收，成为北京市首批获得

GSP 认证的医药经营公司。

是日 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的我国首颗用于海洋水色等要素探

测的“海洋一号A星”发射成功。

16 日 由北京科技园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39 家单位发起的中关村写字楼

商会成立。

是日 北京中关村人力资源经理协会在京成立。

17 日 中共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中关村科技园区五年上台阶行动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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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纲要》包括总体战略、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发展、专业园、基础设施

和信息化建设等5个方面。在总体战略中提出了从2001年至2005年的发展目标：

大力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加快高新技术发展，到“十五”末期，

使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综合竞争力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迈上新台阶。

18 日 中关村人才市场开业。

是日 清华大学曹必松等完成的“GSM 移动通信用高温超导滤波器系统研

究”通过鉴定。该项目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满足 GSM1800 移动通信基站应用

要求的高温超导滤波器系统。

20 日 京东方现代（北京）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22 日 市政府举行第一届“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奖”颁奖仪式。北京华大

基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汪建、北京中芯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磊、北

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程京、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严望佳、北京奥瑞金种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庚辰等 10 名

在京创业的优秀回国留学人员获得市政府颁发的“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奖”荣

誉称号和政府奖金 2万元 /人。

23 日—28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科委、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产业发展局、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的“第四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技术成果交易会”在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举行。

24 日 西城区政府举办的德外大街通车暨中关村科技园区德胜科技园开园

仪式在德胜门箭楼北侧举行。德胜科技园区规划面积约6平方公里，分东、西两区，

政策区面积约为 2.9 平方公里。

25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科技成果交易会签约仪式在北京饭店举行。仪式上，

北京市商业银行与中关村管委会签署了 300 亿元长期金融合作协议。同时，

中关村管委会将为北京市商业银行在园区重点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使用期限

在 5年以上的长期贷款给予贴息支持。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全球

经济与世界各国科技园区的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国际化发展”。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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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北京丰台科技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英国道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道丰国际数码园有限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产业基

地二期地块项目合作书》，三方共同组建北京中关村丰台园道丰科技商务园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30亿元人民币打造北京首家“商务花园”。

26 日 北京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奠基仪式举行。

27 日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尹卫东等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支甲型肝

炎灭活疫苗——“孩尔来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批准文号。

31 日 中关村电子政务网站群开通运行。至此，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已

全面实现网上办公。

是日 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型动力电池项目在昌平园

启动。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北京 IBI）实验基地揭

牌仪式”在北京工业大学举行。该基地是为在孵企业搭建共享实验室及实验设

备的平台，建立北京 IBI 产、学、研“三结合”的科技创新基地。

是月 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代理服务站正式对外办公。

6 月

5 日 德胜科技园高新技术企业审批实现网上办公。

18 日 金山公司正式发布 WPS Office 2002，宣告突破微软格式壁垒的努

力成功。该系统定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称为“中间层”的通用数据传输协议，

实现微软与WPS在文件格式上的读写双向兼容。

24 日 北京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对北京大学经营性资产行

使出资人的权利，承担资产保值增值责任。（2003 年，该公司更名为北京大学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

7 月

11 日 由卫生部召开的国家“九五”科技攻关甲肝灭活疫苗成果产业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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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推介了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制的国产

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孩尔来福”。

15 日 国家人事部印发《关于同意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中国北京（望京）

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复函》。

18 日 北京软件质量检测检验中心成立。其主要职责是为各类企业进行软

件测试服务，并提供软件测试咨询与培训服务。

2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中关村科技园区调研

并发表讲话。他强调，北京要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开拓创新，加快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努力把中关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

是日 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为北京首家获准从事信用服务

的机构。

26 日 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成立。它是国内最

早从事二维码技术研究的企业。

27 日 全国首家留学生人员工会——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工会联合

会成立。

8 月

2 日 由北京电视台、中关村管委会和北京音像公司合作创办的第一个以经

济区域命名的电视专栏《中关村》在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BTV-5）开播。

7 日 昌平区政府印发《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政策》。《政策》规定，

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注册并经昌平园管委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除享受

中关村科技园区优惠政策外，昌平区还给予财政、贷款担保等方面的优惠。

8 日—9 月 11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旅游局和海淀区政府主办的

“2002 中关村科技旅游节”举行。本届旅游节重点推出的参观路线主要有中关

村软件园、中关村生命园、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

10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举办的第七届银科企联谊会举行。活动主题为“中

关村科技园区高成长企业与境外创业投资机构交流”。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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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国内第一套自主研发的千兆入

侵检测系统——天阗千兆入侵检测与预警系统。这标志着以入侵检测为核心的

网络安全积极防御体系进入“千兆时代”和“客户化时代”。

15 日 新浪网与 263 网络、GRIC 正式宣布合作，推出“INTERNET 国际

漫游”服务。此项服务将覆盖全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个城市。

是日 北大科技园正式通过 ISO 9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中国第

一个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的大学科技园。

22 日 国务院印发《听取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情况汇报的会议纪要》（国阅

〔2002〕44 号）。《纪要》明确，在“科技园区”内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证

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交易试点的问题，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商证

监会等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和监管办法，并报国务院审批。

26 日 海淀区政府印发《关于实行“海淀绿卡”制度的暂行办法》。《暂行

办法》规定，持“海淀绿卡”（分为企业卡和个人卡）者可享受海淀区财政奖励、

住房优惠、子女教育、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人才引进和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卫

生保健和劳动社会保障、户籍与证件办理、无偿提供代理与咨询服务等 8 项优

惠政策。

28 日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与通州区政府签订“北京市光机电一体化产

业基地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标志着北京信息产业园建设项目正式

启动。

29 日 联想集团祝明发等研制成功我国首台万亿次计算机“深腾 1800”。

是月 《中关村拥抱未来》标志性城市雕塑在中关村大街入口处落成。该雕

塑获第七届首都城市雕塑艺术奖。

9 月

1 日 中关村管委会开始推广使用《中关村企业信用报告》。企业信用状况

分为 5 个级别：ZC1 级至 ZC5 级，1 级为信用度很高、风险低，5 级为信用差、

风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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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2 日 在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和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主办的

“2002 中国名牌论坛”上，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集团等企业被推荐

为“向世界名牌进军——16 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

5 日 北京大学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建北京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协议签字仪式

在北京大学举行。这是中关村管委会首次和大学合作共建大学创业园。

是日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宣布：中国第一枚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发声图

像处理芯片——“星光二号”问世。该芯片首次将音频、视频固化一体并达到

同步运转，已成功通过微软WHQL认证。

6 日 北京海淀区政府与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在京签署《浦东—中关村 21 世

纪科技合作宣言》。

6 日—11 日 海淀区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第五届中关村电脑节。本届

电脑节的主题是“发展中国知识经济，推进中关村国际化”。

22 日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胡伟武等研制完成的“高性能

通用 CPU 芯片——龙芯 1 号”通过中科院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龙芯 1 号”

是中国首款可商业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通用高性能的CPU。

28 日 北斗星通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自主建设的中国第一个以民用信息

服务为主的“北斗一号”运营服务中心在北京航天城竣工。该中心是北斗导航

定位卫星系统和集团用户之间的桥梁。

30 日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中国惠普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本源

等 32 位企业家，以及 20家驻海淀的高科技企业首批领取了“海淀绿卡”。

是月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花园式科技园”工程竣工。

是月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和北京中科镓英半导体有限公司用高压液封直

拉（HPLEC）方法研制出我国第一根直径 5英寸半绝缘砷化镓（Si-GaAs）单晶。

晶体重量 6.5 千克，直径 13.2 ～ 13.8 厘米，等径部分大于 6.5 厘米。

是月 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正式启动“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小额担保贷款绿

色通道”专项业务。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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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 由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和北京佳宸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设置

的北京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在亦庄园建成，它是我国卫生部批准的中国第一

家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

16 日 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建设启动仪式在海淀区举行，主题雕塑《绿

染春园》同时落成揭幕。

是日 北京康得新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国内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开工仪式在

昌平园举行。

19 日 北京邮电大学与昌平宏福集团合作项目签字仪式暨发布会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根据协议，双方将合作建设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是日 科技部与北京大学共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

签字仪式暨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3 日 由市委金融工委、市经委、市财政局、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北京市

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工程启动仪式在中关村举行。该工程将首先以中关村一区五

园和各区县科技园区、工业园区为试点，一期授信额度 36 亿元。

24 日 中共西城区委办公室、西城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设立中关村科

技园区德胜科技园组织机构的通知》，正式设立德胜科技园区领导小组、德胜科

技园管理委员会及管委会办公室。

26 日 “北京软件出口基地”揭牌仪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举行第八次银科企联谊活动。活动主题是“推进担

保贷款业务  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会上推出《共同支持中小高新技术

企业担保贷款的八项措施》。

是日 由中国农业大学培育的我国第一头采用常规冷冻方法保存克隆胚胎

生产的体细胞克隆奶牛在顺义区降生。这头克隆牛起名“顺华”，出生体重达

63.5 千克，体质健壮，毛色光亮。

28 日 空中网获得电影《英雄》的无线数据业务版权全面授权，开创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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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服务提供商同电影合作的先河。

30 日 海淀区政府第 97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对突出贡献企业的奖

励办法》。《奖励办法》提出：对于年度财政贡献全区排名前 50 名的企业，授予

“海淀区年度突出贡献企业”称号；对于年度财政贡献增长幅度超过当年区级财

政收入增长幅度并不低于 10% 的企业，按照其增长额进行全区排名，前 50 名

的授予“海淀区年度成长企业”称号；对突出贡献企业给予奖励。

是日 由国家发展计划委、信息产业部和科技部三部委牵头的 TD-

SCDMA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唐电信、南方高科、华立、华为、

联想、中兴、中国电子、中国普天等 8 家通信企业作为首批成员，签署了致力

于TD-SCDMA产业发展的《发起人协议》。

是月 中关村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联盟成立。

11 月

1 日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263 网络集团和新浪公司共同发起的中国互联网

协会反垃圾邮件协调小组在京成立。此举旨在保护中国互联网用户和电子邮件

服务商的正当利益，公平使用互联网资源，同时规范中国电子邮件服务秩序。

3 日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宣布，中国第一根直径 18 英寸（450 毫米）

直拉硅单晶研制成功。

4 日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推出第一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计算

机——神州数码 NC。该产品采用了国产“方舟”牌嵌入式中央处理器，系统软

件和应用软件均由国内厂商提供，是地道的“中国牌”网络计算机。

6 日 北京市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科技合作项目——京蒙高科技企业孵

化器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落成。

是日 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全玻璃真空集热管生产基地奠

基仪式在昌平区举行。

7 日 朝阳区政府印发《关于中国北京（望京）留学人员创业园的扶持办法》，

分别在资金、市场、办公用地、子女入学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加大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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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留学人员入园创业的扶持力度。

11 日 北京维信诺公司与清华大学的邱勇等共同研制成国内第一款全彩色

有机发光显示屏（简称OLED）。该显示屏尺寸为1.28 英寸，显示色彩为 26万色，

分辨率为 64×3×64。

13 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管委会和美国马里兰大学三方签署《关于

在马里兰大学建立科技园的实施协议》。

22 日 由清华大学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

杂志社、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和清华同方教育技术研究院共同研制成功

的“中国基础教育知识仓库”（CFED）首发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

26 日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口澳大利亚的第一套“同方威视”集

装箱检查系统启用典礼在墨尔本市举行。

28 日 中关村农林科技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北京

市商业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签订合作协议，4 家银行共提供 25 亿元人民币的授

信额度，以支持中关村农林科技园区的建设。

12 月

3 日—7 日 联想集团在联想大厦举办主题为“创新科技、畅想未来”的

“Legend World2002 全球技术大会”。这是中国 IT 企业首次举办全球技术

盛会。

6 日 军事医学科学院和深圳益生堂生物企业有限公司联合在京举行新闻发

布会，由王升启研发团队研制成功的“丙型肝炎分片段抗体检测试剂盒”获得

我国第一个生物芯片证书。这种生物芯片主要用于丙型肝炎的诊断、分型和献

血员筛查。

10 日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同市科委、市科协、中关村管委会、市工

商联、市贸促会、市企联联合召开的首届北京市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技术

人员代表大会暨第五届“科技之光”表彰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

12 日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京宣布其网络电脑产品已形成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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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基于国产 CPU“方舟 1 号”和自行研发的 Linux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

京东方龙腾系列网络电脑第一批产品已下线。这标志着国产网络电脑产品进入

批量生产时代。

是日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成功挂牌上市。这是国内首家

在港上市的咨询企业。

13 日 北京点击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推出由王志东主持开发的基于“竞开协

同应用平台（GENEKING）”的第一款产品“竞开协同之星（GK-Star）”。这

是国内第一套商用协同软件。

15 日 清华大学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建清华留学人员创业园签字暨开园仪式

在清华科技园举行。仪式上，中关村管委会向首批入园的留学生企业发放“中

关村科技园区归国留学人员创业扶持资金”。

18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北京方舟科技有限公司李德磊等研制成功的

“方舟 2号”产品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是日 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成立 5 周年留学人员创业暨孵化器建设

研讨会在中关村创业大厦举行。

是日 海淀区圆明园西路扩建工程完工通车。

22 日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揭牌仪式暨北新采

暖生产线剪彩仪式在北新集团总部举行。

23 日 由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海尔集团、长城集团长软公司、中软股份、

中科红旗、曙光集团、神州龙芯等 7 家科研机构和公司共同组建的龙芯产业联

盟在京成立。

26 日 北京北大众志微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程旭等研制成功北大众

志 -863CPU 系统芯片及网络计算机。

30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研制的“神舟四号”飞船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在此次飞行中，载人航天应用系统、航天员系统、飞船环

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分系统全面参加了试验。

31 日 国家发展计划委、信息产业部、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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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联合印发《2002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审核认

定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 106 家重点软件企业可享受《鼓励软件产业和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规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是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北京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基地的通知》，

决定在大兴工业开发区建设北京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基地。该基地以产业配套

和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为核心、以高水平的软硬件环境和服务设施为保障，建设

集研发、企业孵化、生产制造功能为一体的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基地。

是月 中关村驻华盛顿联络处挂牌。

是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董玉琛等完成“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

保存评价与利用”的研究。该成果揭示了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规律，

建立作物种质资源的安全保存、系统评价、有效利用等综合技术体系，为作物

育种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储备。（该成果获 200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

2002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有企业 9673 家，其中年总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

273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33 家；年末从业人员 405890 人，其中研究与开

发人员 109141 人；技工贸总收入 2363.7 亿元，增加值 519.0 亿元，工业总产

值 1440.1 亿元，出口创汇 26.4 亿美元，上缴税额 104.2 亿元，利润总额 109.8

亿元；申请专利 3934 件，专利授权 182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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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 月

1 日 方正集团的方正无忧数字播控系统软件V4.0在陕西电视台正式应用。

7 日 由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院设计的我国第一座 10 兆瓦高温气冷核反

应堆在北京并网发电成功，成为世界首座投入运行的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实验

堆。

8 日 “奥运中关村经济协调委员会”在世纪金源大饭店成立。其主要职能

是负责搭建奥运信息平台，传递奥运相关信息等。

8 日—9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发展局、市发展计划委、

市经委、市科委主办的“第五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投资洽谈会”在世纪金源大

饭店举办。本届的主题是“把握奥运商机，吸引内外资金，促成成果转化”。

10 日 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等 235 家企业获得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称号。

是日 中关村航空科技园开园仪式在北京青云国际研发中心举行。这是中

国第一家航空科技园区。

17 日 北斗星通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北斗集团用户信息服务系

统”项目在京通过验收。该系统是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装备体系的重要部分，它突

破了小集团用户应用系统容量小、应用范围窄、受波束影响大等局限，为“北斗

一号”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民用开放及其在军队的大规模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20 日 市科委和市教委认定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园、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园为

北京市大学科技园。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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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清华大学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召开的“和欣操作系统（1.0 版）产品

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该系统是由北京科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和清华大学

共同研制的 32 位嵌入式操作系统，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构件化的驱动程

序模型等多项创新技术。

24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中关村科技园区调研。在中关村国际创

业园接见了 15 位归国创业的留学人员代表，胡锦涛说 ：“欢迎大家回国创业，

你们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你们既有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同时也

有抓住机遇、推进事业发展的战略眼光，我对你们的选择和取得的成就感到高

兴！”随后，胡锦涛听取了园区规划、建设和招商情况的汇报，他对园区 3 年

来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并指出 ：“中关村科技园区就是改革的产物。这里机

制和体制比较灵活，吸引和激活创新资源的软环境比较好，呈现出很强的发展

活力。”他鼓励大家说 ：“3 年成绩喜人，今后任务艰巨，发展前景美好，大家

仍需努力。”

28 日 北京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获得 ISO 9001 国际质量体

系和 ISO 14001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内首家获得

双认证的一级土地开发企业。

是月 由《科学时报·中关村周刊》主办的 2002 年中关村十大新闻评选揭

晓：（1）电脑节走出国际周　中关村趋向国际化 ；（2）中关村前 10 个月技工贸

总收入近 1700 亿元；（3）4 公里金融走廊直通中关村；（4）中关村电子市场进

入“战国时代”；（5）我国电子政务市场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6）芯片市场挺

热闹  频频宣告中国造；（7）电脑“三包”出台；（8）数码时代来临  国内厂

商纷纷介入竞争；（9）杀毒软件价格战  几家欢喜几家愁；（10）NESO 拖珑管

价格下水  小品牌搅动大市场。

是月 北京中关村海外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2 月

12 日 京东方科技集团在总部召开“打造显示领域的世界级企业”新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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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会，宣布：京东方以 3.8 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了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

社（HYDIS）的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业务。

14 日 中星微电子公司开发的手机彩信处理芯片“星光四号”成功登

陆美国市场，应用在全球第一大 CDMA 移动通信运营商 Sprint 的新一代

PCSVision 多媒体彩信系统上。

是日 清华大学、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加速器辐射源移动式集

装箱检查系统系列的研制及产业化”成果获 200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19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振兴北京现代制造业的意见》。

《意见》指出，在重点发展“四大产业”（汽车工业、微电子集成电路产业、光

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业），建设“四大基地”（北京汽车工业基

地、北京微电子产业基地、光电一体化产业基地、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业基地）

的同时，积极培育十大优势产品，即现代轿车、移动通信、计算机及网络设备、

中芯集成电路、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同仁堂中药与保健品、化学合成药、福田

商用车、数控机床、数码影像及显示设备，力争使这些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国

内市场，真正把振兴现代制造业作为新世纪新阶段首都发展的主要增长点，作

为推动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加首都经济总量的一个最佳切入点。

24 日 市科委、市信息办与 IBM 中国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

IBM Linux 解决方案合作中心”在上地信息产业开发基地正式成立。

27 日 由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文等研制的“中国手语合成系统”在京

通过授权。项目成果实现了 5177 个汉语词汇的中国手语识别，孤立词正确识别

率为 95%，连续手语的正确识别率为 91.5%。

28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0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 41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9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5 项，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7 项。

是日 北京市中海源产权交易经纪有限公司在海淀园成立。该公司是北京

市首家产权经纪公司。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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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 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开业典礼在京举行。该交易所是市政府授权的

中关村园区唯一的产权交易平台，其基础业务包括信息发布、交易、托管、拍卖、

咨询、鉴证和代办六大类。

是日 根据市政府现场办公会议精神，成府园区（原科技园用地）用地性

质调整为北大科研教学用地，同时在海淀区上地产业基地置换 25 公顷土地作为

北大科技园开发用地。

12 日 国家经贸委、教育部、中科院印发《关于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

通知》，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该中心为专门从事技术转

移、科技成果转化的高科技服务机构，是科技部认定的首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

机构。

14 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孙凝晖等研制的国内首台百万亿数据处理超

级服务器——“曙光 4000L”通过由中科院组织的验收。

18 日 由中共海淀区委和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主办的《中关村》杂志创刊。

是日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京正式推出语音车载导航仪——

STPIII“任我行”。该产品涵盖全国路网图及 87 个城市的详细地图，同时还具

备智能选路、语音导航、查询检索等功能。

21 日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从非典型性肺炎组织标本中成

功地分离出冠状病毒，并建立了动物模型。

是日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签订

《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 1780 热连轧三电控制系统合同》。这是国内首次完全独

立自主地设计、制造的三电自动化控制系统。

是日 国家大剧院景观水池采用北京恒有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央液态

冷热源环境系统”调温成套工程签字仪式在恒有源公司举行。该系统解决了大

剧院控制 35000 多平方米水景相对温度的难题，保证水池里的水“冬天不结冰，

夏天不长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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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由中科院与教育部共同建设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揭牌典礼在中科院

化学研究所举行。其主要学科方向是纳米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25 日 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生物技术实验室与山东梁山县科龙畜牧产业有

限公司等单位合作，获得中国首例转基因体细胞克隆牛“乐娃”。

26 日—4 月 18 日 北京市双高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中关村人力资源经理协

会共同举办“首届中关村网上人才招聘活动”。活动的主题是“欢迎应届大学毕

业生、海外留学人员到科技园区工作”。

27日 中关村管委会批准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园区信用服务中介机构。

31 日 经市政府批准，中关村管委会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五年上台阶行

动纲要》。《行动纲要》提出，未来3年内，中关村园区的工作重点围绕网络计算机、

手机、数字影像、生物芯片等产品，打造 4条产业链。

是月 中关村在线成立全国首家基于互联网用户行为的调研机构——互联

网消费调研中心（ZDC）。

4 月

2 日 科技部创新基金管理中心批准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等 16 家单

位作为首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小额资助试点依托机构”。

12 日 由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信息产业部、市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关村

科技园区第九次银科企联谊活动举行。此次活动的主题是“网络计算机（NC）

产品应用推广”。

是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建北航留学人员创业园签字暨

开园仪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该创业园以软件产业为主。

16 日 中国北京（望京）留学人员创业园揭牌仪式在望京科技园举行。该

创业园是集科研、生产、办公为一体的智能化、多功能、花园式的高新技术企

业孵化基地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基地。

是日 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出非典型肺炎快速检测技术。这项技术通过实

验室血清学的方法，能在两个小时之内得出检测结果，准确率达 95% 以上。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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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北京新火燎原软件科技公司廖兆存等开发的赛微（Scienceword）3.0

软件通过教育部组织的鉴定。该软件很好地解决了非线性文档和线性文档混合

编辑这一难题。

23 日 为应对“非典”疫情，中关村国际环保产业促进中心紧急组织清华

同方、中科凯澜等企业研发具有持续杀灭病原菌及病毒的新型空气净化器。

24 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设立北大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和清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复函》（国办函〔2003〕30 号），原则同意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设立国有独资的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清华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代表学校统一持有、经营、监督和管理校办企业及学校对外投资

的股权，并承担相应的保值增值责任。

26 日 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 SARS 项目组与解放军 302 医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和清华大学酒仙桥医院联合研制出专门

用于 SARS检测的基因芯片。

28 日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抗“非典”捐赠仪式在中关村管委会举行。

是日 联想集团宣布启用集团新标识“lenovo 联想”（“Lenovo”意为“创

新”，赋予联想崭新的国际化意义），当日，首批带有“lenovo 联想”标识的手

机正式推向市场。

30 日 长城软件公司与方正数码、美髯公等多家公司完成的“北京市非典

型肺炎疫情监控决策支持系统”投入使用。

是月 中美科技园管理公司（US-China Science Park Management，LLC）

在美国马里兰州注册成立，负责具体组建和管理“中美马里兰科技园”。

5 月

8 日 本元正阳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出 SARS 冠状病毒全基因组芯

片检测系统，并研发出全球第一张 SARS 冠状病毒全基因组芯片，可以试用于

SARS病毒的早期检测，并全面监测该病毒基因组的变化。

15 日 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发布国内第一套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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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技术的CenGRP（中关村通用资源管理平台）2.0 版全系列产品。

22 日 清华紫光公司在清华紫光大厦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一系列

高科技抗“非典”产品，包括快速测温系列、消毒系列、SARS 应急指挥系统

等 3 个种类 10 余款产品，加上紫光环保成熟的免冲厕所、紫虹消毒片等产品。

紫光推出的系列产品涵盖“非典”疫情排查、工作及居家环境消毒、政府及各

企事业单位疫情控制、污染物处理等“非典”防治工作的各个层面。

25 日 由北京东方正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设计和开发的中国第一个政府应

急管理信息系统——海淀区政府应急管理系统（HEMIS）投入试运行。该系统

将全面为海淀区政府提供公共安全和灾害应急等 5类事件的处理服务。

26 日 联想集团发布第一款“数字光芯”投影机。“数字光芯”基于国际最

先进的数字光处理系统开发，其核心采用数字微镜技术，通过百万级的微小镜

片将数字信号再现为光信号。

是月 北京汉王科技公司研发成功全球第一块汉字手写输入通用芯片。手

机、PDA、智能电话以及电视等电子产品只需要在系统中嵌入这一芯片，即可

实现手写输入。

6 月

1 日 北斗星通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家“北斗运营服务

平台”正式开通，该平台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为覆盖范围内的入网注

册用户提供导航定位、通信和增值信息的服务。

18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德胜园搭建的企业创新服务体系网络平台开始试运

行，实现网上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19 日 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产业基地二期暨丰台园总部基地奠基仪

式举行。

21 日 中关村金融中心开工仪式举行。

23 日 IBM中国 Linux 解决方案合作中心启动仪式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举

行。该中心主要目的是为国内提供一个Linux的实验平台，培养Linux软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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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首信公司与北京奥组委在京签署“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级网站

合作协议”。首信公司将负责奥运中级网站（www.beijing-olympic.org.cn）

的技术开发与平台支持工作，为中级网站提供稳定的后台保障。

是日 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代中关村管委会向第一批 21 家留学人员企业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绿色通道”贴息贴保费款项。

26 日 海淀区地名办公室批准将中关村西区中心绿地命名为“中关村广场”。

29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科技大学共建“北京科技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

共建协议签字暨开园仪式”在北京科技大学举行。

7 月

1 日 海淀区政府发布《关于支持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绿色行动”

（2003—2005 年）纲要》。《纲要》提出，2003 年至 2005 年，海淀区将每年从

园区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１亿元，采取降低创业门槛、设立创业辅导、健全中

介服务、建立产业联盟、降低土地成本、拓宽融资渠道、保护知识产权、标准

化战略、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推出专题活动共十大行动 25 条措施来支持海淀区

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4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推进中关村手机产业发展暨联盟成立签约仪

式”举行。

是日 清华大学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张书练等研制成功中

国首批纳米激光器测尺。该测尺能在 12 毫米长度内测量出 79 纳米的微小移动。

8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健翔园开园仪式在朝阳区举行。

10 日 万全科技药业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这是国内第一家生物医

药合同委托研究服务（CRO）上市公司。

12 日 由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市政府主办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第十次银

科企联谊会在世纪金源大饭店召开。会议主题是“成立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

启动实施瞪羚计划”。会上，由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联想集团、神州数码公

司等 100 余家单位和企业发起的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成立 ；中关村管委会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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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支持园区企业融资的“瞪羚计划”（即中关村园区“高成长企业担保贷款绿

色通道”等）。

14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

示范园区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共同开展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工作，

在中关村成立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产业化促进局。

17 日 由联想、TCL、康佳、海信、长城 5 家企业发起的“信息设备资源

共享协同服务”标准工作组（简称 IGRS 标准工作组，又称闪联）在北京成立。

标准工作组的工作任务是制定“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的标准。

19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北京理工留学人员创业园”签

字暨开园仪式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该创业园是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大学文

化科技园。

23 日 经北京市科委审核，批准北京康华伟业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中关

村兴业（北京）高科技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汇龙森国际企业孵化（北京）有

限公司、北京华商置业有限公司（北京留学人员大兴创业园）、北京北方车辆新

技术孵化器有限公司 5家单位为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

是日 市科委发布《关于认定两家北京市大学科技园的通知》，认定中国人

民大学文化科技园、首都师范大学科技园为北京市大学科技园。

是月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专项贷款担保绿色通道”开通。该“绿色通道”

是为解决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问题而设。

8 月

1 日 市版权局、市科委和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印发《北京市鼓励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登记办法》，该《办法》决定设立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

记北京代办处，负责办理本市软件著作权人（包括北京市公民和在本市登记注

册的法人及其他组织）软件著作权登记工作。

5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版权保护中心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北京代办处挂牌仪式举行。这是国内首家“科技园区版权保护示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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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 为期 3 个月的“中关村创新之路文化宣传活动”正式启动。该活动

旨在弘扬中关村的创业精神，集中展示中关村的创新创业活力和良好的人文

环境。

8 日 由科技部体改司和海淀区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关村发展论坛在海淀区召

开。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倡导诚信经营，打造中关村中介大道”。

13 日 中关村优秀企业家高峰论坛在新世纪饭店举行。论坛主题为“技术

创造财富——中关村创新之路”。

14 日 由北京海尔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的徐加全等研制开发的“海尔数

字电视解码芯片 Hi2010（海尔爱国者 3 号）”通过北京市新产品鉴定。该芯片

是中国大陆第一颗可以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规模

的数字电视解码芯片。

15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北大国际医院、北京协和医学中心入驻中关村

国际生命医疗园签约仪式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举行。

18 日 华融公司北京办事处与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合作推介、营销不良

资产协议签字仪式举行。

19 日 中关村新材料产业联盟成立。

9 月

6 日—10 日 中关村创新成果展在海淀展览馆举办。本届展会以“中关村

拥抱未来”为主题。

6日—12日 由海淀区政府、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关村电脑节举行。

本届电脑节的主题是“科技创新与发展”。

8 日 中关村生物医药园开园暨首批企业入园仪式在中关村生物医药园举

行。首批 13 家企业入驻该园。

是日 为外商提供投资服务的一站式一条龙服务体系——北京市海淀区外

商投资“绿色通道”开通。

12 日—15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科委、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产业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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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火炬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六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投资洽谈会”在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16 日 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新等培育的北京第一头克隆肉

牛“欣欣”在锦绣大地胚胎中心诞生。“欣欣”体重 42 千克，体长 70 厘米，身

体状况良好。

18 日 由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刘韵洁等完成的“多业务统一网络平台”

通过信息产业部鉴定。该项目采取 ATM+IP 的技术方案，建设一个统一的公用

的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包括语音、数据、互联网、视频会议、可视电话甚至

移动数据等综合业务。

是日 由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主办的“微软—中星微多媒体技术中心”

成立发布会在京举行。该中心由北京软件促进中心、微软（中国）及中星微电

子公司三方联合组成，将共同致力于数字多媒体技术演示及研究创新。

19 日—20 日 科技部举办的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会议暨火炬计划 15

周年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科技部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等 26 个先进国家高新

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等 45 家先进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北京软件产业基地等 11 家优秀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清华大学核研院的

移动式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等 446 个“优秀火炬计划项目”、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等 252 个“优秀高新技术企业”、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 20 个“优

秀创业投资机构”予以表彰。

21 日 海龙电子城“刷卡消费无障碍市场”授牌仪式在海龙大厦举行。海

龙电子城成为北京市第一家实现“刷卡消费无障碍”的电子市场。

22 日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在新大都饭店召开“首都企业专利战略推进工程

启动暨百家企业专利试点工作动员大会”。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大唐电信、北

大方正、汉王科技和本元正阳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燕京

啤酒集团、双鹤药业、北新建材集团等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内的 100 家企业被列

为北京市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

23 日 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华通讯社举办“首信千兆防火墙新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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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会”，推出由首信公司曾宇等自主研发、生产的国内第一款基于 ASIC 技术，

线速千兆的高端防火墙——首信CF2000EP-600。

25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主办“万通 1号”芯片产品发布会。“万通 1号”是六

合万通微电子的寿国梁等自主研发的、符合 IEEE802.11b 国际标准的基带芯片。

是日 中国信息安全产品测评认证中心源代码查看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京

举行。

26 日 京东方第五代 TFT-LCD（薄膜液晶管液晶显示）生产线工程开工

仪式在京东方显示科技园举行。

29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同意将北京市等城市作为小企业信用服

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的批复》，将中关村科技园区列入全国信用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地区之一。

是日 中科院电工所的肖立业等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个 10 米、10.5 千伏 /1.5

千安的三相交流高温超导电缆系统进入实验运行。该系统解决了电缆的电磁屏

蔽技术、电缆芯和电缆终端的焊接技术、电缆的高电压绝缘和终端的绝缘技术、

较长距离的高温超导电缆加压过冷却低温系统的设计制造技术等关键技术。

30 日 由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召开的

“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和先进工作单位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

议向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严望佳等 311 名“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和北京市留学人员服务中心等 22 个

“留学回国人员先进工作单位”代表颁奖。

是日 启明星辰公司推出天镜分布式漏洞扫描与安全评估系统。它是国内

第一个运用C/S 架构实现的分布式漏洞扫描与安全评估系统。

是月 由中关村科技园区的 12 家协会、商会发起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协会联

席会成立。

是月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反向收购方式在美国 OTCBB 挂牌上

市，成为上市公司 Sinovac 的控股子公司。（2004 年 12 月，从美国 OTCBB 市

场转板美国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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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4 日 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生物技术实验室与山东省梁山县山东科龙畜牧产

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完成的世界上第一头转基因细胞克隆牛“岩娃”在梁山

县诞生。“岩娃”同时创造了在同一头牛中转有 3种不同外源基因的世界先例。

9 日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饶子和等利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生物大分子晶

体学实验站进行了 MASA（甲基转移酶）蛋白晶体结构测定。实验结果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这是首次利用中国自己的实验设备获得整套MAD衍射数据。

10 日 北京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园庆典在石景山区举行。

15 日 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通报国家大学科技园评估结果的函》，

公布国家大学科技园评估结果：在首批 22 家科技园中，清华大学科技园被评为

唯一的Ａ级国家大学科技园。

是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设计的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

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次进行载人航

天飞行，航天员杨利伟成为首位飞上太空的中国人。（10 月 16 日，飞船绕地球

运行 14 圈之后，成功着陆在内蒙古主着陆场。）

16 日 科技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认定第二批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通知》，认

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园、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北京邮电大学科技园、北

师大—北中医科技园等为国家大学科技园。

是日 联想集团在京推出网御“超五”千兆线速防火墙——网御NFW4000。

这是国内首款基于NP 架构的高性能电信级千兆防火墙，是国内第一款无操作系

统、多机集群并基于 NP 的 4GB 千兆线速防火墙，也是国际第一款实现数据包

内容过滤的防火墙。

18 日 “拥抱未来——中关村广场之夜暨第二届双优评选颁奖文艺晚会”在

中关村广场举行。鲍岳桥、费振勇、刁志中、郑海涛、彭易清、郭夏、李彦宏、

寿国梁、王东临、赵捷等 10人获优秀创业者奖，才让、倪道明、邵根伙、王文京、

魏新、文鸣旭、段震文、彭伟民、雷军、张家林等 10人获优秀企业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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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召开的“爱国者启用国际化标识 aigo 暨

华旗资讯 10周年”庆典活动在北京日坛公园举行。

20 日 “全英中国学者专业团体联合会驻中关村联络处揭牌仪式”在中关村

国际孵化园大厦举行。

22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第 75 次会议，研究并原则同意《中关村

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27 日 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暨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挂牌成

立仪式在中关村举行。

28 日 北京中基超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宣布成立国内首个基于 AMD 的 64

位技术的应用基地。

31 日 由 7 家饲料企业和 1 家科研院所组成的“7+1”高科技饲料联合体

在海淀园成立。  

是月 中关村管委会推出“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系列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该计划是将一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通过集合发行信托

计划方式合法向社会募集一定规模的资金。

11 月

4 日 微软亚洲工程院（ATC——Advanced Technology Center）在中关

村科技园区成立。

4 日—5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带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丽

兰、方新、陈达植等到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清华大学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进步法》执法检查工作。

8 日 中关村城市污泥无害化产业联盟成立。

14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其中，“属地管理、重心下移”是这次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此次改革有三

大变化：各园区为入驻企业成立业主委员会；现有的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



179

1988—1999          1999—2009          2009—2017

小组办公室与中关村管委会合并 ；海淀科技园将交由海淀区政府的专门机构负

责管理。

18 日 北京金裕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 9 家国内家电企业联合展示 11 种

不同型号的 EVD（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系统）播放机，宣告核心技术完全为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高清晰度、高保真影碟机——EVD播放机正式投放市场。

20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清

华同方广场举行。

24 日 中国科学院公布 2003 年新增选的中科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科技园

区有 25 人入选。

是日 中国工程院公布 2003 年新增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科技

园区有 3人入选。

是日 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SARS 病毒基因芯片检测

试剂盒”获得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出具的检定合格证书。

是日 北京中关村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被科技部批准为“国家新材料技

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

30 日 海淀剧院重建工程竣工，成为高新科技园区标志性建筑和中关村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月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等单位的肖立业等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三相高温

超导变压器样机。

是月 清华紫光比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推出国内首台双 NP 架构的纯硬件

千兆防火墙——Unis Firewall 12000。该防火墙采用双 NP 架构，其性能比单

NP 的防火墙有大幅度的改进。

是月 有研材料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 12 英寸硅单晶抛光片。

是月 爱国者 CRT 显示器经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检测，成为我国首

批获得“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证书”的IT产品，并率先获准“采用国际标准产品”

标志。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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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北京邮电大学共建的“北邮留学人员创业园”开园

仪式在北京邮电大学举行。

5 日 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举行。会议决定：北京市代

市长王岐山、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教育部部长周济共同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增

加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建设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

中国证监会、中国工程院等 8 个国家有关部委局和单位；吸纳知名企业家联想

控股总裁柳传志和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进入领导小组。调整后的

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和决定园区建设、发展、制度

创新等重大事项。

是日 中关村软件企业出口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

8 日 北京港湾网络有限公司研制的 Power Hammer 系列高端路由器

（P640/P320/P160）获得信息产业部入网许可证。

是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规模最大的中央处理器（CPU）系统芯片——北大

众志 -863 成功批量生产。

9 日 科技部在北京向社会各界宣布，联想计算机公司研制的国家网络主节

点“深腾 6800”超级计算机于 2003 年 11 月研制成功。

是日 联想集团在京召开“联想原创关联技术推动外设产业变革”主题发

布会，推出全球第一款无线关联投影机 TDW660 和全球第一台内置原创关联技

术的打印机 LJ2800W。

10 日 北大方正集团自主研发的日文报业系统在日本日刊体育印刷社首次

实现 150 种报纸同时上线印刷。

11 日 清华大学、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的韩

征和等共同承担的“Bi 系高温超导线材的实用化及其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开发”

项目在京通过验收。该项目主要性能和技术指标与国际同类先进产品相当。

是日 “中关村德胜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中心”及“欧美同学会报国计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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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基地”揭牌仪式在京举行。德胜科技园成为首批“欧美同学会报国计划实验

基地”之一。

12 日 科技部印发《关于公布“十五”国家 863 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名单

的通知》，北京中自汉王科技有限公司、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等 73 家企业被新认定为“十五”国家 863 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北

京大学科技园成为第一家通过此项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

15 日　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该中心是由军事

医学科学院、中科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江中集团以及

北京新医药和生物技术发展促进中心等单位共同发起组建的国家级蛋白质组研

究机构，主要从事蛋白质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

是日 国际人类蛋白质组组织（HUPO）在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宣布：

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HPP）正式启动。同时宣布其中的人类血浆蛋白质组

计划（HPPP）和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HLPP）两大先导项目计划首先开始

执行。其中，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总部设在北京，由中国担当领导国，由中

国科学家领衔组织。

17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期）”

正式启动。

18 日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该公司代表学校统一

持有、经营、监督和管理经营性的资产和股权，是所投资企业的出资股东。

是日 方正集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方正印捷数码印刷系统。该系

统涵盖计算机直接制版、数字化生产流程、数码打样、按需印刷、快速印刷等

技术，是印刷全过程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综合，代表了全球中文印刷系统的

最高水平。

是日 金山公司在京推出具有反垃圾邮件功能的金山毒霸 6 以及个人网络

防火墙软件金山网镖 6。

19 日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北京天健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制定的国内

第一个数字医学影像产品标准——《TJ—数字化医学影像系统（TJPACSV2.0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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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标准》。

是日 中关村驻多伦多联络处揭牌仪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举行。

是日 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承担的“直径 200 毫米（8 英寸）硅单晶

抛光片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通过国家验收。该项目是中国第一条可满

足 0.25 微米线宽集成电路需求的 8英寸硅单晶抛光片生产线。

23 日 北京数字娱乐软件产业创新基地成立。

24 日 由中科院和国家气象局的黄荣辉、倪允琪等共同承担的“我国重大

气候与天气灾害形成机理和预测理论研究”项目通过专家验收。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研制并建立了 ENSO 预测系统，成功预测了 1999

年至 2001 年拉尼娜事件的演变和 2002 年夏季发生的弱厄尔尼诺事件；提出

了我国跨季度和年度气候异常的数值预测系统，成功地预测了我国 1998 年至

2002 年夏季发生的严重旱涝气候灾害等。

30 日 北京中关村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获“国家新材料技术成果转化及

产业化基地”授牌仪式及“新材料创业大厦”奠基仪式在永丰基地举行。

是日 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的张永维等研制的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

划中的第一颗卫星——“探测一号”（TC-1）发射成功。“探测一号”卫星是国

内第一颗测控距离超过 8万公里的卫星。

31 日 由信息产业部举办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专用芯片与模块生产定型

鉴定会”在同方科技公司举行。该芯片和模块由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和同方

微电子有限公司共同研制，通过了生产定型等各项鉴定，将用于 2004 年换发的

我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是日 由北京理工科凌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孙逢春等研制、用于科技奥

运示范的首批 15 辆纯电动公交车交车验收会在密云县举行。

是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的张军、吕小平、朱衍波等完成“新一代

空中交通服务平台、关键技术及其应用”项目，创造性地提出并解决了网关集

群的构架体系，在国内首次成功地建立了集机载设备、地空数据链、机务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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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体的实时飞机维修支援系统，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飞机远程状态监控。（该成

果获 200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是年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刘汉范等在被称为“第四代催化剂”的纳米金属

簇催化剂研究领域获得重大突破，提出用高分子保护方法制备纳米级金属胶体

的新理论，首次将微波介电加热技术应用于纳米金属簇的合成制备，在世界上

第一次实现了纳米金属簇催化剂的连续合成。

是年 清华阳光太阳能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殷志强等研制成功新一代强热型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紫金TT”管。

是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提出园区“二次创业”的发展战略，

提升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引领新型城市功能区建设等“两大能力”；建设技术创

新示范区、高新技术制造聚集区、高新技术与产品交易中心区等“三大功能区”；

实施创业能力升级、创新能力升级、产业化能力升级、国际化能力升级和服务

能力升级等“五大工程”（以上工作也称“二三五”战略）。

2003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有企业 12030 家，其中年收入超过亿元企业 372

家，超过10亿元的企业53家；年末从业人员483703人，其中研发人员119512人；

总收入 2891.9 亿元，增加值 608.0 亿元，工业总产值 1600 亿元，出口创汇

33.3 亿美元，上缴税额 120.4 亿元，利润总额 177.6 亿元；申请专利 4258 件，

专利授权 2081 件。

2004年

1 月

１日 国内第一个国产数字电视地面广播 DVB-T 单频网在湖南长沙正式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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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该网采用吉兆公司研制的国产第一台商用 200W 和 1.3kW 数字电视发

射机。

是日 8848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正式对外发布 8848.com，推出了中国第一

个专业购物搜索引擎——8848 购物引擎。

6 日 由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经济日报社、科技日报社等 15 家新闻媒体

资深记者共同评选的 2003 年度中关村十大新闻揭晓。这十大新闻是：（1）胡锦

涛总书记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2）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保持两位数持续快速

增长；（3）中关村 SARS 灭活疫苗研制取得重大突破；（4）中关村形成手机、

NC 产业联盟；（5）中关村国产星光芯片全球销量第一，突破 1000 万枚；（6）

中关村开展金融创新，为企业搭建多渠道融资平台；（7）中关村成立国家知识

产权制度示范园区；（8）中关村成为归国留学人员创业企业聚集地；（9）中关

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重大改革；（10）中关村第二届优秀企业家、优秀创业者产生。

7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 2004 年工作会议召开。

是日 由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的“高档钕铁硼 N50 系列产品

开发与产业化”通过北京市科委验收。该项目成功开发了 N50、N48、N45 等

系列高档产品，并实现了高档钕铁硼产品的产业化。

12 日 海淀区青少年科普与科技创新教育实践基地启动仪式在联想集团总

部举行。

15 日 由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和北京赛西电子科技公司联合组建的“中关村

软件园留学人员创业园”授牌仪式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

是日 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院物理所共同承担的磁性材料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中关村昌平园落成并通过竣工验收。

16 日 北京凯诚高清电子技术公司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清晰数字

电影播放机”（简称HDV）。

18 日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研发中心成立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病毒性疫苗

中试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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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空中信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国内手机媒体“空中传媒”

（KongZhong Media）。

2 月

6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确定第二批全国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单位

的通知》，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入选第二批全国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单位。

是日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

布的《2003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中关村园区北京

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等 28 家企业被审核认

定为重点软件企业。

10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专利代办处开业。

12 日 方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美国慧智公司在北京召开“方舟 CPU

走向世界，慧智、方舟战略联盟暨产品发布会”。会上，展示了基于方舟 CPU、

主要销往欧美市场的网络计算机产品。

14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0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 35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4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4 项，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7 项。

是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该所是以企业产权交易为基础，集

各类权益交易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市场平台，具备信息披露、交易撮合、交易

鉴证、价格发现、咨询顾问和市场服务六大功能。

18 日 清华大学汪东升等研制的 32 位微处理器——Thump 通过由教育部

主持的技术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该芯片是国内工作频率最高的微处理器。

19 日 由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主办的“2003 年中关村最具发展潜力十

佳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推荐活动揭晓。北京爱信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

业入选。

24 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选定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为科技型企业走出去“一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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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式”服务的首家试点单位。

是日 由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的徐秋霞、钱鹤、韩郑生等完成的“高性能

栅长 27 纳米 CMOS 器件及关键工艺技术研究”在京通过鉴定。该成果在国内

首次成功研制了高性能栅长 27 纳米 CMOS 器件及栅长 36 纳米 CMOS 32 分频

器电路。

26 日—28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投资洽谈

会”举行。

28 日 北京中科红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 863 计划软件重大专项

“桌面操作系统及其配套环境”课题在北京通过专家组验收。该课题将阶段性成

果转化为“红旗 Linux 桌面版 4.0”。

是月 北京六合万通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开发成功我国首枚无线局域网

（WLAN）SOC芯片“万通 2号”。

3 月

2 日 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推出新的 VI 系统（网址：www.hc360.

com），同时推出“买卖通”和“资讯通”两款互联网新产品。

4 日 科技部印发《关于认定“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企业和试点基

地的通知》，公布了首批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企业名单。中关村科技园区

的北京文思创意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用友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被

认定为“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企业（软件外包型A类），大用软件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天海宏业国际软件有限公司、北京天桥北大青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 3家企业被认定为“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企业（软件外包型B类），

北京方正国际软件系统有限公司被认定为“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企业（软

件产品型）。

5 日 北大科技园有限公司、北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联合成立北大科技

园孵化器学生创业中心。

10 日 由钢铁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的翁宇庆、王国栋、董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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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低碳铁素体 / 珠光体钢的超细晶强韧化与控制技术”在京通过鉴定。

该项目依据形变诱导相变、细晶强化、相变强化等物理冶金原理，开展了大量

的热模拟和热轧实验研究以及工业试验，开发出超级钢原型钢。（该成果获 200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7 日 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王东临等完成的中国首家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数字纸张技术——“SEP 数字纸张技术及其应用系统”通过市科委组织

的鉴定。该系统具有版面一致性、不可篡改性、不可分割性三大特性。

24 日 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规划建设专题会，会议通

报了北京市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对本市各类开发区清理整顿工作情况和市政府

对中关村科技园区规划用地范围进行调整，核减园区规划用地范围约 112 平方

公里的决定。

25 日 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留学人员创业园揭牌仪式在中关村生命科学

园举行。

是日 中科院物理所张治国等承担的“二极管泵浦瓦级连续蓝光激光器产

业化样机”研究项目通过成果鉴定。该项目研制成功国际上首台二极管泵浦瓦

级连续蓝光激光器产业化样机。

26 日 市政府印发《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将海淀园企业的党群工作及海淀园的管理职责交给海淀区，

并将园区服务中心（“一站式”办公大厅）的管理职责交给海淀区。

是日 联想集团在北京与国际奥委会签署合作协议，宣布正式成为第六期

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简称TOP），这是奥运历史上中国企业首次获此资格。

是日 由清华大学曹必松等研制的中国第一台 CDMA 移动通信用高温超

导滤波器系统通信试验成功并将投入实际使用。该系统的使用标志着我国成

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用自己的技术实现高温超导滤波器在移动通信中应用的

国家。

30 日 大唐移动公司推出全球第一款TD-SCDMA手机——DTM800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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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 市科委向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北京海银科医药技术孵化器、

北京软件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和中关村生物医药园等颁发首都科技条件平台

试点单位匾牌。

2 日 市编办印发《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机构设置的函》，

批准组建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综合办公室、规划建设办公室、招

商服务办公室 3个办事机构。

3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主办的“中关村百名企业家植树活动”

在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举行。

12 日 由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大学的其鲁、尹天一、

晨晖等合作研发的“铝塑膜包装液态动力锂离子电池”通过由市科委组织的科

技成果鉴定。该项目发明了制造铝塑膜包装液态大容量动力锂离子电池的一系

列全新技术，并研制出性能优越的锂离子动力电池。

是日 天地互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推出中国首个 IPv6 演示网络

（IPv6 Show NET）。

13 日 联想集团正式推出联想万全服务器T168。该服务器在全球首次采用

SATA热插拔技术，首次在低端服务器中推出 PCI-X 接口，引入高端 I/O 技术。

18 日 由清华大学和航天清华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的尤政等共同研制的“纳

星一号”纳型卫星在我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丙”（CZ-2C）发射升

空。该卫星是我国自主研制成功的第一颗纳型卫星。

19 日 由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和中关村管委会共同建立的中科院中自留学

人员创业园开园。

是日 由北京云电英纳超导电缆有限公司信赢等研制的三相交流 33.5 米、

35 千伏 /2 千安超导电缆系统在云南省昆明市普吉变电站挂网试运行。

21 日 由外交部新闻司、北京市外办和中关村管委会共同组织的“做客中

关村”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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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由市科委、市工业促进局、市商务局、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北京

助飞企业E化ASP 应用一期示范工程”启动大会举行。该工程采用“政府支持、

企业运作和联盟推广”的方式，推动中小企业信息化工作。

是日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签署《中关村知银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关村知保

合作框架协议》，开创了中国知识产权创业融资的机制与模式。

23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留学人员创业园揭牌仪式举行。

25 日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暨“科技之光”表彰大会

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

26 日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启动“中关村大学生知识产权促进计划”系

列活动，首批组织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10 多所高等院校开展“尊重知识产

权  创造知识产权”主题宣传活动。

27 日 中关村数字物流港建成开港。

30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成立暨挂牌仪式在海淀科技大厦

举行。

是月 北京大学教授邓宏魁和丁明孝率领的科研小组利用核移植技术和四

倍体胚胎聚合技术在国内率先克隆了小鼠。

5 月

3 日 由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等单位的叶奇蓁、闵元佑、倪武英等设计完

成的秦山核电二期工程 2 号机组正式投入运行。这是我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

自主管理和自主运营的第一座 2×60 万千瓦大型商用核电站。（“秦山 600MWe 核

电站设计与建造”获 200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8 日 清华科技园与海淀区四季青镇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清华科技

园·玉泉慧谷。玉泉慧谷成为清华科技园在北京的第一个分园。

17 日 北京中关村电子产品贸易商会发布《2003 年度中关村电子产品贸易

行业发展白皮书》。这是中关村电子产品贸易行业首次采用国际通行的方式，诠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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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行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20 日 由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理工科凌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设计制

造的国内首辆双层电动豪华城市观光车下线。

21 日—31 日 北京双高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举办首届中

关村留学归国人员网上推介活动。

22 日 中关村企业家沙龙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

22 日—26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举办的“第八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投资洽谈

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本届投洽会以“高科技、新生活”为主题。

24 日 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成立。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29 日 清华大学和清华紫光比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吴建等联合研

制的第一台国产 IPv6 核心路由器（Bit Engine 12000 系列）通过信息产业部

组织的技术鉴定和入网测试。这是国内第一个通过信息产业部的 IPv6 核心路由

器入网测试规范（草案）测试的国产路由器。

是月 由清华大学的崔福斋课题组研制成功的纳米人工骨获得三类植入产

品试生产注册证，成为中国第一项可公开销售和应用的纳米医药产品。

6 月

16 日 金山公司与台湾智冠科技宣布结成产业战略同盟，这是内地网游企

业首度进入台湾市场。

21 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的李国杰等研制的“IPv6 网络关键技

术研究和城域网示范系统”通过专家组验收。这一网络的建成标志着国产设备

突破了 IPv6 的技术限制，并且证明国产设备已完全达到网络建设的要求，具有

起点高、业务丰富的特点。

29 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孙凝晖等研制的“曙光 4000A”超级计算机

在京通过鉴定。这是中国第一台运算速度超过 10万亿次（10Tflops）的超级计

算机，在 2004 年 6月公布的全球高性能计算机排行榜上名列第 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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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 朝阳区政府印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中关村科

技园区健翔科技园管委会的通知》，中关村科技园区健翔园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

7 月

1 日 诺和诺德（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落户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该中心是跨

国制药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致力于生物技术基础研究的研发中心。

8 日 北京金远见电脑技术有限公司推出文曲星 TC1000。全部单词实现

100％纯真人发音，结束过去合成发音的历史。

是日 由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朝阳区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关村健翔科

技园专家咨询委员会、企业家联合会成立暨全程办事代理制启动仪式”举行。

10 日 由科技部、北京市政府、云南省政府及云南电力集团举办的我国第

一组超导电缆并网仪式在昆明普吉电站举行。该电缆是由北京云电英纳超导电

缆有限公司信赢等研制的中国第一组超导电缆系统，是继美国（1999 年）、丹

麦（2001 年）之后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世界上第三组挂网运行的高温超导电缆。

20 日 中国红旗软件公司与日本 Miracle Linux 公司共同推出亚洲第一个

标准化企业级操作环境 Linux 平台——Asianux1.0 版本。它将为亚洲企业市场

共同缔造一个更节约成本的、可靠的、具备更高扩展性的企业系统环境。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召开“投资中关村——‘胡晖现象’研讨会”。（注：

所谓“胡晖现象”，指留美博士胡晖在中关村投资 15 万美元创业，开发出国际

领先的远程医疗诊断系统，多方开拓国内市场却无人问津，最后美国威泰尔公

司以 1800 万美元将胡晖的整个公司收购。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关村养“鸡”，“蛋”

却流往国外的例子，该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5 日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张永维等研制的“探测二号”卫

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该卫星的发射，标志着我国“地球空间双星

探测计划”开始进入应用阶段，并与欧洲空间局“星簇计划”组成联合观测项目，

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对地球空间进行六点立体探测。

29 日 中国信息安全产品测评认证中心在京举行“信息安全产品 EAL3 等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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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认证”发布会，公布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天阗入侵检测与管理

系统 V6.0、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卫士防火墙 NGFW4000V2 等 3 家

厂商及产品首批通过该认证。（注：EAL3 等级认证是最高等级的国家信息安全

认证。）

30 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市政府主办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第 11 次

银科企联谊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主题是“银企合作，共同发展”。

是日 中关村游戏学院成立。该学院旨在培养本土游戏动漫专业人才，推

动中国游戏动漫产业的发展。

是月 中关村驻伦敦联络处挂牌。

8 月

3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建

设方案的批复》，同意在北京市建立国家软件出口基地。

是日 搜狐公司正式推出全新独立域名专业搜索网站“搜狗”（网址：

www.sogou.com），成为全球首家第三代中文互动式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

8 日 教育部在北京交通大学召开“BJTUIPv6 无线 / 移动路由器”“高性

能 IPv6 路由协议栈软件”成果鉴定会。由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佳讯飞鸿电器有

限责任公司张宏科等开发的我国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国产 IPv6 无线

路由器——“BJTUIPv6 无线 / 移动路由器”“高性能 IPv6 路由协议栈软件”，

解决了新一代网络的路由、网络管理和安全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实现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 IPv6 路由协议栈源代码软件。

12 日 北京市海外留学人员职业发展服务体系共建揭牌签字仪式暨信息发

布会在北京双高人才中心举行。仪式上，留学人员职业发展服务中心同时宣布

成立。

12 日—13 日 在科技部召开的“国家高新区创新创业环境建设经验交流会

暨全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工作会议”上，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

中心、北京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被评为“2003 年度优秀国家创业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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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16 日 由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承建与运营的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

（CNCnet）在中国网通北京亦庄网管中心通过竣工总验收。

23 日 爱立信公司和朝阳区政府正式签约，爱立信将在位于望京的中关村

电子城西区建设新的中国总部，同时还将在这里建设中国研发总院大厦，它将

成为爱立信全球新的研发中心之一。

27 日 海淀区科委与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联合推出集成电路设计“芯连芯”

计划。

是日 中关村AVS数字音视频标准研发基地揭牌。

是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对“星光中国芯工程”做出批示：为“星

光中国芯工程”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次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的有益探索，现代信息产业的规模已不小，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缩小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中星微电子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9 月

1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家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暨第二次园区发展问题座

谈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秘书处，作为咨委会的常设机构。

8 日 第 12 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14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副市长兼中关村

管委会主任范伯元做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和实施《五年上

台阶行动纲要》情况的报告。

是日 金山公司与马来西亚方正公司签订游戏代理运营协议，方正公司将

全面负责《剑侠情缘网络版》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地区全面运营代理。这是中

国原创网游首次进军海外市场。

8 日—12 日 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主办第七届中关村电脑节。本

届电脑节的主题是“创新推动发展，科技缔造财富”。

9 日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的“实践六号”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发射成功。该卫星主要进行空间环境探测、空间辐射环境及其效应探测、空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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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物理环境参数探测以及其他相关的空间试验。

10 日—13 日 在第五届中国国际发明展览会上，清华大学的“填埋场渗滤

液的蒸发处理技术”、汉王科技公司的“汉王形变连笔手写识别方法与系统”获

金奖。

13 日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 示范网络核心网 CERNET2”项

目工作会议在清华大学举行，标志着 CERNET2 建设工作全面正式启动，也标

志着中国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工作拉开序幕。

15 日 新浪、搜狐及网易在京宣布成立“中国无线互联网行业诚信自律同

盟”。该同盟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无线信息服务行业自律工作的深入开展。

17 日 中关村清新空气产业联盟成立。

23 日 大唐微电子公司在京发布，魏少军等研发成功国内第一枚面向通信

的综合处理信息平台 SOC 芯片——COMIP I，并投入批量生产。

24 日 中关村管委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中关村科技园区留学人员

庆国庆暨表彰大会”。会上，表彰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邓中翰等 53 位优秀留

学人员企业代表。

25 日 中芯国际（北京）公司 12 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投产仪式在亦庄园

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条 12 英寸芯片生产线。

26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出台 20 项扶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

优惠政策，并设立 1亿元资金作为对企业的直接资助。

28 日 由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张建国等完成的“遥感卫星接收系统能力扩

充”项目通过验收。该系统是一套首次由国内研制的、6 米天线 /160Mbps 接

收多遥感卫星数据的小型地面接收系统。

是日 由信息产业部主办的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授牌仪式暨基地建设座

谈会在京举行。北京成为首批 9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

30 日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研制的 10 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

进行了“不插入控制棒下反应堆丧失冷却”的核安全演示实验，标志着中国已

经掌握核电站的最新一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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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 中关村管委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北京志·中关村科技园区志》

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

15 日 美国 IT 门户网站 CNET 宣布收购民营企业中关村在线（网址：

www.zol.com.cn）。中关村在线借助 CNET 的资源和资金，高速成长为一家国

际化互联网媒体机构。

20 日 北京市外办和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主办驻京外国使节做客中关村活动。

21 日 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局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建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签

约暨揭牌仪式在中科院自动化所举行。

28 日 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与国家体育总局共同承担的“兴奋剂检

测生物芯片研究”通过市科委组织的验收。

29 日 普天信息技术研究院成为国内首家通过包含 IPPD（集成产品过程开

发）的CMMI 3 级评估企业。

11 月

1 日 联想集团在北京推出全球首款宽带关联电脑——天骄宽带关联电脑。

8 日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揭牌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9 日 方正科技与英特尔、用友在北京举办“中小企业超动力”战略合作计

划发布会，正式启动面向中小企业信息一体化管理的“中小企业超动力”计划。

10 日 联想集团推出全球第一款 13.1 寸的宽屏笔记本——天逸Y200。

11 日 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联合实

施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专利引擎”计划。该计划对企业的专利工作在政策上、

经费上、服务上予以支持帮助。

16 日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杨辉等在国内首次成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氮化镓基激光器。氮化镓基激光器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氮化镓基光电子

材料与器件的研究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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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 北京通联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京发布业内首款办公邮局系统“通

联邮Tmail”。

19 日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工业促进局共同主办电子城科技园“数

字电子城网络化制造平台汇报发布会”，宣告“数字电子城网络化制造平台”正

式投入使用。

23 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润滑油分公司在北京举行“北京 2008 年

奥运会正式用油新闻发布会”，宣布长城润滑油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式用油。

是日 由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和 GE 医疗健康集团联合研发的首台

PrecisionThunis800 数字式胃肠机下线。

12 月

5 日 科技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京共同组织 SARS 疫

苗 I 期临床研究结果揭盲会。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尹卫东等牵头研制

的“非典”病毒灭活疫苗 I 期临床试验全部完成。

7 日 科技部印发《关于认定北京北航天汇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等为国家高

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通知》。北航天汇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家高

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8 日 由联想集团举办的“强强联合打造全球 PC 领导企业”发布会在京召

开。联想集团宣布以 12.5 亿美元正式收购 IBM 全球 PC 业务，成为全球第三大

PC 厂商。

9 日 中科院在京召开“国际鸡基因组计划完成成果新闻发布会”，宣布中

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主持完成的原鸡基因组和家鸡基因组多态性研究获得重

大突破 ：利用经济、快速、高效的测序方法——“鸟枪法”，中国科学家不仅和

国际同行共同绘制出以红原鸡为对象的鸡基因框架图谱，而且领衔绘制出了乌

鸡、肉鸡、蛋鸡等 4种不同鸡种之间的遗传差异图谱。

12 日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京举行发布会，推出神威

Infiniband 网络产品，并与曙光、联想、浪潮公司签署产品推广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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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 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吕惠宾、陈正豪、杨国桢等完成的“II 型激光

分子束外延设备及其应用研究”通过专家鉴定。

是日 北斗星通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获“北斗一号”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运营分理服务牌照（编号 001）。北斗星通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取得“北斗导航

系统运营分理服务牌照”的企业，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系统进入

规范的商业化运营阶段。

14 日 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建设的小卫星研制试验基

地——小卫星及其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北京航天城落成。

16 日 国家应用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揭牌仪式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

18 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园奠基仪式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它是一

所由中国政府与欧盟共同创办、专门培养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的非营利性中外

合作高等学府。

22 日 由全国青联秘书处、北京海外联谊会、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2004

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北京行暨中关村留学人员精品项目推介会”在新世纪饭店举行。

是日 北京用友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整体通过美国 SEICMM（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5 级评估，率先成为国内整体通过

CMM5 级评估的软件公司。

23 日 由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李志峰等完成的“中文名片识别与管理系

统”在京通过验收。该系统能够识别 11 种常用字体和常见题字等，单字识别率

在 99％以上，整张识别率在 88％以上；识别速度为 3～ 4秒 / 张。

25 日 由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管委会主办的“中国下一

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 示范网络核心网 CERNET2 开通与 CERNET 建设 10

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中国工程院等八部委联合宣布，由清华大学等 25 所高校联合承担建设的中国第

一个下一代互联网——CERNET2 主干网正式开通。

27 日 市科委批准北京中自科技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北京华海基业科技

孵化器有限公司、北京金兰巢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北京泰思特测控技术公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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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单位为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光明日报社、科技日报社、北京日报社主办的“2004

年中关村十大新闻”揭晓。十大新闻为：（1）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中关村看望著

名科学家 ；（2）“星光”中国芯占据世界图像输入芯片市场半壁江山；（3）中关

村企业研制的“非典”疫苗一期临床试验完成；（4）中国超级计算机进入世界

前 10名，曙光 4000A超级服务器每秒峰值运算速度 11 万亿次；（5）世界上首

台互联网 IPv6 无线路由器在中关村诞生；（6）由北京云电英纳超导有限公司自

主开发研制的我国第一组、世界第三组实用型超导电缆在滇并网运行；（7）中

科院与中关村共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8）中关村电子城走出老工业基地改造

创新之路；（9）联想收购 IBM 全球台式电脑和笔记本业务，与 IBM 组成战略

联盟；（10）中关村海归创业企业保持全国领先，达到 2400 余户，吸引和凝聚

了 4万多名高科技人才。

28 日 科技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认定第三批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通知》，认

定北京化工大学科技园为国家大学科技园。

是日 北京科技现代制造技术产业园落成典礼在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举

行。该园集成微电子、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劳保安全四大产业。

是年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宗保宁、闵恩泽、

慕旭宏等完成“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项目。

该项目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磁稳定床和非晶态合金催化剂的集成创新和工业化。

（该成果获 2005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是年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技大学周少雄等完成“纳米晶软磁

合金超薄带产业化开发”项目。该成果突破了纳米晶软磁合金超薄带的急冷铸

带技术，使产业化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水平和控制精度显著提高，稳定地生产出

厚度为 20微米的超薄带。

2004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有企业 13957 家，其中年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

472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62 家；年末从业人员 583874 人，其中研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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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111621 人；技工贸总收入 3718.3 亿元，增加值 760.9 亿元，工业总产值

1917.8 亿元，出口创汇 54.8 亿美元，上缴税额 143.9 亿元，利润总额 256.2 亿元；

专利申请数 5469 件，专利授权数 2608 件。

2005年

1 月

4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7 医院免疫学研究室奚永志等在国际上首次发现

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新等位基因，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HLA 命名委员

会正式命名为A*110104。

是日 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宣布其 4 家在华生产型合资企业重组

工作已全部完成，新公司的名称为 “诺基亚首信通信有限公司”，并在亦庄园正

式投入运营。

7 日 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甲、乙型肝炎联合疫苗“倍

尔来福”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生产批件，获准上市。

7 日—8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 2005 年工作会议在海淀区召开。

12 日 方正科技集团在京召开“爸爸的成功、妈妈的智慧、我的卓越 C”

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全球首款成人 /儿童双模式电脑——方正卓越C100。

21 日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召开“实施专利战略推动首都企业专利战略工程”

动员大会。会议宣布北大方正、瑞星科技等 100 家企业首批进入中关村科技园

区企业“专利引擎”计划。

31 日 信息产业部印发《〈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名单（第一批）〉的通知》，认

定 86 家企业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其中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 29 家中关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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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科技园区企业入选。

是月 北京六合万通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寿国梁等研发成功“万通 4 号”

芯片组并投入样片生产。

2 月

1 日 “北大众志 -863CPU 系统芯片及应用”获“首届国家集成电路设计

产业化基地和香港科技园‘孵化创新产品’竞赛”特等奖。

3 日 中关村国际生命医疗园建设工程启动仪式举行。该工程是中关村生

命科学园的二期项目，将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

形成国内水平最高、配套设施最完善、规模最大的医疗系统。

是日 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 i-Open0.36T 永磁开放

型磁共振医用成像设备正式通过CE认证，获得进入欧盟市场的通行证。

4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台湾精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抄袭和复制北京汉

王科技有限公司“汉王 Win CE 联机手写汉字识别核心软件 V1.0”并提供网上

下载许可和网上销售活动做出判决，判台湾精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赔偿汉王科

技经济损失 30万元人民币。

23 日 国家信息产业部印发《高密度激光视盘系统技术规范》，将 EVD 确

定为电子行业推荐性标准。该标准由北京阜国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为组长单位的

“新一代数字光盘系列标准项目工作组”负责编写和制定。

28 日 北京云电英纳超导电缆公司等单位的信赢等完成的“三相 35 千伏

/2 千安超导电缆系统”在京通过鉴定。该系统的超导电缆导体首次采用组合式

绕制方法，首次在热绝缘超导电缆中应用双层液氮循环冷却结构，电缆终端在

世界上首次采用通用化、积木式模块化设计。该系统是中国第一组并网运行的

超导电缆。

是日 中关村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成立。

28 日—3 月 1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中科院高技术产业

发展局、市科委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投资洽谈会”在世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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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大饭店举行。本届投洽会的主题是“科技创新、引领未来”。

3 月

1 日 清华紫光比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 BitEngine12000 系列 IPv6

核心路由器通过国际最权威的“IPv6Ready”第一阶段认证测试，标志着比威

路由器的互操作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是日 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的“面向奥运的多语种语音合

成产品研制”项目通过市科委验收。该产品支持包括汉语、英语、日语在内的

多种语言，及时地以无障碍的语音形式提供各类奥运信息；采用语音方式提供

信息发布、信息查询、人机交互等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保证任何人可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手段获取奥运相关信息。

2 日 科技部印发《关于认定第二批“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企业和

试点基地的通知》。其中，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爱特优科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柯莱特科技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被认定为“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

企业（软件外包型A类）；北京尖峰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北京凯迪四维软件有

限责任公司等 4 家企业被认定为“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企业（软件外

包型 B 类）；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被认定为“中国软件欧美出

口工程”试点企业（软件产品型）。

是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的隋雪青等研制的“AVS101 高清

解码芯片”在京通过鉴定。该款芯片是国内第一个完全基于目前正在报批的

AVS1.0 标准的高清解码芯片。

9 日 联想集团和康佳集团联合推出基于闪联技术的电脑和电视，第一次在

家庭中实现电脑与电视之间的无障碍互联互通。

16 日 大唐电信自主研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专用芯片模块生产定型”

通过信息产业部、公安部以及二代证鉴定委员会专家的鉴定。

22 日 我国首座超低能耗示范楼在清华大学落成。这是中国首个以真实建

筑物搭建的建筑节能技术试验平台。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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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由北京奶牛中心研究员孙凤俊、张胜利主持完成的“高产优质奶牛

胚胎工厂化生产和移植技术”通过验收。该项目利用现代育种理论动物模型选

育种畜，建立起高产奶牛繁育体系和生产体系，从而加快高产母牛群的扩繁速度，

有效推动我国奶业发展。

24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0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科

技园区有 42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3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4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5 项。

是日 由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完成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成果实现了七大核心技术突破，实现了研发成果的

产品化和产业化。

28 日 由北京北斗星通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联合研发的国内首个基于 3C2S（3C ：计算机，通讯，控制理论；2S ：全球定

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集装箱码头生产过程控制、可视化管理系统”

在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TCT）正式投入运营。

30 日 由海龙集团和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的“海龙—微软产品

体验中心”在海龙电子城开幕。同时，北京市版权局授予海龙集团“北京市版

权保护示范单位”，并现场举行了授牌仪式。

是月 神州龙芯公司发布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芯 32bit CPU IP 核平

台业务。

4 月

6 日 由北京太阳能研究所建成的中国首座太阳能综合利用示范楼——“桑

普——中国太阳能第一楼”在海淀园试运行成功。

11 日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研究开发的“泰欣生”（尼妥珠单抗，

Nimotuzumab）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证书。这是中国批准

的第一个人源化癌症治疗单克隆抗体药物。

是日 联想集团在京发布第一款自主研发的安全芯片“恒智”。该芯片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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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计算机主板上，提供单机系统安全保护。

13 日 中共西城区委办公室与西城区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成立功能

街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及调整部分功能街区建设管理机构的通知》，对德胜科技园

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撤销原来的德胜科技园领导小组，将其职

能并入功能街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保留德胜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机构，并将其

职能划入功能街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挂德胜科

技园管委会办公室牌子。

18 日 由科技部、中科院和信息产业部共同主办的“龙跃神州‘芯’动中

国”——龙芯 2 号成果发布及产业化基地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宣

布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胡伟武等研发的龙芯系列CPU的最新研究成果——“龙

芯 2 号高性能通用处理器”研制成功。龙芯 2 号是全国首款 64 位高性能通用

CPU 芯片。

是日 联想集团推出昭阳A600。这是第一款全程自主研发的国产笔记本电脑。

19 日 中科院中自孵化园留学人员创业服务中心成立。

是日 由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主办的“2005 中关村知识产权论坛”在北

京友谊宾馆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发展”。

21 日 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

高新区集群经济论坛”在京举行。

是日 北京市首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园——北京知识产权保护园揭牌仪式

在亦庄园举行。

23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共同举办的中关村文化

沙龙在人民大学举行。沙龙的主要议题是“创新文化与文化产业”。

25 日 朝阳区区长办公会审议通过《中关村科技园区健翔园发展规划

（2004—2020 年）》。

是日 “北京氢能交通示范园”正式入驻永丰基地。该园是国内第一个以氢

能综合利用、氢能教育及科普、新成果展示与推广、交通示范为宗旨的示范园。

26 日 中关村软件工厂实训开学典礼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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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由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共同承

担的“兽药残留蛋白芯片检测平台系统”在京通过鉴定。该系统检测灵敏度达

到了欧盟和国家最高残留限量的要求，检测结果与确证方法相比有很好的符合

率，填补了兽药残留检测领域的空白。

是日 大唐电信产业园暨微电子生产线启动仪式在永丰基地举行。

30 日 北汽福田公司“福田重工永丰机械研发基地”奠基及开工典礼在永

丰基地举行。

是月 北京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推出中国第一款 64 位 8 路服务器——天

阔A950。

5 月

1 日 联想集团正式宣布完成收购 IBM 全球 PC 业务，任命杨元庆接替柳

传志担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8 日 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有限公司、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科技部

认定为创新基金创业项目服务机构。

10 日 由中信国安盟固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鲁等完成的“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锰酸锂的产业化技术开发”通过市科委组织的验收。该项目研制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锂离子电池所需关键材料锰酸锂的合成新工艺，在国内率

先建成年产 200 吨电化学性能优越的锰酸锂生产线。

11 日 信息产业部印发《关于同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31 个城市和地区

为首批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决定》，确定 31 个城市和地区为首批国家电子信

息产业园。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被授予国家（北京）集成电路产业园称号，上

地基地被授予国家（北京）计算机与网络产品产业园称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被授予国家（北京）通信产业园称号。

13 日 科技部印发《关于同意组建“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的批复》，

正式同意在北京组建“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

17 日 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自行研发和生产的中国第一台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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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双激光微阵列芯片扫描仪（晶芯 ®Lux Scan10K-A）通过电子激光仪器产品

质量的系列测试。该产品符合欧洲健康、安全与环保的要求，满足欧洲标准的

技术规范，获得了CE认证证书。

19 日 中关村新能源技术（热泵）应用联盟成立。

23 日 由市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奖”颁奖仪式在中苑

宾馆举行。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邓中翰、百度公司李彦宏等 17 名创业者获奖。

23 日—27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和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发

展局主办的“第十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投资洽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投洽会以“自主创新中国创造”为主题。

25 日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其亦庄园的第五代 TFT-LCD 工厂

举行批量生产仪式。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与韩国大德研究开发特区在京签署交流合作协议。

26 日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李成容等研制出一款新型智能机器人——“童

童”。这是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发的智能表情机器人，能模仿微笑、惊恐以及各种

怪异的对眼等 40多种表情。

28 日 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揭牌仪式暨中关村创意产业联盟成立大会

在海淀图书城举行。

29 日 由《科技日报》主办的“2004 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颁奖典

礼在京举行。“曙光 4000A”的总设计师孙凝晖、中科院副院长李家洋、中国

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学术委员会主任吴建平、“龙芯一号”研究组组长胡伟武

等入选。

30 日 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宣布推出晶芯 ®“四位一体”芯片

服务系统。

是月 联想集团推出万全 T220 服务器的二代新品 T220G5，率先将 64 位

英特尔 Xeon/800MHz/2M 处理器应用于两路服务器，系统性能得到了显著提

升，引领了两路服务器新标准。

2005



206

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大事记（1988—2017）30年

6 月

2 日 中关村管委会制定的《关于推行中关村园区企业征信报告的实施办法》

开始实施，正式启用企业征信报告，包括深度征信报告和标准征信报告等。

5 日—8 日 由海淀区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中关村五年上台阶大型

成果展”在海淀展览馆举行。展览分为序曲、成就和展望 3 个部分，浓缩了中

关村 5 年来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采用 360 度环幕等手段，集中展示中关村自主

创新、产业集群发展、环境融智融商、迈向国际一流科技园区的历程。

6 日 中关村科技园海淀园创业孵化共同体成立仪式在中关村创业大厦

举行。

7 日 中关村管委会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园区信用体系建设加大信用产品

使用力度的通知》，明确规定凡涉及申请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企

业，必须使用园区信用评级报告和征信报告。

8 日 海淀区政府举办中关村科技园区“五年上台阶”海淀园总结表彰大会。

会上，对海淀园突出贡献企业和 2004 年度优秀企业进行了表彰。

17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中关村科技园区调研。在与中关村企业家座谈

时，温家宝总理形象地说：“象棋中的‘车’是勇往直前的，‘马’是与日俱进的，

‘炮’是跨越式跳动的。像车马炮一样，只要勇往直前，与日俱进，跨越发展，

国家高新区就一定能办好、办出特色。”

是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共轴式无人驾驶直升机研制总结暨表彰大会。

该机由北航胡继忠等研制成功。这是我国首架共轴式无人驾驶直升机。

是日 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同意北京建立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

基地的复函》，同意在北京建立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

是日 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血脂康胶囊”（台湾地区品牌确

定为“寿美降脂一号”）正式获得台湾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许可通过，作为处方

中药进入台湾医药市场。

20 日 北京交通大学与铁道科学研究院签署《北京交通大学与铁道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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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共建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科技园的合作协议》，决定发挥双方优势，共同

建设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科技园。

是日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与 ABB 公司在芬兰赫尔辛基签

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ABB 公司在海外钢铁企业承接的大型轧机工程将由北

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大功率交交变频装置，并完成现场调试。

21 日 博奥生物芯片双激光微阵列芯片扫描仪（晶芯 ®Lux Scan TM10K-A）

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备案注册，获得 FDA 的通关许可证，

标志着该扫描仪可以合法进入美国市场。

22 日 由清华大学丁晓青、方驰、刘长松等研制的“TH-ID 系统多模式生

物特征（人脸笔迹签字虹膜）身份认证识别系统”在京通过鉴定。该系统首创

风险敏感 AdaBoost 算法实时人脸检测和眼睛定位方法、基于视觉统计模型的

高鉴别人脸识别算法以及基于反样本的高性能认证算法等；独创基于单个字符

的统计笔迹鉴别框架、笔迹鉴别的多个字符的融合方法以及基于反样本的笔迹

认证方法等。

24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通过华夏认证中心复评，并获得 ISO 14001 

“2004 新版标准认证证书”。

28 日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正式推出“星光移动二号”芯片和 VMD 技术

规范。该芯片采用 VMD 多媒体格式，支持从 130 万像素至 300 万像素的数码

相机，并可扩展到 500 万像素。

29 日 由北京市闪联信息产业协会制定的《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

标准（简称“闪联标准”）1.0 版通过信息产业部的审查和专家评议，正式获批

成为国家推荐性行业标准。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会议暨征信产品发布会推出《中

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征信报告》（包括《标准征信报告》和《深度征信报告》）。

是日 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被信息产业部授予首批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牌匾。

30 日 “北京DRC（设计资源协作）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启动典礼举行。

该基地是以全市企业与设计机构为服务对象，提供设计展示、信息汇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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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人才培训、国际交流、材料查询和市场与政策研究等专业化服务。

是月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何中虎、晏月明、夏先春等完

成“中国小麦品种品质评价体系建立与分子改良技术研究”。（该成果获 2008 年

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是月 北京血液中心发现的两个新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等位基因获

得世界卫生组织（WHO）—HLA 命名委员会的正式命名。这两个新基因被正

式命名为 HLA-B*4059、B*4060，并被国际上最大的基因数据库 GeneBank

所收录。

7 月

6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人才信用联盟成立。

9 日 “世界多媒体产业（中国）基地”揭牌仪式在清华科技园举行。

12 日 北京奥运工程建设能源环保推介会开幕式暨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

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揭牌仪式在健翔园举行。奥科委正式入驻健翔园。

是日 闪联标准工作组在京举行“把握标准契机  共赢产业未来”新闻发布

会。会上，颁布了闪联标准。同时，发布闪联产品的全新产品品牌标识。

15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合作签约仪式在京

举行。标志着“科技型中小企业路线图计划”在中关村正式启动。

19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听取了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汇报》，肯定了中关村科技园区自创

建以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道

路，为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

与改革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并提出支持做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若干指导

性意见。

是日 中关村浅层地能（热）替代能源产业联盟在京成立。

20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自主知识产权 OA 办公系统示范工程开通仪

式在北京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举行。这是国内首家全部采用国产软件的办公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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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北京电视台主办的“博弈——2005 中关村论坛”

第一期活动举行。该论坛举办 5期，并配合推出 5集大型系列电视特别节目《博

弈——2005 中关村论坛》。

22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2004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北京联想软

件有限公司、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等 39 家企业入选。　　

26 日 朝阳区生产力促进中心成立，和健翔园管委会办公室实行“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的办公机制。

28 日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在京签署共

建“软件企业出口融资绿色通道”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采用联合担保

的方式，分别为所有进入绿色通道的软件出口企业贷款融资承担 50% 的保证责

任。同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还为进入绿色通道的企业提供信用保险服务。

是日 中关村 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研发外包）联盟

在京成立。

29 日 北京中关村营销总监协会（CMO 协会）在京成立。

是月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国内第一款自主知识产权的

UTM（统一威胁管理）产品——天清汉马防火墙。该产品能够为电信、邮政、政府、

教育、能源、金融、企业等各部门现有的网络提供最有效的保护措施。

8 月

1 日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推出首台TD-SCDMA直放站TDZ0302。

至此，以微蜂窝、直放站、干线放大器等产品为主，大唐移动公司形成了 TD-

SCDMA室内、室外无线覆盖的整体解决方案。

3 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做强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若干政策的

会议纪要》（国阅〔2005〕84 号）。《会议纪要》记录了同年 7 月 19 日国家科教

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有关中关村园区的 8 项决定，包括规划、创业投资、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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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股权激励、政府采购、国家级研发机构等方面。

是日 国内第一个面向全国高校用户的宽带内容服务平台——“校园梦网”

（网址：www.cdream.com.cn）在清华大学正式开通。

4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中国农业大学签署《共建中国农大留学人员现代农业

创业基地协议》并为基地揭牌。

15 日 “自主创新，产业报国誓师大会暨‘V815’民族品牌推广委员会成

立大会”在中关村科贸电子城召开。会上，中关村百余家民族企业共同宣誓，

参与“V815 品牌推广计划”，立志以自主科技创新为核心，跻身于世界顶级品

牌之林，赢得全世界消费者的尊重，使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为世界所瞩目。

23 日 《中关村科学城控制性详细规划》通过市规划委审查并获得批复。中

关村科学城控制性规划范围：北起成府路，南至知春路，西起中关村大街（白

颐路），东至规划财经学院东路，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关村西部高科技商

务中心区一起构成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核心区。

是日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郭三堆率领的抗虫棉课题组完成的“转抗虫

基因三系杂交棉分子育种技术体系”通过农业部组织的成果鉴定。该项成果攻

克了三系杂交棉恢复系狭窄、抗虫性缺乏、可育性不稳以及杂种优势不明显等

一系列重大科学难题，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创建了高产量、高纯度、高效率、

大规模、低成本、能够直接应用的转抗虫基因三系杂交棉常规育种与分子育种

相结合的新体系。

28 日 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的

8 英寸高密度等离子体硅刻蚀机正式交付中芯国际（天津）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开始在生产线上进行安装和调试。该刻蚀机可应用于深亚微米多晶硅栅

刻蚀工艺、STI 硅刻蚀工艺、金属硅化物刻蚀等主流工艺，其技术与国际先进

水平同步。

29 日 由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的“HLA 基因分型芯片检

测系统”通过教育部主持的专家验收。利用该技术可一次性同时检测大量样品，

实现高通量检测，每张芯片可印制数百至数千份样品，每张芯片最多可以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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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份样品进行分析。

9 月

1 日 国际电子与电器工程师学会计算机学会与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正式签

署合作意向书，授权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为国内唯一的 CSDP 认证培训教育中

心。（CSDP ：Certified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是国际计算机科学权

威机构 IEEE-CS 面向全球软件研发专业人才推出的一套培训认证体系，是国际

软件高级人才的标准。）

3 日 中关村“V815”民族品牌推广活动在海龙电子城举行。

月初 紫光集团推出国内第一款软硬件相结合的专用教学笔记本电脑——

传宝T816R。

6 日 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在京发布中国首款 64 位杀毒软件——江

民KV2006。该软件采用 64 位编程，可以实现电脑系统启动前的自动杀毒。

7 日—12 日 由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主办的第八届中关村电脑节

暨首届中关村网上电脑节举行。活动主题为“创新，和谐，卓越”。

8 日 由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主办的“2005 中国国际创意产业

（中关村）峰会”在京举行。会上举行了授予清华大学慧谷科技园“国际新媒

体基地”的授牌仪式。

是日 新浪网公司在北京宣布推出 Blog 公测版，成为国内首家正式推出

Blog 频道的门户网站。

11 日 “政府创新论坛暨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平台启动

仪式”在清华科技园举行。论坛主题为“搭建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模式，提高

服务功能，实现二次创业”。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北京软件行业协会联

合组织的“自主软件产业做强做大高层论坛”在京举行。

12 日 由中关村科技园区协会联席会主办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第三届优秀

企业家、优秀创业者”评选活动在京揭晓，获得“优秀企业家”称号的有王小兰、

2005



212

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大事记（1988—2017）30年

王东升、冯军等，获得“优秀创业者”称号的有王双、刘天文、华祉年等。

13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召开的“迎中秋庆国庆——中关村科技园区优秀留

学人员企业表彰暨创业报告会”在海淀剧院举行。会上，表彰了 53 位优秀留学

人员。

14 日 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本东京举行金山毒霸进入日本市场新闻

发布会，宣布金山毒霸正式进入日本市场。同时发布了金山毒霸日文版，并开

通网上下载服务。

是日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李松等研制的罗格列酮钠片（太罗）

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该药是中国第一个有发明

专利的糖尿病新药，获第 10届中国专利奖金奖。

18 日 清华同方电脑全线产品获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的 IT 行业第一个

具有国家独立知识产权的绿色环保标识——“绿色之星”。从即日起，清华同方

电脑全线产品的包装和商品上允许印有“绿色之星”标识，使用期限为两年。

18 日—21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国际科技园协会第 22 届世界大会”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大会以“全球创新——科技园的作用”为主题。与

会代表围绕科技园区与人力资源、开发技术与鼓励创新的人文环境、支持中小

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科技园在创新网络中的地位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21 日 新联想北京创新中心落成庆典在联想北方研发大厦举行。

27 日 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和北京

数字娱乐发展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石景山区举行。

28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

若干意见。会议强调，做强中关村代表首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代表着把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是首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是日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曙光4000H”生

物信息处理专用计算机与算法研究通过中科院组织的专家验收。“曙光 4000H”

针对基因学算法数据量大、并行度高、运算类型单一、重复性较强等生物信息

学的计算特点，一方面采用新的技术路线，以相对较低的硬件成本达到 4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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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处理能力，另一方面综合利用图论、统计分析、机器学习、组合数学等数

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设计新的算法，同时完成相应的软件包，使之能在生物

专用机上高效运行。

29 日 中关村广场正式对外开放。

是日 “中关村丰台园孵化网络生物实验中心”揭牌仪式举行。该中心是为

企业自主研发项目提供切实有效的技术支持与专项服务的公共实验平台。

是月 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中心成立。

10 月

12 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承担的“神舟六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发射升空。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乘坐“神舟六号”飞船开始中国第二次载

人航天飞行。安泰科技生产的材料和器件，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生产的电缆线、

传感器、配电器，华旗资讯公司的飞行录音及存储系统，中地公司自主研发的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MAPSGIS 等为“神舟六号”的发射成功做出了贡献。

是日 由 AVS（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牵头，AVS、闪联、

EVD 和 DMB-T（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清华方案）四大标准在第七届深圳

高交会上形成战略联盟，中国电子行业四大标准组织第一次联手以“中国标准”

亮相。

18 日 北京市 12 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23 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副市

长范伯元做的《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五年上台阶情况及“十一五”发展规划的

报告》。

是日 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中国第一家

全方位正版音乐网站爱国者数码音乐网（网址：www.aigomusic.com）。

21 日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王升启领导的课题组与深圳益生堂生物企

业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基于基因芯片的“乙型肝炎病毒核酸及拉米夫定耐药检

测试剂盒”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文号。 

24 日 AMD公司在北京举行“大中华区总部正式落户中关村”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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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AMD公司与科技部微处理器设计技术授权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根据协议，AMD公司将向科技部指定的技术受让机构——北京

大学微处理器研究开发中心转让其所拥有的低功耗 X86 微处理器核心技术。这

是美国政府首次批准向美国境外授权X86 核心技术。

26 日 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

大会上，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创业服务中心被授予“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是日 中国发明协会成立 20 周年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王码

集团王永民、汉王科技有限公司刘迎建、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汤帜、

清华阳光太阳能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殷志强等荣获首届“发明创业奖”，同时被授

予“当代发明家”荣誉称号。

11 月

4 日 市教委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建“首都大学生中关村就业平台”签字仪式

在北京大学生就业之家举行。该平台由“远程就业服务平台”和“北京高校毕业

生就业信息网”两部分组成，运用现代卫星通信手段和互联网技术，为高校毕业

生提供就业指导和就业信息服务，为中关村等用人单位提供宣传和招聘服务。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与日本关西学术研究都市交流协议签字仪式在京

举行。

是日 由清华大学和联想（北京）有限公司承担的深腾 2600 新型网络服务

器系统项目在京通过教育部主持的鉴定。该系统的带外虚拟存储技术、大容量

内存虚拟磁盘技术和负载均衡技术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是日 北京超图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钟耳顺等承担的 863 计划项目“面

向网络海量的大型GIS”通过专家组的验收。

6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若干意见》。

7 日 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与搜狐公司在北京签署协议，宣

布搜狐公司正式成为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互联网内容服务赞助商。同时，由搜狐

公司支持全新改版的北京奥组委网站（网址：www.beijing2008.com）也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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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是日 金山公司推出中国首款运行在智能手机上的杀毒软件——金山毒霸

手机版（Kingsoft Mobile Security）。

8 日 中关村人才信用联盟正式成立。

是日　2005 年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性能 TOP100 排行榜揭晓，曙光以 25 套

曙光 4000 系列机群系统入选，居国产第一。

是日 中关村对美软件外包项目获取平台（零包平台，英文：Zsoft）启动

仪式在新世纪日航饭店召开。

15 日　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中国第一家在

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市场上市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17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到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军事医学科学

院等单位调研人用禽流感疫苗和药物研制工作。温家宝在调研中说，祖国和人

民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寄予厚望，希望你们肩负起历史责任，再接再厉，顽强拼搏，

早出成果，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是日 联想集团分别以日冕和瑜伽两款概念作品获德国工业设计大赛“红

点奖”和“红点至尊奖”，同时还获得唯一的“企业之星”奖。

22 日 丰台园—美国江森自控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根据协议，丰

台园管委会将与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共同改善丰台科技园区的能源管理，将丰台

园建设成节能、环保的科技园区。

22 日—23 日 在科技部召开的全国技术市场工作会议上，北京中关村科技

园区海淀园管委会技术合同登记处、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清

华大学科技开发部等获“全国技术市场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29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市投资促进局、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

署联合主办的“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与香港创业资本市场合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30 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推出“凤芯 2 号”。

“凤芯 2号”是中国第一款AVS（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技术标准）芯片。

是月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 6 英寸重掺砷硅单晶及抛光片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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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2 月

1 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珠穆朗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8848

网站）诉百度公司不正当竞争，向百度公司索赔 1500 万元案进行一审宣判，驳

回 8848 网站的诉讼请求，百度胜诉。

3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星光中国芯工程”做出批示：坚持自主创新，

把“星光中国芯工程”做大做强！

6 日 联合信源数字音视频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研制的“基于 AVS 标准

的数字视频广播编码播出与接收系统”在京通过鉴定。这标志着中国有了完整

的自主数字视频广播系统。该系统包括节目压缩制作（编码器）、节目格式转换（转

换器）、节目播出控制（播出服务器）等前端系统。

7 日 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许祖彦等研制的 140 英寸大型背投全

固态激光彩色投影电视样机成功展出。

8 日 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关村管委会就共同建设“北工大留学人员创业园”

在北京工业大学举行签字揭牌仪式。

是日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集团总部召开“用心聆听  用心服

务——用友客户服务指挥调度中心开通”新闻发布会，宣告中国管理软件行业

第一个客户服务指挥调度中心正式开通，并发布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4006-600-

588。

9 日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揭牌。

13 日 中国工程院公布 2005 年新增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科

技园区有 12 人入选。

14 日 科技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认定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园等 8 个大学科

技园为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通知》，认定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园、北京工业大学科技

园等为国家大学科技园。

15 日 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北京软件行业协会、北京书生公司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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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让梦想点亮世界——SEP 文档库技术发布暨 UOML 联盟成立大会”在京召

开。大会发布了北京书生公司的 SEP 文档库技术。该技术使中国软件业第一次

在产业核心技术领域实现全球领先。

是日 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建北师大留学人员创业园签字暨揭

牌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是日 市教委和市工业促进局联合在京召开“建立北京市技术转移中心新

闻发布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会议宣布电子信息技术转移中心（依托单位：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车辆技术转移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理工大学）、新材料技术

转移中心（依托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化工与环保技术转移中心（依托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城市交通技术转移中心（依托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先进制

造技术转移中心（依托单位：北京工业大学）、新医药技术转移中心（依托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为首批北京市技术转移中心。

16 日 中国科学院公布 2005 年新增选的中科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科技园

区有 16 人入选。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及留学

人员创业园协议签字暨揭牌仪式在人民大学举行。

18 日 由联想集团、TCL集团、长城集团、长虹集团、创维集团、海信集团、

康佳集团、中和威等 8 家国内主要信息技术企业联合出资设立的闪联信息技术

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在京成立。该公司是国内第一家由企业自主出资，以推动标

准产业化为核心目标的公司化法人实体。

22 日 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在京举行《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绿法》发

布暨企业入园签约仪式。

23 日 2005 年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访问团一行 70 人到中关村留学人员海

淀创业园参观访问。

26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0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 48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5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8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5 项。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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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和信息技术学院刘斌等联合开发出中国首枚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清华天行网络处理器芯片原型在京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鉴定。

28 日 由北京云电英纳超导电缆有限公司承担的“30 米、35 千伏 /2 千安

高温超导电缆研发及产业化示范”项目通过市科委验收。该项目的电压等级和

输电容量均高于国际已实现并网运行的超导电缆系统。

是日 2005 年 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晚会宣布百度公司的李彦宏和中星

微电子公司的邓中翰为年度经济人物。邓中翰获得年度大奖。

30 日 由北京未名凯拓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邓兴旺等完成的“水

稻高产等重要农艺性状相关功能基因研究”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该研究完

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全基因组芯片的研制及水稻全基因组表达谱绘制，建立

了高通量的植物转化、基因克隆、功能鉴定和作物分子设计平台。

是日 北斗星通公司周儒欣等完成的“北斗卫星海洋渔业综合信息应用服

务”在京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该项成果创建了一种北斗卫星海洋渔业

综合信息应用模式，提出了一套在“北斗一号”应用模式下的技术标准规范等。

31 日 由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北京市城市管理信息平台系统

正式开通。

月底 中关村创意产业动漫游戏孵化器启用。

是月 由 263 网络通信公司完成的“多特征智能反垃圾邮件系统和标准研

究与实现”通过国家 863 计划信息安全技术主题专家组的验收。该系统提升了

对垃圾邮件的辨认能力，在有效防御垃圾邮件的同时，避免了系统对非垃圾邮

件的误判和误删。

2005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有企业 16452 家，其中年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

556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79 家 ；年末从业人员 680535 人，其中研发人

员 144494 人；技工贸总收入 4872.9 亿元，增加值 954.9 亿元，工业总产值

2611.8 亿元，出口创汇 94.9 亿美元，上缴税额 171.4 亿元，利润总额 321.0 亿元；

专利申请数 7203 件，专利授权数 3477 件。



219

1988—1999          1999—2009          2009—2017

2006年

1 月

5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2005 年中关村十大新闻”揭晓。十大新闻为：

（1）温家宝考察中关村园区，借中国象棋“车马炮”妙论科技园区的发展；（2）

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关于进一步做强中关村的汇报，北京市人民政府颁

布《关于进一步做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若干意见》；（3）中关村企业研制人用禽

流感疫苗进入Ⅰ期临床试验阶段；（4）“星光中国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5）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自主创新技术助推“神舟六号”飞天；（6）中关村企

业家发起“V815”民族品牌推广系列活动；（7）我国三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

研发机构（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北京新药临床前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

研究所）入驻中关村生命科学园；（8）中关村企业挺进美国纳斯达克，占据中

国大陆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总数的半壁江山；（9）搜狐公司成为北京 2008 年奥

运会赞助商；（10）中关村持续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

6 日 北京谱仪国际合作组在京宣布：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进行的北京

谱仪实验观测到一个新粒子，暂时命名为X1835。

10 日 由市发展改革委、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06 北

京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是日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许祖彦等研制的“全固态激光全色显示

系统”在京通过鉴定。该系统成功研制出 60 寸激光家庭影院、84 寸及 140 寸

大屏幕激光显示样机，为当前国际上最广色域的大屏幕激光全色显示系统。

16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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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试点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17 日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 2006 年第 3 号公告，公告

第五批通过审核的 20 家国家级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公告之列。调整后的

中关村科技园区总面积为 23252.29 公顷，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德胜

园、电子城、亦庄园、石景山园、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等。（注：德胜园含雍和园，

电子城含健翔园，亦庄园含通州园。）

18 日 微软公司在中关村成立中国研究开发集团。该研发集团目标是发展

成为全球范围内基础科研、技术创新及产品开发的核心基地。

19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共同建立的“北京中关村新

东方 IT 人才培训基地签字暨揭牌仪式”举行。

20 日 中关村管委会、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有限公司举办“中关村集成电

路留学人员创业园”揭牌仪式。

23 日 “中关村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转让系统挂牌仪式”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标志着中关村非上市股份公司代办股份报价转让试点

工作正式启动。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科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成

为首批挂牌企业。

2 月

2 日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刘力研究组发现一个果蝇视觉识别和记忆的新

机制，为人类视觉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该研究成果首次证明果蝇中心脑

内的扇形体结构参与了视觉图形识别过程。

8 日 市人事局、市科委联合发出《关于命名“北京留学人员创业园”的

通知》，决定命名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中国北京（望京）留学人员创业园、

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有限公司、清华留学人员创业园、北航留学人员创业园、

北京科大留学人员创业园、北大留学人员创业园、北京理工留学人员创业园等

8家留学人员创业园为“北京留学人员创业园”。

21 日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研制成功世界首台超导限流—储能系统样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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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表明，该样机可迅速有效地限制短路电流、进行功率补偿和平抑瞬态故障。

27 日 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关村管委会召开“中关村

科技园区 2006 年工作会议”。

是月 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关村管委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发布《中关

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代办系统进行股份转让试点工作指南》。

3 月

2 日—3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中科院北京分院、市科委

主办的第 11 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投资洽谈会在京举办。洽谈会以“引领创新，

投资未来”为主题。

7 日 由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联想集团、北大方正集团等 22 家企事业单位、

团体发起的 WAPI 产业联盟（中关村无线网络安全产业联盟）在中关村科技园

区成立。

15 日 中关村电子产品贸易商会联合海淀区消费者协会、海淀区商业联合

会、中关村 12 家电子卖场举办“第一届中关村卖场诚信品牌节”。品牌节以“打

造中关村商务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主题。

17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主持召开“0.5T 永磁磁共振系统（MRI）磁体技术”

成果验收会。该成果由北京泰杰磁电研究所夏平畴等研究完成。该永磁 MRI 磁

体场强高于 0.5T，超过市场上永磁MRI 场强的 50%。

31 日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交易所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4 月

6 日 市长王岐山就中关村代办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工作做出批示：“这是中

关村多年来一直要求的政策，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终于开了头，要

及时总结、健康发展，特别要感谢证监会、科技部等中央部门的支持。”

13 日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建成一个世界最大的“畜禽遗

传资源体细胞库”。它能高质量保存 43 个重要濒危的畜禽品种和 6 种野生动物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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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细胞共计 21417 份。与此同时，还建立了用细胞生物学特性检测的两个技术

平台，从而开辟了畜禽种质资源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新途径。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家座谈会在中关村创业大厦召开。市领导与搜

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华旗资讯总经理冯军、万泰

药业总经理邱子欣、科兴生物总经理尹卫东和安泰科技总经理才让等 11 名企业

界代表就政府如何更好地引导高科技产业健康发展进行了座谈。

25 日 由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家咨询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协会联席会

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关村创新峰会”在清华同方科技广场举行。会议的主题

是“自主创新，共谋发展”。

26 日 市版权局、中关村管委会、中共海淀区委、海淀区政府联合在科贸

电子商城前广场举办“中关村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活动主题为“保护知识产权，

推动正版软件，促进创新发展”。

是月 清华大学、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世界首创的液体安

全检查系统，实现了被检液体的不开封检查。

5 月

9 日 北京市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大会宣读了《北京市人民

政府关于 2005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汉

王 OCR 技术及应用”等 39 项成果获一等奖，其中中关村科技园区内企业和单

位有 33 项，占一等奖总数的 84.6%。

11 日 北京奥组委和北京亚都室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亚都室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空气加湿净化器独家供

应商。

16 日 市长王岐山在市政府主持召开“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家座谈会”。与

来自信威科技集团、科兴生物公司、搜狐公司等单位的 19 位企业家就增强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优秀企业文化、开拓国际市场、跨行业整合资源、促进新

兴企业健康发展、搭建发挥在京企业和科研院所综合优势的平台、宣传动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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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积极参与奥运等方面发表意见和建议。

是日 科技部在京宣布启动旨在探索自主创新公共政策支持方式的火炬创

新试验城市（区）工作。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 6 个试点火炬创新试验城市（区）

之一。

18 日 北京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成立大会暨 V815 民族品牌高峰

论坛举行。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授牌暨入园项目签约仪式在通州区举行。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管理委员会正式揭牌。通州园包括中关村科

技园区通州园·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和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

业基地。

21 日—23 日 由中关村科技园区驻美国硅谷、马里兰，日本东京，加拿大

多伦多，英国伦敦等 5 个海外联络处组织的海外学子代表团 130 余人，到中关

村科技园区参观考察。

22 日—23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利法》执法检查组听取中关村管委会贯

彻实施《专利法》情况的汇报，并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唐电信

科技产业集团、中国铝业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汉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佳讯

飞鸿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进行了座谈，

到联想集团、清华大学、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单位进行检查。

30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授牌仪式在京举行。

是日 中关村创新园举行开园仪式。

是月 北京仁创科技有限公司秦升益等研发的“仁创生态砂基透水砖”通

过中关村管委会组织的专家技术评审。

6 月

1 日 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市政府主办的“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北京）

发展基地成立暨授牌仪式”在京举行。该基地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石景

山园、雍和园同时挂牌。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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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 中关村开放式实验室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清华科技园举行。中关村管

委会向第一批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授牌。它们是北京大学的微处理器及系统研究

开放实验室和细胞分化与细胞工程实验室、清华大学的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

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和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北京科技大学的腐蚀磨蚀与表面技术

重点实验室和金属电子信息材料工程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国

家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学研究所的蛋白

质与多肽药物实验室等 8个开放式实验室。

7 日 由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单位的张晓鲁等完成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

术的研发和应用”通过由科技部组织的验收。该项目首次提出了我国发展超超

临界火电机组的技术选型方案，完成了 3种不同型式的 1000MW超超临界锅炉、

汽轮机的设计开发、制造软件包研制和材料加工性能研究，完成全套超超临界

电站设计和运行技术的研究。

9 日 北京信威通信公司自主研发的无线通信系统 SCDMA 在蒙古国全线

开通，标志着我国自主创新的无线接入技术向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

12 日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李松课题组研制的抗高致病性人

禽流感药物“军科奥韦”获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标志着我国防治高致病

性人禽流感药物实现本土化生产。

14 日 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中关村科

技园区等 6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首批试点园区。

19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关村创意产业联盟正

式成立暨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成立一周年系列活动发布会”在海淀区举行。

7 月

4 日 由中关村电子产品贸易协会牵头的“预装新贵  正版领航——科贸电

子城、金山软件、中科红旗推广正版软件启动仪式”在中关村科贸电子城开幕。

5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学科技园工作交流会”在清华大学科技园举行。

会议发布了《市政府有关部门 2006 年联合支持中关村大学科技园建设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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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肖池阶等利用发展的微分拓扑学方法，通过实际

观测数据分析，发现了磁重联的中心区域存在磁零点，并计算出磁零点周围的

磁力线存在螺旋结构。这一发现有助于彻底解决磁重联理论中一些长期悬而未

决的难题。

8 月

2 日 北京奥组委和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海淀区举行“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图像设计服务供应商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成为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图像设计服务供应商。

3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与凤凰卫视欧洲台举行签约仪式，正式

启动《直通中国》栏目。

4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授牌暨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管委会揭

牌仪式”在石景山区举行。石景山园以科技文化创意产业为主题，以数码娱乐

产业为先导，打造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

月初 北京芯技佳易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宣布推出国内第一款低功耗异步

SRAM样片。

15 日 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主办“中关村品牌·中国创造——

V815 自主品牌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16 日 由市知识产权局、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知识产权“百千对接工程”

在丰台园启动。对接活动的主题是“服务创新，服务社会”。

25 日 海淀园启动“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发展专项资金”，试行期为

3 年，支持资金额度 500 万元 / 年，用于支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和国际化中介

服务项目。

28 日 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尹卫东等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

作研发的人用禽流感疫苗 I 期临床研究结果正式对外公布。该疫苗是世界第四

支获得临床研究结果的人用禽流感疫苗，并且是第一支全病毒疫苗。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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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 日—7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北京国际企业孵化中心承办的“第六期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国际研讨班”在丰台园举行。来自白俄罗斯、希腊等

12 个国家的 19 名大学教师、科研人员、政府官员参加培训。

5日—10日 由海淀区政府、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第九届中关村电脑节举行。

本届电脑节以“创新和谐卓越”为主题。

7 日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首家在海外上

市的职业教育企业。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承办的“2006 诺贝尔获奖者北京论坛——生命科学

与生物医学产业发展论坛”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举行。

8 日 石景山区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在石景山区举办“中关村数字娱乐留学

人员创业园签约及揭牌仪式”。

13 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胡伟武等承担的“龙芯 2号增强型处理器（龙

芯 2E）芯片设计”项目通过科技部验收。龙芯 2E是一款实现 64 位MIPS Ⅲ指

令集的通用RISC 处理器，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个采用 90纳米制程的产品。

19 日 市政府第 130 次市长办公会讨论并通过由中关村管委会和市科委制

定的《中关村开放式实验室实施试行办法》，由中关村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委、市财政局和市人事局制定的《关于鼓励中关村科技园区创业投资发展

的试行办法》。

是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的大型粒子探测器北

京谱仪 III（BESIII）超导磁铁成功励磁到 1 万高斯，是地球磁场的 2 万倍，电

流强度达到 3368 安培，最大储能达到 1000 万焦耳。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体

最大的超导磁铁。

23 日 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吴建平牵头，清华大学等 25

所高等院校共同承担的“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 示范网络核心网

CNGI-CERNET2/6IX”项目通过教育部组织的验收。该项目开创性地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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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第一个纯 IPv6 网，提出了 IPv6 源地址认证，首次提出了“IPv6 over 

IPv4”的过渡技术方案，首次在全国主干网中大规模使用国产 IPv6 路由器，并

为之提供了重要的试验环境及平台。

25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举办“2006 年度中关村优秀留学人员及企业表彰大

会”，52 位优秀创业留学人员受到表彰。

27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中共东城区委、区政府主办的“中关村科技园区

雍和园开园暨歌华大厦落成仪式”举行。同时，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北京）

发展基地宣布揭牌。

28 日 北京北方微电子公司和北京中科信电子装备有限公司赵晋荣、唐景

庭等承担的国家“100nm 高密度等离子体刻蚀机和大角度离子注入机”设备攻

关项目在京通过科技部和北京市组织的验收，标志着我国集成电路装备技术直

接跨越了 5个技术代，达到了与国际同步的“8英寸 100 纳米”装备水平。

10 月

9 日 英国路透集团全球战略开发中心之一的路通世纪（中国）科技有限公

司落户中关村软件园。

13 日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在京召开“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颁奖

大会。会上颁发了首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中关村地区有 4 项标准获“中

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

19 日 科技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认定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通知》，认定中国

农业大学科技园、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园、北京交通大学科技园为国家大学科技园。

是日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张大鹏科研小组首次发现了一种参与叶绿素

生物合成的蛋白质——植物脱落酸（ABA）的一个受体 ABAR。该研究证明，

ABAR 是一个 ABA 受体。ABAR 介导的 ABA 信号转导是一个独立于叶绿素

合成和质体—核信号转导的不同的细胞信号过程。

是日 市政府外办和中关村管委会共同组织“驻华使节做客中关村”活动。

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等 4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及外国专家 60余人参加。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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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 市科委和中关村管委会启动“北京新材料工程中心”项目，并向第

一批 8个项目承担单位颁发“北京新材料工程中心”项目牌匾。

30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北京为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北京国家生物产业

基地由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中关村大兴生物医药基地

3个核心区构成。该基地将重点发展基因工程药物和生物医学工程产品，着力推

进现代中药产业。

11 月

8 日 由北京清能华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我国第一座以新能源交

通为主题的示范园——北京新能源交通示范园一期正式投入使用。

是日 由海龙集团、华旗资讯等百家中关村企业发起的“中关村科技园区

和谐工程”在京启动。

18 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储存环成功实现束流

积累，储存环和直线加速器工作稳定，束流性能良好，这意味着 BEPCII 第二

阶段建设任务基本达到目标。

24 日 北京卓越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研制的“牙鲆鱼溶藻弧菌、

鳗弧菌、迟缓爱德华菌多联抗独特型抗体疫苗”获得国家一类《新兽药注册证书》。

该疫苗是国内海鱼免疫的第一个疫苗。

25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举办第 12 次银科企联谊活动。联谊活动以“自主

创新、信用建设、创业投资合力助推高科技发展”为主题。

27 日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李锡香等完成的“无性繁殖蔬菜种质资

源的收集、保存和利用研究”在京通过鉴定。该研究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葱蒜类、薯芋类、多年生和野生无性繁殖蔬菜的种质资源收集，抢救了我国现

存的一批濒临消失的无性繁殖蔬菜种质资源，并率先在国内建立了无性繁殖蔬

菜种质资源保存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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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 本市第一家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海淀资本中心在海淀科技大厦

开业。

4 日 在商务部、科技部联合召开的国家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授牌大会上，

中关村科技园区被批准为“国家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

5 日 中关村青年企业家创新创业报告会首场报告在清华大学举行。百度公

司董事长李彦宏、科兴生物公司总经理尹卫东与 400 多名清华师生畅谈创新创

业体会。年内，中关村青年企业家周云帆、严望佳、俞敏洪、邓中翰、冯军等

先后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向学生们讲述自己

的创业之路。

7 日 科技部发布《关于认定北京科大方兴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等为国

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通知》，公布了 2006 年度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的名单。北京科大方兴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关村软件园

孵化服务有限公司、汇龙森国际企业孵化（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华海基业科

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等 4家孵化器名列其中。

8 日 由中央财经大学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建的“中央财大财经创业园及留学

人员创业园协议签字暨园区揭牌仪式”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

是日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在京发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光”系列

数字多媒体芯片在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 亿枚，并被戴尔、三星、联想、索尼等

140 多个国内外知名企业批量采用。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北京长力联合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加注式锌空气

燃料电池组电动大巴 50公里试运行取得成功。

11 日 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动员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会上，公布了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关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

范区”试点的批复。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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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 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建委、市工业促进局、中关村管委会联

合发布《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办法（试行）》。

14 日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向 10 个“北京市第一批创意

产业集聚区”授牌并颁发认定证书。中关村科技园区有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

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北京 798 艺术区、北京

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中关村软件园等 6个集聚区获授牌。

16 日 北京奥组委召开“北京奥运会火炬样品验收会”。由联想集团与航天

科工集团研发的火炬外形与燃烧系统结合的火炬样品通过技术验收。

18 日 中关村电子城创意产业基地挂牌成立。该基地包括“文化艺术区”

和“正东创意产业园”两个独立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单位。

19 日 “中关村军民融合创新园揭牌仪式”在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举行。创

新园定位于 ：军民两用技术研究、园区企业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军工技术

民用化转移、试验设施对外开放等，以实现技术创新、企业孵化、“军转民、民

参军”建设和展示平台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功能。

是日 国家税务总局向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发送《关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

区规划用地调整后适用税收政策问题的批复》，明确在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6 年

第 3 号公告中确认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划用地面积 23252.29 公顷之内的高新

技术企业，可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通知》规定，享受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20 日 国土资源部发布《第十五批落实四至范围的开发区公告》。《公告》

按照国务院关于“各开发区四至范围由国土资源部公布”的要求，确定了中关

村科技园区四至范围。中关村科技园区按要求设置了园区界桩。新划定的中关

村科技园区海淀园规划范围由原来的 100 平方公里增加到 133.06 平方公里，主

要由城市建成区 112.24 平方公里、山后保留的专业园区 16.72 平方公里和山后

小城镇工业用地 4.1 平方公里三部分组成。

22 日 由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海外学子回国

创业周·聚焦中关村——人才项目对接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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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首都生态圈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项目启动暨首都生态圈外来入侵物种

监测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25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举办的“高新区产业技术联

盟发展论坛（2006）”在京举行。

27 日 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光物理重点实验室的魏志义、张杰等研制成功

的峰值功率大于 350 太瓦的超强飞秒激光装置——“极光 III”装置通过中科院

组织的鉴定。该项目在优化放大方案、抑制自发辐射和寄生振荡等方面具有创

新性，所取得的大于 350 太瓦的峰值功率是国际上公开报道的最好结果之一。

28 日 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周兴江研究组、理化技术研究所陈创天研究组

和物理研究所许祖彦研究组合作研制成的国际第一台超高能量分辨率真空紫外

激光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在京通过中科院主持的鉴定。该能谱仪是当时世界上

唯一实用化的产生真空紫外激光的技术，具有超高能量分辨率、高动量分辨率、

超高光束流强度和对体效应敏感等独特优点。

29日 中关村管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06年中关村十大新闻：（1）中

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取得三大突破；（2）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人用禽流

感疫苗 I期临床研究结果正式对外公布；（3）闪联标准被评为中国标准创新贡献

一等奖；（4）国家启动中关村非上市股份公司报价转让试点；（5）新东方教育科

技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6）中关村科技园区初步形成一区多园多基地空

间布局；（7）中关村科技园区产业联盟已达 19家；（8）谷歌中国公司（google

中国）、路透中国软件研发中心入驻中关村；（9）中关村吸引创业投资占中国大

陆创业投资总量一半以上；（10）“中关村开放式实验室建设工程”启动。

2006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8149 家，其中年收入超过亿元

企业 706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103 家；年末从业人员 792431 人，其中研发

人员 171390 人；工业总产值 3447.5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6744.7 亿元，出口创

汇额 137.6 亿美元，实缴税费总额 242.9 亿元，利润总额 434.4 亿元；专利申请

数 9401 项，其中发明专利 6015 项，专利授权数 4137 项。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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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 月

5 日 由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关村管委会共同组织的“中

关村科技园区 2007 年工作会议”在海淀区召开。

是日 联想集团在京发布实时多媒体协同技术（Real-time Multimedia 

Collaboration Technology）。这项由联想集团研发的自主创新成果，通过镜像

和重定向的远程输入输出，将 PC 上的多媒体数据或应用程序实时平移到各种终

端设备上，以实现 PC 的人机交互与计算的分离。

19 日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发布，该所牛智川等采用分子束外延技术，

成功地在 GaAs 衬底上生长出高质量 GaSb 厚膜材料和 2 ～ 3 微米红外波段

InAs/GaSb 超晶格材料。这是国内第一次用分子束外延技术在 GaAs 衬底上生

长出 InAs/GaSb 超晶格。

2 月

3 日 由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大北农科技集团等单位发起的“北京

中关村农业生物技术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海淀区举行。

6 日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和海淀法院上地法庭在信息大厦举办“商事

特约调解员制度启动仪式”，并为 4 位首批特约调解员颁发聘书。特约调解员由

法院聘任，赋予他们商事案件的调解权，在案件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由

他们主持调解，最终由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和确认。

7 日 市科委举行“北京市首批自主创新产品发布会”，并向汉王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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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等 101 家企业的 157 种产品颁发《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证书》。

是日 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市政府联合举办“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创

业投资暨‘星光中国芯工程’成果报告会”。报告会宣告“星光”数字多媒体芯

片全球市场累计销量突破 1 亿枚，占据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 60% 以上的市

场份额；同时，政府的原始投资也获得了较高的回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

星微模式”。

11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0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 63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8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9 项，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46 项。

25 日 市政府、科技部和中科院联合发布《关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展百

家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的通知》。此次试点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四个一批”，即

取得一批关键技术突破、推出一批自主品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培育一批企业家。本次试点以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主要内容，关注原始

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3 种自主创新模式。试点时间为 2007 年

至 2010 年。

3 月

8 日 中关村管委会召开“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工作会”。中关村管委会向北

京集成电路设计园等第二批 13 家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检测类实验室 6 家、研发

类实验室 6家、检测及研发综合类实验室 1家）颁发牌匾。

19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07 年第一批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及发行核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神州数码、和利时等 7 家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集合债券被列

在首批名单之中，发行规模为 3.7 亿元。

是日 北京创毅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张辉等研制成功第一颗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并符合我国CMMB标准的核心芯片 IF101。

20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创业投资政策信息发布会暨合作意向签约仪式”在

清华科技园举行。会上，中关村管委会分别与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联想控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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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有限公司、联华控股有限公司、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并以这 4

家企业为主要发起人，设立 4家创业投资公司，规模分别为 2亿元、1亿元、1.5

亿元和 1 亿元，主要投资园区内电子信息、集成电路、通信和网络等重点产业

领域的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

21 日 北京市闪联信息产业协会与消费电子电力线通信联盟在京签署合作

协议，双方将携手在中国建立全球首家电力线传输认证测试中心，实现基于电

力线通信的不同品牌的消费电子、通信及计算设备能够智能互联、资源共享、

协同服务。

28 日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与意法半导体公司（ST）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龙芯处理器技术合作及产品发布会，宣布“龙芯 2E”及其后续产品未来 5 年

的生产和销售权将有偿转让给意法半导体公司，后者将向计算所支付“入门费”

和销售提成，并在销售过程中使用龙芯的品牌标志。这是国内首次以技术许可

费方式向国外大公司授权使用的核心信息技术。

30 日 “北大国际医院奠基仪式”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举行。

4 月

3 日 曙光公司发布第三代刀片服务器产品曙光TC2600。

4 日 科技部、中科院和市政府在北京会议中心联合召开“中关村科技园区

百家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大会”，公布了百家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方案及试点企

业名单。在公布的百家创新型试点企业中，有电子信息企业 54 家，生物医药、

环保新能源及新材料企业 46 家。

9 日 由科技日报社和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举办的“中关村自主创新高峰论坛”

在海淀区举行。论坛的主题是“自主创新是中关村不朽的灵魂”。

23 日 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宣布，微软亚太研发总部入驻中关

村西区并建设微软大厦。

25 日 由海淀区政府和市知识产权局主办的“2007 中关村知识产权论坛”

在海淀区举行。论坛的主题为“知识产权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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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 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在中华世纪坛联合宣布联想集团成为北京

2008 奥运会火炬接力全球合作伙伴，同时，正式公布由其设计的北京奥运会火

炬“祥云”。

27 日 中关村管委会组织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家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

28 日 中关村管委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在海淀区召开“中关村科技园

区 2007 年企业改制上市工作会议”，并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改制上市服务

中心”揭牌。

30 日 由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杨辉等研发的室温连续激射 GaN 蓝光激光器

研制成功，首次实现室温连续激射。

是月 北京天元网络公司和北京邮电大学共同起草完成的《基于租用电路

业务的端到端 QoS 测量与监视的基本框架》被国际电信联盟（ITU-T）批准为

国际标准。

5 月

7日—11日 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国际电联 ITU-TFGIPTV第四次会议上，

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由中科院计算所牵头）开发的国家第

二代信源编码标准 AVS 视频部分成为 IPTV 可选视频编码格式之一，正式成为

IPTV 国际标准。

10 日 北京恒基伟业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在京发布首款光能手机“昶”。

14 日 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IFPMA）在日内瓦宣布，北京科兴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成为流感疫苗供应国际行动组（IVS）成员，是第一个加入

IFPMA 的中国公司。

21 日 北京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制成功首款加密“中国芯”——

WT6205 基带 /MAC芯片。

23 日—25 日 由中关村科技园区驻美国硅谷、华盛顿，日本东京，加拿大

多伦多，英国伦敦海外联络处组织的 5 个海外学子代表团共 150 余人到中关村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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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园区参观考察。

25 日 清大安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美国 Intellistore 公司在翠宫饭

店签署了长达 3 年的捆绑销售合作协议，成为国内第一家安全产品出口美国的

企业。

28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中国政法大学共建“中关村法大科技服务园签字

揭牌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

30 日 由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的刘先林等研制的 SWDC系列数字航空摄影

仪通过国家测绘局组织的鉴定。该摄影仪是国内首台宽像幅大面阵数字航空摄

影仪。

31 日 “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成立暨揭牌仪式”在北航科技园举行。

是月 华旗公司推出国内首款通过USB2.0 接口与电脑连接，高速实现数字

放大并能进行图像实时传送的数码显微镜——爱国者数码观测王。

6 月

5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中关村资源节约与能源管理服务产业联盟”

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3 日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等在内蒙古二连盆地发现了

巨型似鸟恐龙化石，这一发现将极大丰富我们对于恐龙向鸟类演化过程的理解。

15 日 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安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杨卫民等共同研制的“管

壳式换热器强化传热与自清洁技术——洁能芯”在京通过鉴定。该“洁能芯”

可应用于各种管壳式换热器，无须改变换热设备结构，直接安装于传热管内，

即可有效地解决管壳式换热器效率低下的问题。

21 日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20 周年庆典暨第七届‘科技之光’颁奖

大会”在京召开。大会为 174 家民营科技企业、164 位民营企业家以及 13 个研

发团队及其技术带头人颁发“辉煌 20 年纪念奖”“十佳科技品牌企业”“百强创

新品牌企业”“新锐成长企业”“杰出创新企业家”“优秀管理企业家”“优秀创

业企业家”“技术创新特别奖”等 8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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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朝阳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关于核定电子城科技园管委会机构编

制问题的通知》，明确电子城科技园管委会划归朝阳区管理，为区政府派出机构。

电子城科技园西区、北区以及健翔园一并划归电子城管委会管理。撤销电子城

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和健翔园管委会，原健翔园管委会办公室更名为北京市朝阳

区电子城科技园服务中心。

23 日 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造的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通过专家鉴定。

这台强流质子加速器采用射频四极加速结构，其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4 日 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肖池阶，北京大学王晓钢、濮祖荫等为主的研

究小组通过卫星观测数据，首次观测到了主导太阳耀斑、极光、磁暴等太空自

然现象的基本物理过程——“磁重联”的三维几何结构，描绘出了人类前所未

见的太空磁场的“天然舞姿”。这将有助于为人类航天飞行等活动建立更加准确

的空间天气预报模型。

7 月

2 日 清华大学江亿等完成的“大型公共建筑电耗分项计量与实时分析系统”

项目通过市科委组织的验收。该系统有利于掌握我国用电负荷密度的系统基础

数据，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参照国外数据进行相关设计的现状。

12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共建中关村能源与安全科技

园暨中国矿业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签字揭牌仪式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交通大学共建中关村轨道交通科技企业孵化基

地暨北京交通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签字揭牌仪式在北京交通大学举行。

13 日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修订《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研究讨论《条例》修订的工作安排。

16 日 由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

目“蚓激酶系列产品及蚯蚓产业化示范工程”在京通过验收，标志着国内最大

的蛋白类药物生产基地建成。

31 日 北京奥组委和新奥特硅谷视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奥运大厦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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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签约发布仪式，宣布新奥特公司成为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电子中文翻译服务供

应商。

8 月

6 日 采用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潘钢等研制的 EDPF-NT 自动

化控制系统进行主机和辅助车间控制的国电电力庄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首台 60

万千瓦超临界机组通过 168 小时满负荷考核运行。该工程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

自主化自动化控制系统首次在 6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上成功应用。

16 日 北京银行与中关村管委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8 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批准中关村科技园区永丰产业基地作为建设科技企

业加速器的试点单位。

21 日 由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建委、市工业促进局、中关村管委会

共同编制的《北京市首批自主创新产品目录》正式发布。

22 日 由市建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主办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建筑节能及

环保技术推广年（2007—2008）启动仪式”在北京建设大厦举行。

23 日 由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中国国家二维条码新码制——

汉信码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确定为 GB/T 2104《汉信码》国家标准，标志

着汉信码技术正式成为我国自动识别和数据技术的一员。

27 日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研究小组首次发现了氧化铁纳米颗粒

具有类似过氧化物酶的催化活性，并提出了氧化铁纳米颗粒模拟酶的概念。

9 月

1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国银行监管会北京监

管局主办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发布会暨首

批信用贷款合同签约仪式”举行。

3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第七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国际研讨班”

在丰台园举行。来自白俄罗斯、希腊、巴基斯坦等 11 个国家的 19 名学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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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为期两周的培训。

5 日—9日 “第十届中关村电脑节”举办。本届电脑节以“创新·和谐·卓

越”为主题。中关村发展论坛主论坛同期召开。

8 日 市政府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举行中关村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工作会。

9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与中关村海淀园管委会共同建立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中关村示范中心”正式成立，双方合作签字仪

式暨产学合作交流研讨会在北京交通大学科学会堂举行。

12 日　世界最大的独立业务整合软件企业蒂布可（TIBCO）公司落户中关

村软件园。

13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首都师范大学“共建首都师范大学科技园、首都师

范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暨揭牌仪式”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

是日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京推出由陈庆方等研制的“全球

首发第一片智能存储卡”。智能存储卡是一个把存储、安全、RFID 三者有机融

合的应用平台，可在手机、移动数字电视、PMP 等便携终端上使用。它具有大

容量数据存储、用户鉴权、数据加解密、非接触式刷卡、移动支付等功能。

27 日 由市人事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共同主办的“海

外留学人员北京创业十年活动周开幕式”在海淀展览馆举行。在开幕式上，为

市政府与人事部共建的“中国北京（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中国国际人才市

场北京市场”揭牌，同时为新命名为“北京留学人员创业园”的 3家创业园授牌。

“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成就展”和“第六届北京留学人才招聘会”同时举行。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2007 年度中关村优秀创业留学人员表彰大

会”在清华科技园召开，50名优秀创业留学人员受到表彰。

28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中关村自主创新助力北京奥运  中关村企

业参与科技奥运交流会”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助奥运　促发展”。

29 日 “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项目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的

竣工验收。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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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 “中国生物技术外包联盟（ABO）成果发布会暨签约仪式”在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24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承担研制的“嫦娥一号”卫星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一号”是中国自主研制、发

射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

28 日 国家兽医微生物中心和国家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大兴生物医药

产业基地奠基。

30 日 “国家版权贸易基地授牌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举行。该

基地定位于为从事版权交易提供服务的综合性平台，具有“集聚、辐射、交流、

展示交易、孵化、培训、代理”七大功能。

11 月

5 日 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公司——百度，凭借单股价格超过 400 美元，

成为美国纳斯达克首个市值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7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中科院北京分院及市科委主办的

“第12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投资洽谈会”举行。活动的主题为“创新·融合·共赢”。

8 日 由朝阳区政府、电子城与摩托罗拉合作建设的摩托罗拉中国创新园在

望京科技园落成并正式启用。

10 日 “中国虚拟论坛峰会暨第一家虚拟世界投资银行Micro Bank 揭牌仪

式”在石景山园举行。

15 日 “中关村开放实验室联盟”成立大会在北京创业大厦举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向第三批 15 家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授牌。15 家开放实

验室中有环保能源领域 3 家、网络与信息服务领域 9 家、医药卫生领域 2 家、

集成电路领域 1家。

22 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联合成立的航天润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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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实验室在中关村上地产业基地挂牌，成为国内首个将研发目标定位于航天

润滑技术领域的顶级实验室。

是日 华旗资讯公司与奥林匹克博物馆在瑞士洛桑签约，爱国者成为奥林

匹克博物馆的合作伙伴。

26 日 由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引温济潮”奥运配套工程

项目建成通水。该工程直接服务于奥运水上运动中心和顺义新城所需的环境和

景观用水，污水资源化处理能力达到 10万吨 /日。

28 日—29 日 由科技部、市政府主办，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管委会和

海淀区政府承办的“2007 国际科技园区北京论坛”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论坛

以“创新、合作与发展”为主题，发表了《国际科技园区北京论坛共同宣言》。

30 日 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中科院北京分院和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主办的

“2007 首届技术转移发展论坛”在海淀区举行。论坛以“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

创投”为主题。

是日 由北京创世奇科技有限公司朱荣辉等开发完成的国内首台自主知识

产权的“汽车机液无级变速混合动力系统”产品实用合作开发项目签字仪式在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举行。

12 月

1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是深圳证

券交易所与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签署的首个合作协议。

4 日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江宁等完成的“生物转化法生产木糖醇新工艺”

通过由中科院组织的专家鉴定。该项成果首次在年产千吨级中试生产规模、用

麦芽糖假丝酵母 Xu316 直接转化玉米芯水解液和木糖废母液生产出了纯度 99%

以上的木糖醇。

10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修订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举行。

12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平谷区政府“共建马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暨北京电

控（马坊）科技产业园签约仪式”举行。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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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 中关村第 14 次银科企联谊活动在新世纪日航饭店举行。此次联谊

活动的主题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暨中关村科技担保八周

年”。

16 日 2007 年中关村海淀园高新技术企业集合债券正式发行。发行总额为

3.05 亿元，期限 3年。

19 日 中关村管委会、门头沟区政府“共建石龙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签约仪式”

在门头沟区举行。

是日 在全国采用国际标准工作会议上，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颁发

第二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中关村地区 4项标准奖一等奖。

22 日 卫生部、科技部、国家药监局联合进行了人用禽流感疫苗Ⅱ期临床

试验结果的揭盲。结果初步证明疫苗对人体是安全的，表明我国已经具备疫苗

储备的技术条件，可以满足我国应对流感大流行的需要。

22 日—25 日 由中关村科技园区驻美国硅谷、华盛顿，日本东京，加拿大

多伦多，英国伦敦等海外联络处组织的海外学人创业考察团 150 余人到中关村

科技园区考察。

26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房山区政府“共建良乡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签约仪式”

在良乡举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密云县政府“共建密云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签约仪式”

在密云举行。

27 日 中国科学院公布 2007 年新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科

技园区有 14人入选。

29 日 中国工程院公布 2007 年新增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科

技园区有 12 人入选。

30 日 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中科院北京分院、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主办的

“2007 首届技术专业发展论坛”在海淀区举行。论坛主题为“技术转移与创新、

创业、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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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21025 家，其中年收入超过亿元

企业 889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134 家；年末从业人员 899936 人，其中研发

人员 179514 人；工业总产值 3850.4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9035.7 亿元，出口创

汇 197.1 亿美元，实缴税费总额 446.6 亿元，利润总额 786.2 亿元；企业专利申

请数 6967 项，其中发明专利数 4962 项，专利授权数 3046 项。

2008年

1 月

1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0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 49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0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9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0项。

3 日 2007 年中关村十大新闻揭晓，分别是：（1）中关村企业参与嫦娥探

月工程有关项目研发 ；（2）中关村上百家企业服务奥运；（3）清洁技术产业在

中关村兴起 ；（4）科兴公司人用禽流感疫苗Ⅱ期临床试验取得成功；（5）中关

村上市公司突破百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总额近千亿元；（6）中关村百

家企业创新试点全面启动；（7）中关村投融资体系初步形成；（8）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入驻中关村；（9）微软亚太研发总部入驻中关村；（10）诺贝尔奖获

得者论坛和国际科技园北京论坛在中关村举行。

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调研。贾庆林说，要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发挥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城市中的示范带动辐射作用，进一步推动体制、政策、管理和组织创新，

整合和集成首都科技资源，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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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都区域创新体系，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5 日 北京市专利示范工作启动大会召开。联想、华旗资讯、大唐电信等

20家企事业单位成为首批专利示范单位。

16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 2008 年工作会议在清华科技园召开。

18 日 由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苏光大等研制的“NIPC-3 邻域图像并行计

算机”通过验收，该系统的图像处理达到每秒 1350 亿次超高速。

20 日 中关村西区获“2007 年北京十大新地标”称号。

22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新体系建设——科技租赁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作为全国首家科技租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成立并投入运作。

是日 由海淀园管委会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联合发起的“中关村数

字电视增值业务产业联盟”成立。

26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十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中关村地区

的中科院化学所的“一种正负离子型双金属催化剂及制备方法和应用”、北京有

色金属研究总院的“一种用于直拉硅单晶制备中的掺杂方法及其装置”等两项

发明获专利奖金奖，另有 13 项专利获优秀奖。

28 日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公布中关村标准示范区首批

试点企业名单。北京中关村国际环保产业促进中心有限公司等 55 家企业被确定

为首批试点企业。

30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向首批中国 3G 手机颁发 TD-SCDMA 手机入网许

可证。联想集团的TD800 获得上市资格。

2 月

1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山西省科技厅在山西太原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1 日—12 日 应第 62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凯瑞姆的邀请，中关村管委会副

主任夏颖奇作为中国高科技园区代表参加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致力解决

气候变化，联合国与世界在行动”的联大专题会议，并做了《北京高科技园区

以清洁技术参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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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 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实验动物评估和认可委员会（AAALAC）的

完全认证（包括实验动物中心和研究实验室两部分），成为中国大陆首批通过

AAALAC认证的单位。

26 日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清华大学碧水

源环境膜技术研发中心”，主要从事膜技术、膜材料从源头到实际应用等相关技

术的研发。

29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授牌大会。北京市被确定

为建设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重点发展信息、生物、民用航空航天、新材料、

新能源等产业。

是月 由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设计、应用 FFS 宽视角技术的

32 寸 LED 背光源液晶电视屏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大尺寸液晶电视

屏的关键技术。

3 月

1 日 34 名中关村企业家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参加由中共北京市委与中共

中央党校合办的“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市中关村企业家培训班”。

是日 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开业。该技术产权交易所的基础业务包括信

息发布、交易、托管、拍卖、咨询、鉴证和代办六大类别。

月初 北京华旗资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推出首款太阳能移动电源——动力

舱。该动力舱具备太阳能充电、普通光源充电、交流电源充电的功能。

18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 4 部门联

合公布“2007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审核名单。中关村科技园区

的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北京用友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等 30家企业入选。

20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大兴区政府合作共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榆垡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签约仪式在大兴区举行。

28日 北京渲染平台启动仪式举行。“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科研实训基地”

正式挂牌。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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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赵忠贤领导的小组通过氟掺杂的镨氧铁砷化合

物的超导临界温度可达 -221.15 摄氏度。4 月初，该小组又发现无氟缺氧钐氧

铁砷化合物在压力环境下合成超导临界温度可进一步提升至-218.15 摄氏度。

4 月

1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到中关村科技园区调研。

2 日 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研制的我

国第一支人用 H1N1 禽流感疫苗——大流行流感病毒灭活疫苗“盼尔来福”的

注册申请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通过，并颁发药品批准文号。这标志

着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具备人用禽流感疫苗制备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国家。

8 日 科技部印发《关于批准依托转制院所和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

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硅沙资源利用实验室”被

批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10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法国索菲亚科技园区签署交流合作协议，并共同举

办“中法创新集群论坛”。论坛以“科技创新、商务合作、企业对接”为核心。

16 日　全球 IPv6 论坛授权北京天地互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全球

IPv6 Ready 测试中心”，接受来自全球的测试业务。

18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顺义区政府共建临空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签约仪

式举行。

是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与加拿大渥太华研究与创新中心（OCRI）签署交流

合作协议。

18 日—20 日 中关村管委会召开“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园——中关村

科技园区生态型园区建设启动大会”。

21 日 市知识产权局联合丰台区政府在赛欧科技孵化器举行了国内首个知

识产权托管工程启动仪式。

是日 诺基亚“绿色大楼”落成暨诺基亚中国园开园典礼在亦庄园举行。

23 日 中科院电工所应用超导重点实验室马衍伟研究小组采用传统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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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管方法（Powder-in-tube），首次成功研制出转变温度达 25K 的铁基镧氧铁

砷 [La（O1-xFx）FeAs] 线材。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将铁基新超导材料加工成超

导线材的实验成果，对于强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24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延庆县政府签订共建八达岭新能源和环保产业基地

框架协议。

25 日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研制的中国首颗数据中继卫星“天链一

号 01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并准确

进入预定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30 日 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鹏科技）在深圳交易所成功实

现“新三板”挂牌，这是国内首家在深圳交易所成功实现“新三板”挂牌的设

施农业装备企业。

5 月

月初 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带领的早期脊椎动

物课题组在云南曲靖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保存完整的硬骨鱼化石。它比

现存最古老的完整硬骨鱼化石要早约 800 万年。

13 日 柳传志、段永基、王文京、王小兰、冯军、严望佳等 50 位中关村

科技园区知名企业家自发成立中国第一个企业家天使投资联盟——中关村企业

家天使投资联盟。

16 日 由中视典、水晶石、红京鸟、动态时空等企业发起的北京中关村虚

拟现实产业联盟成立。

17 日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和北京数字奥森科技有限公司李子青等研制的

近红外人脸识别系统在京向公众介绍、演示。该项目研究出世界上首创不受光照

变化影响的人脸识别技术，可动态实时捕捉人脸，精确定位，快速识别，能防止

照片模型等非法攻击，解决了安防监控中不同环境光照下准确的人脸识别问题。

21 日—25 日 第 11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召开。中关村管委会

以“引领创新·助力奥运·走向国际”为主题，组织园区 160 余家企业的近千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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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高新技术产品参展。

30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怀柔区政府“共建雁栖高新技术创新基地签约仪式”

在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举行。

是月 中关村管委会、园区企业、协会及个人向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捐款

捐物总计 3.43 亿元。

是月 我国最小尺寸的 RFID（无线射频电子标签）芯片由清华大学、同方

微电子公司共同研制成功，在奥运历史上将首次实现采用芯片嵌入的门票。

6 月

5 日 由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制的串联谐振脉

冲高压电源样机调试成功。此项目在国际上首次将传统的电容电感串联谐振原

理与调制器（电子开关）相结合，为速调管提供脉冲高压。

是日 中关村水资源化产业联盟成立。

6 日 由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主办的“追溯创新之源”——海淀区纪念中

关村科技园区成立 2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海淀剧院举行。

10 日 北京闻言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听网 2.0”。“听网 2.0”是首创的一款“能

听能看”的免费手机软件。

11 日—13 日 市工业促进局、市教委、中关村管委会、市知识产权局、市

科委和中科院北京分院联合主办“首届北京高新技术成果与企业需求网上交易

会”，网站总访问量达 74611 人次。

13 日 由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制成功的“反恐移动式轿车

垂直透视安检系统”通过专家验收，并在部分奥运场馆启用。

18 日 位于东城区后永康胡同的“东雍创业谷”挂牌。这是首个在中关村

园区外挂牌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创业服务项目。

19日 悠视网与央视网签署合作协议，正式获得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

闭幕式在内的赛事直播权，成为“央视网视频直播合作伙伴”。

20 日 市政府、科技部和中科院联合召开“2008 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百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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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大会”。会议公布了《进一步推进中关村科技园区百家创新型

企业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中关村科技园区百家创新型企业试点第二批 79 家

企业名单。

23 日 《北京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正式

向社会发布。《纲要》提出，要缔造以中关村为龙头的国家知识创新高地和技术

创新源泉两个支点，重点打造中关村科技园区这一国家自主创新品牌。

24 日 北京曙光天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中科院举行曙光 5000A 落户上

海超级计算机中心的签约仪式。曙光 5000A 由中科院计算所孙凝晖等研制完

成。该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研制并应用超

过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

26 日 我国规模最大、设施等级最高、建筑规模亚洲第一的专业数据中

心——中金北京数据中心在亦庄园建成并投入使用。

是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北京举行“出口商品免验”资质仪式，

联想集团成为国内 IT 领域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

7 月

6 日 中国闪联标准即“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标准”（IGRS）提案

正式通过了 ISO/IEC（国际标准化组织 / 国际电工委员会）最后一轮形式投票，

以 25 票赞成、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国际最终标准草案（FDIS）投票阶段，

被正式接纳为 ISO 国际标准，成为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首个国际标准。

9 日 美国《财富》公布 2008 年度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联想集团以

2007 财年 168 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 499 位，首次进入世界 500 强。

14 日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市中关村企业家培训班结业式在中央党校举行。

34名学员获结业证书。

15 日 市长郭金龙召开市政府专题会，听取并原则同意关于中关村科技园

区未来 20年发展战略纲要。

17 日 全球首家激光影院在北京华星国际影城正式揭幕。该影院采用由北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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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视中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全球首台遵循 DCI 国际数字电影规范的激

光光源数字电影放映设备。

19 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 Ⅱ）取得重要进展——

加速器与北京谱仪联合调试对撞成功，并观察到了正负电子对撞产生的物理事

例。这标志着BEPCⅡ已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

21 日 由北京爱普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无锡中德美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联合研制的“17+1STR 荧光检测试剂盒”通过鉴定，从此法医 DNA 检测试剂

盒有了国产产品。

24 日 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发布首批创新

型企业名单的通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联想（北京）有限公司、汉王科技股份

公司、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原钢铁研究总院）、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电

信科学研究院等 8家企业和单位被列入首批创新型企业名单。

8 月

7 日 清华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北京科大恒兴高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产

权交易所、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北京华创阳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13

家北京技术转移机构被科技部认定为首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是月 中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北京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润

维德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通力合作研发，我国第一头转人 CD20 抗体基因的

转基因奶牛——“贝贝”在北京转基因动物试验基地顺利出生。

9 月

3 日 汉王科技推出首款“电纸书”，将电子阅读器、手写识别及电脑绘图

合而为一。

5 日 由科技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科

技园区创新和发展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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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 国家图书馆二期暨国家数字图书馆正式开馆接待读者。

12 日 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进驻中关村，在软件园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会

议听取中关村管委会关于中关村成立 20 年创新和发展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

了调研工作方案。本月，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还召开中关村产业促进组织座谈会，

听取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孵化器、产业促进中心等单位在自主创新方面所面

临的主要困难和政策建议；召开中关村重点企业座谈会，听取企业在自主创新

方面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政策建议；召开中关村创新和发展专家座谈会，就中

关村 20 年创新和发展情况、未来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进行了交流。同时，还分

别召开金融专题座谈会、政府采购专题座谈会，听取企业及相关单位关于创新

银行和代办股份转让试点等金融政策的建议和在政府采购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

题和政策建议等。

25 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柏楠等研制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爱国者的航天存储录音技术、汉

王科技的“电纸书”随同“神七”上天。

26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举行中关村电脑节承办权交接仪式。中关村

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等 3 家协会组织接过了中关村电脑节的旗帜，标志着以后政

府不再直接承办中关村电脑节，而是由协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和机构承办，在

政府的支持下，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

是日 环境保护部在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举行国家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大楼

奠基仪式。

10 月

9 日—18 日 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中科院北京分院、中关村管委会、海淀

区政府联合举办的“创新之路——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 20周年自主创新成就展”

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整个展览分为中关村辉煌历程、最新成果、中关村“一

区十园”等 3部分内容。

12 日 市政府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战略纲要（2008—2020 年）》。《纲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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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到 2020 年，中关村将建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一流的科技

园区。

13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听取并原则同意《北京市鼓励

政府投资项目优先应用中关村科技园区自主创新产品实施办法（试行）》《关于

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方案（送审稿）》和《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

20周年大会方案》等议题。

14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日本京都府、日本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共同举

办的“2008 年中关村·京都府环境技术商务论坛”在京举行。

21 日 中关村管委会和华北电力大学“共建华北电力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

签字暨揭牌仪式”在华北电力大学举行。

22 日 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的专家

组验收。

22 日—24 日 由世界科技园协会（IASP）和亚洲科技园协会（ASPA）主

办的 2008 年 IASP-ASPA联合年会在清华科技园举行。

23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听取并原则同意《国务院关于

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试验区的若干意见》（代拟稿）的汇报。

29 日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并通过《中关村

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方案》。

31 日 北京雀巢研发中心开业仪式暨全球科学家大会在中关村环保园举行。

11 月

2 日 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研制的我国自主研发成功的第一台低

温超导除铁器在京通过鉴定。

4 日 世界“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OASIS）在北京宣布，由中国电

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制定的电子文档读写接口标准——UOML-Part1 1.0 版

本，于 9 月 30 日被正式批准成为 OASIS 标准。这是中国首个得到国际产业和

市场普遍认可的软件国际标准，结束了中国软件业没有核心技术标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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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 中关村管委会在翠宫饭店举行《北京志·中关村科技园区志》首发式。

是日 中科大洋公司推出首款国产Red Bridge Ⅲ高清视音频处理板卡。

7 日 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马旭村领导的研究小组，与清华大学物理

系薛其坤、陈曦和贾金锋的研究团队合作，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的自旋翻转非

弹性隧穿谱技术，在国际上首次直接探测到了分子磁体的自旋态构型和超交换

作用的路径。

12 日 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对外宣布，《闪联基础协议标准》10

月正式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 / 国际电工委员会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信息技术设

备互联分技术委员会（ISO/IECJTC1SC25）最终委员会草案（FCD）投票，成

为最终草案国际标准（FDIS），这标志着中国闪联标准体系被 ISO/IEC 标准组

织全面接纳，为我国企业在全球 3C 协同技术领域赢得了话语权。

是日 由科技部、中科院、市政府主办，海淀区政府、中关村管委会承办的“中

关村论坛平行论坛——首届中国天使投资人年会”在海淀区举行。论坛主题是“创

业企业与区域金融环境建设”。

是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2008 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中关村科技园

区的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入围。

12 日—30 日 主题为“追溯创新之源，迈向全球创新中心”的第 11 届中

关村电脑节举行。

14 日—15 日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与信息化部、中科院和市

政府共同举办的“2008 中关村论坛”在海淀区举行。论坛以“科技——全球创

新挑战”为主题，探讨国际科技创新发展趋势。

16 日 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17 日 全球高性能计算机 TOP500 排行榜的官方网站发布最新名单，由中

国曙光公司研制生产并即将部署在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的高效能计算机——曙光

5000A，以峰值速度 230 万亿次、linpack 值 180 万亿次的成绩列世界超级计

算机第 10名。

18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东城区政府合作共建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航星科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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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园正式揭牌。

19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举办“星光中国芯工程”成果发布会，宣告“星光移动”

手机多媒体芯片全球销量突破 1亿枚。

22 日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怀柔雁栖高技术创新基地举行膜生

产基地投产仪式。该膜基地的投产填补了我国高品质 PVDF（聚偏氟乙烯）膜

制造技术的空白。

24 日 市政府第 18 次常务会议确认了 2006 年度和 2007 年度北京市科学

技术奖获奖项目。中关村科技园区的135项成果获2006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其中一等奖 15 项、二等奖 46 项、三等奖 74 项；有 112 项成果获 2007 年度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 11 项、二等奖 26 项、三等奖 75 项。

28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2008 年度中关村优秀创业留学人员表彰大

会及专题报告会”在清华科技园举行，54名优秀创业留学人员受到表彰。

29 日 市政府出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展政府采购

自主创新产品试点工作的意见》。

12 月

1 日 世界科技园协会（IASP）唯一海外办事机构——世界科技园协会北

京办公室落户清华科技园。同时，世界科技园协会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

委会签署战略性框架合作协议。

4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的“京津软件

与服务外包协作发展新趋势（北京论坛）”在中关村举行。

是日 联想集团研制成功国内第一个实际性能突破每秒百万亿次的异构机

群系统——深腾 7000，其运算能力达到每秒 106.5 万亿次。

11 日 中关村管委会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举办“中关村自主创新与体制改

革论坛”。

是日 由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主办，海淀园管委会

承办的“海淀告诉世界——海淀区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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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周年汇报展演”在北京大学举行，对为期一年的系列纪念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21 日—23 日 由中关村驻美国硅谷、华盛顿，日本东京，加拿大多伦多，

英国伦敦等 5 个海外联络处，以及北美学人中心共同组织的 6 个海外学子创业

考察团 210 余人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参观考察。

23 日 海淀区知识产权局等 6 家单位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为第一批全国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单位。试点工作于 2009 年 1月 1日启动，为期两年。

24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 2008 年（第八届）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评

选结果发布会，共有 8 个项目入选，其中中关村企业完成和参与完成的项目有

4 项 ：中国移动数据业务网络大型综合测控支撑若干关键技术、SCDMA 宽带

无线接入系统及终端核心芯片设计、液体安全检查系统、高性能高可用性服务

器地理信息系统关键技术等。

27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就园区的创新发展问题进行专

题调研。温家宝考察了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及部分其他中关村企业，主持召

开了中关村科技园区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温家宝号召大

院大所科技工作者要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深入到企业中去、深入到

经济建设中去，主动把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改善管理、

开发产品、创新技术，为克服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争取美好的

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是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组建中关村

科技金融服务集团。

28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财政部和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星

光中国芯工程”10年成果与展望报告会。工程总指挥邓中翰做主旨报告。

29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0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科

技园区内 60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5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12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3 项。

31 日 中关村管委会评出 2008 年中关村十大新闻：（1）温家宝总理到中

关村科技园区考察；（2）中关村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迈进；（3）闪联技术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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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被批准成为国际标准；（4）曙光 5000A、联想“深腾 7000”跻身世界超级

计算机前列 ；（5）中关村节能环保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受国际关注；（6）中关

村上百家企业为 2008 北京奥运会提供技术保障；（7）中关村企业自主创新技术

和产品助“神七”飞天；（8）联想集团成为“全球 500 强企业”；（9）中关村企

业家走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0）中关村开展 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是年 首创纳米公司研制的奥运工程的钢结构纳米防护液用于国家体育馆。

2008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8437 家，其中年收入超过亿元

的企业 1018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152 家；年末从业人员 941442 人，其中

研发人员 174797 人；工业总产值 3805.1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10222.4 亿元，

进出口总额 420.2 亿美元，实缴税费总额 504.0 亿元，利润总额 726.3 亿元；企

业专利申请数 16547 项，其中发明专利数 12842 项，专利授权数 4305 项。

2009年

1 月

8 日 曙光公司推出基于国产龙芯 2F 处理器的网络安全产品——曙光龙芯

千兆防火墙。

9 日 中关村管委会在清华科技园组织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与 13 位中关村

企业家就严峻的经济形势、企业状况、采取的措施、希望政府提供哪些帮助等

问题进行了座谈。

18 日 中关村石景山园绿色网游研发基地在石景山园成立。

21 日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http://www.casip.ac.cn）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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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推介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

2 月

11 日 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建委、市工业促进局、中关村管委会联

合印发《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办法（修订）》。

12 日 丰台区政府和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正式签署协议，启动军民融合创

新园项目。该园将成为国内最大的“军转民、民参军”国防工业民用技术研发基地。

13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 2009 年工作会议召开。

16 日 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与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组建的国际版权交易中心

在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落成，并被国家版权局授予“国家版权贸易基地”称号。

17 日—18 日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神州

数码控股有限公司、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研。贾庆林同企业负责人和

科研人员深入交谈。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我们战胜国际金融

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大力量。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加大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力度，推

动首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在调研过程中，贾庆林强调，在创

新上步子更大一些，闯劲更足一些，要加强产学研的结合，推动科学技术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要高度重视研发团队建设和研发经费投入，加强原始创新。

18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北京世纪东方国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

宝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设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博朗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九恒

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9家公司在深圳交易所代办股份报价转让系统集体挂牌。

28 日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宣布，该院利用激光拉曼技术，自主研发

出用于现场快速检测三聚氰胺的激光拉曼光谱仪以及配套试剂。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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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时期

（2009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

2009年 3 月 13 日，国务院《关于同

意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发布，明确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新定位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目标是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0 年

12 月 23 日，北京市 13 届人大常委会第 22 次会

议表决通过《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2012 年 10 月 13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调

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的

批复》。调整后，中关村示范区的空间规模扩展

为 488 平方公里，形成了包括海淀园、昌平园、

顺义园、大兴—亦庄园、房山园、通州园、东城园、

西城园、朝阳园、丰台园、石景山园、门头沟园、

平谷园、怀柔园、密云园、延庆园等 16 园的“一

区多园”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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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3 月

4 日　伦敦 2012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宣布，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成为伦敦 2012 年奥运会及残奥会的第六家第三等级供应商 /赞助商。

12 日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委、市市政管委、市科委、市财政局、市

水务局、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组织举办的“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签约

大会”在清华科技园召开。参加签约的有 9 个项目，涵盖电动车、轨道交通、

节能减排、水处理、新能源、垃圾处理等六大领域。总投资 27.5 亿元，拟采购

自主创新产品 17.4 亿元，占总投资比例的 63.5%。这是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

新产品首次签约大会。

13 日　国务院《关于同意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

批复》（国函﹝ 2009 ﹞ 28 号）发布。明确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新定位是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目标是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19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调整“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

并更名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领导小组组长郭金龙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关于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若干意见的汇报。

是日　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同方、华为科

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威讯紫晶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制定的 IEEE802.15.4C 标

准（短程无线网络通讯核心技术标准）被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标准委员会正式批准为国际标准。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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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北京望尔生物有限公司研制成功国内首个用于快速检测食品中三聚

氰胺的免疫试剂盒。

20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动员

大会”。会议宣读了《国务院关于同意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批复》，对 175 家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 20 周年以来做出突出贡献的企

业（单位）、135 名个人进行表彰。

23 日　部分驻中关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负责人学习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精神座谈会召开。

25 日　由北京康辰新医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我国血凝酶类药物临床研究的

最新成果——国家一类止血新药“苏灵”在北京宣布上市。

27 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建设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的若干意见》和《“科技北京”行动计划（2009—2012 年）——

促进自主创新行动》。

28 日　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交通银行北京中关村园区支行、北

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4 家科技金融服务机构挂牌，拉开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金融改革创

新试点的大幕。

4 月

1 日　市政府发布《关于同意加快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

批复》，决定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要

求核心区充分发挥创新资源优势，重点在产学研用创新体系建设、创新要素聚集、

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带动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整体发展。

3 日　搜狐公司所属的畅游时代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成为纳斯达克自 2008 年 11 月 22 日以来的全球首个 IPO 成

功上市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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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改革试点工作动员大会在创业大

厦召开。会上公布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改革试点单位试点

工作指导意见》。北京市新技术应用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京仪仪器仪表

研究总院等 14 家单位被列为首批股权激励改革试点单位，其中大学 3 家、国有

企业 3家、科研院所 8家。

8 日　海淀区召开“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动员大会”。

是日　海淀区政府召开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政策发布会，

正式向外推出“1+20”政策体系。

9 日　北京赛欧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在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落成。

首期将免费提供 3000 平方米自由空间，并提供 1000 万元大学生创业引导资金，

吸引并支持 100 家大学生创业企业，带动大学生就业。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召开“2009 年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暨产业联盟工作大

会”。

10 日　北京大学与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0.5T 磁共振成

像系统”通过美国 FDA 认证，这是中国第一家在美国通过认证的中场强磁共振

系统。

13 日　中关村管委会在清华科技园召开“帮扶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信息

发布会”，宣布给予第一批 42 家园区重点企业 2800 万元的贷款贴息支持，涉及

贷款金额 20亿元。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召开《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编制工作企业家座谈会。

14 日　中关村企业向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捐款，捐款总额达 220 万元。

15 日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第二颗

北斗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的卫星和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

16 日　中科院在北京组织召开由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曙光信息产业（北

京）有限公司、上海超级计算中心共同承担的国家 863 计划信息领域“高效能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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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及网格服务环境”重大项目研究课题——“曙光 5000A 高效能计算机”

成果鉴定会。曙光 5000A 运算速度最高达到每秒 233.5 万亿次。它的研发成功

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自主设计并制造百万亿次商用高性能计算

机的国家。

17 日　科技部政策体改司、中科院北京分院、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

召开“2009 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百家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大会”。会议总结了试

点工作进展，部署了对试点企业的支持政策。

20 日　中科院在北京宣布：我国第一套单精度峰值超过每秒 1000 万亿次

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系统，由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21 日　国内首个 TFT-LCD 工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落户京东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2 日　由市知识产权局和海淀园管委会共同推动的首都知识产权“百千对

接工程”——海淀园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推进活动正式启动。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召开中关村保增长工作会。

是日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举办“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

2009 年专项资金发放仪式暨中关村知识产权文化园区行启动仪式”。

23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会议听取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讨论、研究

了示范区股权激励改革试点、重大科技专项资金试点、向示范区核心区下放审

批权、扩大中关村信用贷款试点、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保险及贸易融资试

点等工作。

是日　“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第二次签约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

召开。共签订清河再生水厂二期及再生水利用工程、地铁亦庄线噪声治理工程

等 14个政府投资项目，总投资达到 34.2 亿元，拟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4.45 亿元，

占总投资比例为 13%。

是日　北京市首届发明专利奖励大会暨全市知识产权工作会召开。清华大

学、同方威视公司的“一种车载移动式集装箱检查系统”专利项目获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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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　由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承担的“国家电网仿真中心建

设”项目在京通过验收。该项目已被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命名为电力系统仿真

国家工程实验室，其综合试验能力已达到国际同类实验室的领先水平，可满足

中国超、特高压电网仿真试验研究的需要。

5 月

2 日　军事医学科学院成功研制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探针”核

酸检测试剂盒，可在 2小时内检测出甲型H1N1 流感病毒。

7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举行《中关村科技园区年鉴》（创刊号）首发式。

8 日　雍和园的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正式开通版权交易系统，北京版权产业融

资平台同步启动。

是日　海淀园管委会举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发展论坛”。

论坛以“加快核心区建设，全面帮扶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主题。

13 日　市政府印发《北京市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来京创业和工作暂行办法》

和《北京市促进留学人员来京创业和工作暂行办法》。

14 日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立法领导小组第

一次会议。

15 日　科技部发布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试点结果，共有 243 项产品被认

定为首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其中，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共有 51 项产品

入选，约占全国产品数量的 21％。

18 日　海淀区政府专门为企业提供事务服务的呼叫中心热线 96181 正式

开通。

19 日　由用友软件工程公司、北航大学科技园等 18 家 IT 服务企业和机构

共同倡议发起的“火炬 IT 服务创新联盟”宣告成立。

是日　德青源集团公司的鸡粪沼气发电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被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会联合授予“全球大型沼气发电技术示范工程”。

22 日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卫生局、中关村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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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联合召开“中关村医疗器械及诊断试剂自主创新产品推介会”。

26 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专题会，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工作。

是月　302 医院研制成功“抗乙肝病毒的特效制剂恩替卡韦分散片”。

6 月

1 日　中国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中国

CDC”）合作研制开发的甲型 H1N1 流感检测试剂取得突破，荧光 PCR 核酸检

测试剂盒通过中国 CDC 的验收合格，首批产品（428 盒，20544 人份）已正式

装备中国CDC 214 家流感监测实验室。

5 日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等 8家机构共同倡议发起成立“北京医疗器械产业创新联盟”。

8 日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分发的甲型

H1N1 流感疫苗用毒株，正式启动甲型 H1N1 流感疫苗的生产。

9 日　北京青年创业园石景山园正式揭牌成立，成为全市首家以文化创意产

业为特色的市级青年创业园。

是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在新世纪饭店举办

2009 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驻华使节谈商机”活动。

11 日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中关村管委

会联合召开“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第三次签约大会暨政府信息化项目

对接会”。共签订北京市城八区社区卫生服务标准化设备配置二期、森林防火综

合技术应用示范、北天堂陈腐垃圾处理项目等53个政府投资项目，总投资达到3.6

亿元，其中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2.2 亿元。

12 日　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召开完善中关村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

法新闻发布会，发布修订后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暂行）》。

是日　首都新能源产业技术联盟成立。

是日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监局、北京保监局、北京金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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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召开“中关村信用贷款和信保融资政策发布会”，即第 15 次银

科企联谊会。发布会为获得中关村担保公司担保授信与北京再担保公司再担保授

信的园区百家高新技术企业授牌。

23 日　中关村管委会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监局、北京市金融局、

海淀区政府和《中国证券报》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业板培训会。

24 日　中国证监会市场部、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国证券业协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召开“中关村代办系统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工作会”。

29 日　由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

所等４家生物技术企事业单位共同出资建立的、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新型疫苗研发

和产业化基地及服务平台——新型疫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亦庄园奠基。

是日　国家数字版权研究基地在北京大学揭牌。海淀区政府与北京大学签订

共建国家数字版权研究基地协议。

30 日　中关村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联盟成立。

7 月

8 日　市财政局、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

联合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重大专项列支间接经费试点工作启动

会”。市科委公布了实施科技重大专项资金试点管理的试点单位（共 47 家）和试

点项目（共 50个）。

9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批股权激励试点单位试点方案实施启动

仪式举行。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北京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和北京机电院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等 6 家单位成为首批股权激励试点单位。他们将分别采用科技成果入

股、科技成果收益分成、分红权激励等方式，对核心研发团队和管理人员进行

激励。

16 日　联想网御公司与江民科技公司成立“黑客攻击与网络病毒研究联合

实验室”。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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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　国家“十五”期间重大科学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

工程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通过国家竣工验收。

20 日　海淀区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中关村西区业态调整的通告》，明

文规定 ：“根据中关村西区功能定位，不鼓励电子卖场、商场（店）、购物中心、

餐饮等业态在本区域内发展。”

23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

28 日　“未来科技城”暨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在昌平奠基。

8 月

13 日　中国技术交易所在清华科技园揭牌。

是日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财政局、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召开“政府

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第四次签约大会”。会上公布了北京市入围首批国家自

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签订了第四批共 15 个示范项目，总投资达到 5.56 亿元，

其中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3.19 亿元，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57.4%。

17 日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举行甲型 H1N1 流感疫苗临床试验揭盲

会，初步结果显示疫苗对人体安全有效。

19 日　《财富》杂志评选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大科技公司，其中中关村

示范区企业搜狐公司位列第三位，亚信公司位列第十位。

31 日　“北京数字电视产业园暨京东方第 8 代 TFT-LCD 生产线奠基仪式”

在亦庄园举行。生产线投产后可生产 32 ～ 56 英寸电视用液晶屏，将结束我国

大尺寸液晶面板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31 日—9 月 11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第九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国际研讨班”在丰台园举行。来自白俄罗斯、肯尼亚、墨西哥、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波兰、俄罗斯、南非、泰国、菲律宾、土耳其和津巴布韦 12 个国家

的 26 名学员参加。



267

1988—1999          1999—2009          2009—2017

9 月

3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研制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盼尔来福 .1”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批准文号，批准疫苗投入使用。这是全球首支获得生产批

号的甲型H1N1 流感疫苗。

6 日　中科院化学所研制的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制版技术中试线在昌平中试基

地建成。

7 日　李开复等在清华科技园成立创新工场，采取资本投资 + 孵化服务 + 专

家指导的企业孵化模式。

8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支持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中小科技型企业投标承接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若干措施（试行）》。

9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揭牌活动在中关村管委会

举行。

10 日　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教委、中

关村管委会联合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重大专项列支间接经费第

二批试点单位和项目发布会。第二批试点单位共 35 家，试点项目 50个。

15 日　搜狐联合国内外 110 多家版权商发起成立“视频网站反盗版联盟”。

17 日　中国人寿研发中心在环保园举行开工仪式。

是日　美国健赞公司北京研发及实验室生产基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奠基。

23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企业博士后工作 10 周年总结表

彰大会在清华科技园举行。

10 月

1 日　由中关村选送的企业家邓中翰、李彦宏等 19 位海外留学人员代表参

加国庆 60周年观礼。

10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市长郭金龙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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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近期建设进展情况的

汇报，讨论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框架及主要内容、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股权投资暂行办法、税收政策、工商政策等事项。

12 日　在中关村大街黄庄路口经历了 19 年风雨的金色双螺旋雕塑修缮一

新后在中关村西区广场重新落成，更名为《生命》。

13 日　市科委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举行“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签约仪式。中科院化学所绿色制版技术、清华

大学“聚乙二醇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北京大学抗肿瘤药物及疫苗、龙芯

CPU 芯片、清华大学脑起搏器、威讯紫晶“无线传感网”等 6 项重大科技成果

落户中关村。

是日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盼尔来福.1”

在墨西哥获得注册批件。

14 日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关于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意见》，出台了 43 条试点政策，主要包括支持北京市工商局在中关村示

范区设立工商分局，授予中关村示范区工商分局企业登记管辖权，实行中关村

示范区建设先行先试、改革创新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中关村示范区实施商标发

展战略，积极做好中关村示范区加快发展综合服务工作，积极为中关村示范区

加快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等。

15 日　中关村企业家北京市委党校培训班结业式在市委党校举行。

20 日　奇虎 360 公司正式推出永久免费的 360 杀毒 1.0 正式版，这是世界

上首款永久免费的杀毒软件。

22 日　“首都科技中介大厦揭牌暨科技中介机构入驻签约仪式”在华一控股

大厦举行。

23 日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和华夏银行 4 家开设的专门为

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入驻中关村。揭牌仪式上，中国人民

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监局、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中关村管委会及海淀区政

府等 5 家单位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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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核心区设立为科技企业服务的专营机构的指导意见》。

26 日　国内首家国际高端服务外包转移中心——新世基（北京）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落户中关村软件园。

29 日　中关村管委会和中科院北京分院共同举办“中关村重大科技成果推

介信息发布会”。中科院理化所、过程所与自动化所发布了生物可降解聚丁二酸

丁二醇酯（PBS）聚酯材料、新型非线性光学晶体激光显示、先进肿瘤微创治

疗装备及影像技术、全聚乙二醇（PEG）修饰和微囊化的长效药物制剂、三维

动画电影等 5项重大科技成果。

30 日　中国创业板开市仪式在深圳举行，神州泰岳、乐普医疗、立思辰、

鼎汉技术和北陆药业等 5家中关村企业首批上市交易，合计融资 45.25 亿元。

11 月

1 日　市经济信息化委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举办的“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成立大会暨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清华同方科技广场举行。

5 日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驻中关村办事处和北京市工商局中关村分局揭

牌。

12 日　中关村科技园区与韩国大邱庆北自由经济区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

12 日—13 日　由科技部、中科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2009 中关村论坛”在新世纪日航饭店举行。论坛的主题为“创新创业能力与

企业家精神”。

20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认股权贷

款启动仪式在中国银行总行举行。

23 日　中国林业产权交易所在德胜园揭牌运营。

是日　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中心、中联资本管理集团、汉能投资集团

三方签署总规模为 1亿美元的“中关村数字媒体产业投资基金”框架协议。

23 日—25 日　中关村管委会启动高层次创业人才考察中关村系列活动。首

批 60 名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并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在国内外创办企业或在国外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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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有工作经历，获得风险投资或天使投资的高素质人士参观了中关村企业，

并与知名企业家、公司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

24 日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贯彻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支持中关村科

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文件的意见》。

26 日　由北京铁道工程机电技术研究所研制的动车组地坑式同步架车机在

丰台区的北京动车段内同步举升 8编组动车组获得成功。

12 月

2 日　北京市科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

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联合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股权投资暂行办法》。

是日　中国工程院公布“中国工程院 2009 年当选院士名单”。北京中星微

电子有限公司邓中翰、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暨博奥生物有限公司程

京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日　中国工程院公布 2009 年新增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示范

区有 14人入选。

4 日　中国科学院公布 2009 年新增选的中科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示范区有

11 人入选。

4 日—6日　“创新中关村 2009”主题活动在海淀展览馆举行。

8 日　中国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中心与以色列英

飞尼迪股权投资基金管理集团在北京举行签约仪式，共同出资设立中关村国际

技术引进投资基金，基金规模为 1亿元。

9 日　中关村金山互联网安全公司正式对外宣布，联手遨游浏览器以及电子

商务平台淘宝网、支付宝，共同推出国内首个网购安全平台。

10 日　清华科技园创建 15 周年庆祝活动举行。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

揭牌仪式同时举行。

是日　清华科技园大学生创业见习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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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财政局、中关村管委

会联合召开“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第五次签约大会”，签订了第五批共

11 个示范项目，涵盖医疗器械、节能减排、水处理、垃圾处理、视频监控等领域，

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 3.2 亿元。大会还公布了北京市第六批自主创新产品。

是日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与中关村管委会举行推进科技金融建设战

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并对在中小企业信贷服务创新方面取得成绩的北京银行、

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商业银行进行表彰。

是日　中关村版权联盟成立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厦举行。

13 日　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在清华科技园成立。委员会由 27 位来自

中关村的企业家、投资家和专家学者组成。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担

任主任委员，时代集团公司总裁、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王小兰为常务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是日　昌平区召开科技创新大会，中关村管委会与昌平区政府签署《共同

促进昌平园能源科技产业发展框架协议》。

15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第 55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中关

村管委会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大兴区政府签署联合共建中关村大兴生物医药产业

基地留学人员创业园协议，并举行揭牌仪式。

16 日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监局、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中关

村管委会联合举行中关村创业金融服务平台启动仪式暨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公

司成立 10周年活动。

是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动员

大会召开。会上为核心区企业服务中心揭牌。

17 日　市政府、科技部和中科院联合召开“2009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百家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会议”。会议公布《支持中关村百家创新型试点

企业做强做大的若干措施》，宣布 126 家第三批百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名单和完

成试点的 56 家首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企业名单。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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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被业界称为“中国外涉知识产权第一案”的华旗爱国者诉明基电通

公司鼠标商标侵权案在海淀区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宣判。判决称“被告方明基电

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方华旗资讯（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50 万元，并立即

停止销售旗下侵权商标鼠标”。

21 日　市政府与中科院在中科院奥运村科技园签署《联合推动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协议》。

24 日　中关村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发布会（第一期）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举行。

25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 2008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

示范区有 107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11 项、二等奖 21 项、三等奖 75 项。

27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石景山）创业板企业培育中心揭牌仪

式举行。

29 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媒体机构暨央广传媒发展总公司进驻北京丰台

总部基地签约仪式举行。根据协议，中央台新媒体机构落户总部基地。

是日　中央企业正版软件集中采购网站开通暨首批采购签约仪式在通用技

术大厦举行。中央企业正版软件集中采购网（网址：www.cesoftware.com.

cn/）正式开通。

是日　“北京国家技术交易中心”揭牌仪式在北京创业大厦举行。

2009 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7940 家，其中

年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 1253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194 家 ；年末从业人员

1062345 人，其中研发人员 136203 人 ；工业总产值 4193.0 亿元，技工贸总收

入 12995.1 亿元，进出口总额 448.2 亿美元，实缴税费总额 661.6 亿元，利润

总额 1122.4 亿元 ；企业专利申请数 14668 项，其中发明专利数 9113 项，专利

授权数 636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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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 月

5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与国家图书馆共同打造的中关村品牌性创业服务活

动——“中关村创业讲坛”启动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是日　《福布斯》中文版发布“2010 中国潜力企业榜”，中关村有 33 家企

业入选。

6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交通委、市重大项

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丰台区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0 年北

京轨道交通产业发展峰会在丰台科技园举行。会议以“推进轨道交通产业发展，

助力首都世界城市建设”为主题。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丰台区政府“轨

道交通装备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科技部授予中关村丰台园“北

京国家轨道交通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称号。

是日　由华锐风电公司负责建设的“国家能源海上风电技术装备研发中心”

获得国家能源局授牌。

是日　联想集团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发布移动互联网战略，并推出其第一代

移动互联网终端产品——智能 Skylight、智能手机乐 phone 和双模笔记本电脑

ideapadU1。

7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0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示

范区有 56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1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10项，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5 项。

8 日　中关村创新技术发布会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CES）

2010



274

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大事记（1988—2017）30年

举行。这是中关村企业首次集体在海外举行创新技术发布会。

是日　“首都创新人才发展大厦、北京海外学人中心服务大厅暨中关村西区

协调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揭牌仪式在海淀区举行。

10 日　在 2010 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海淀区被科技部授予国家创新型

试点城市（区）牌匾。

11 日　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举行第四次会议。市长郭

金龙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0 年

工作要点，听取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范围和布局工作情况、立法工

作情况、中关村社会组织改革创新试点工作意见和统计分析指标方案的汇报。

13 日　军地联合共建共享的北京抗体药物研发平台在解放军总医院启动。

17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19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听取并讨论市规划委关于报审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技术成果产业基地规划工作有关意见的请示。

20 日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召开第 127 次市委常委会，听取中关村

管委会关于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评出“2009 年中关村十大新闻”：（1）国务院批复中

关村建设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中关村 2009 年涌现一批自主创新的重

大科技成果；（3）中关村 51 项产品入选首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4）6 项重大

科技成果成功落户北京；（5）一批中关村自主创新技术产品应用于国庆 60 周年

庆典活动；（6）中关村一批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整合产业链做强做大；（7）中关

村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8）“中关村板块”在创业板中初步形成；（9）

国家工商总局在中关村开展多项创新试点；（10）首家全国性的技术交易机构在

中关村成立。

29 日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围绕“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加快示范区建设”的主题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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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　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

红激励实施办法》。

是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中关村示范区的13项成果获一等奖，20项成果获二等奖，73项成果获三等奖。

4 日　由新华社北京分社、《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

导报》、光明日报北京记者站、经济日报内参编辑部、科技日报记者部、新浪网

等媒体主办的 2009 年度中关村十大领军企业家、十大创新创业人才、十大品牌、

十大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十大高成长企业、十大创业投资案例、十大并购案例

系列榜单正式发布。

5 日　“2009 年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总结表彰暨 2010 年第一次签

约大会”在清华科技园召开。此次签约共签订 12 个示范项目，采购中关村自主

创新产品 9.5 亿元。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和市经济信息化委在同方科技广场联合举行“感知北

京”示范工程首批项目发布会。会议发布了在城市公共安全监管与应急指挥、

智能城市运行管理、生态环境智能监管、智能医疗卫生、智能交通、智能社区

和智能家庭、智能建筑及节能减排、精准农业、基础设施智能监控管理、智能

物流与食品溯源等十大领域的首批“感知北京”示范工程 22 个项目。

7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举办的“中关村科技沙龙

启动仪式暨云计算主题研讨会”在清华科技园举行。

11 日　市政府召开第 60 次常务会议，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研

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海淀新区部分）规划工作等事项。市长郭金龙

主持会议。

25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召开 2010 年第一次

全体委员会议。会议围绕顾问委员会的职能发挥和重点工作开展讨论。

26 日　整合重组后的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2010



276

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大事记（1988—2017）30年

3 月

2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招商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5 日　由市教委、市科委、市财政局、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联合组织举办的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和科技重大专项列支间接经费试点政策宣

讲会”在清华科技园举行。

12 日　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中科院北京分院、中国技术交易所等单位主办的

“中关村科技沙龙智能电网主题研讨暨中关村智能电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

立大会”在清华科技园举行。

15 日　京东方公司宣布以 2.9 亿元的价格收购美齐科技位于台湾地区的相

关计算机显示器及电视机业务，以及该公司的大陆子公司。

22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的职能等。

23 日　谷歌公司宣布，将公司的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正式放弃

google.cn，退出中国内地。

26 日　国家核安全局向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颁发《民用核安全电

气设备设计 / 制造许可证》，这是国内企业首次获颁被称为“核电站运行、操作

与监控的中枢神经”的核安全级数控系统的市场准入许可。

29 日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在昌平科技

城开工奠基。

31 日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监局、北京金融工作局、中关村

管委会、海淀区政府主办银行专营机构金融创新产品推介会暨中科金集团成立

一周年纪念活动。

是日　中关村科技沙龙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主题研讨暨北京市动力电池产

业联盟成立大会在清华科技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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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　中关村发展集团成立大会在环保科技园召开。

是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海

淀新区部分）重大产业化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环保科技园举行。

2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海淀新区部分）规划等工作。市委书记

刘淇主持会议。

是日　市知识产权局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 2010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知识产权工作会暨中关村知识产权推进工程启动仪式。市知识产权局和中关

村管委会正式启动为期 3年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知识产权推进工程。

3 日　北京银行与海淀区政府签署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建

设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是日　北京鸿蒙网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国内首

个多系统多用户的云计算应用网站平台。

6 日　中关村管委会印发《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实施细则》。

是日　“共建核心区，奉献在海淀”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启动仪式暨首次“核

心区建设大讲坛”活动在中华世纪坛举行。

8 日　北京市对口支援什邡市产业援助工作领导小组、中关村管委会和什邡

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北京—什邡产业园中关村企业专场推介会”在京举行。

13 日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

等事项。市长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在全面总结《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

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新情况和中关村发展的新目标、新定位，为推进示范

区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法制保障。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市外办、市国资委共同举办北京企业海外投资研讨会。

14 日　“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调解中心”在中关村 863 软件园正式挂牌。这

是我国设立的首家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调解的专业性机构。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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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届运动会在丰台体育中心举行。运

动会的主题是“顽强拼搏、勇攀高峰、自主创新、引领未来”。

19 日　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信息平台 http://zfcg.zgc.gov.cn 正

式开通上线。

21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十百千工程”工作方案》。（“十百千工程”即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

新医药、能源环保、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重点培育一批收入规模在

十亿元、百亿元、千亿元的创新型企业。）

22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市政府在北京会议中心

联合召开“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复加快推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大会”。

会议总结了示范区一年来的发展建设情况，部署了 2010 年的主要任务。会议表

彰了中关村 2009年重大技术成果产业化突出贡献单位，发布首批 123家“十百千

工程”重点培育企业名单。

23 日　由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市投资促进局等部门

共同主办的“落实科技北京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G20 工程）”启动仪式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

会议公布了首批 23 家 G20 企业。

是日　中科院龙芯工作组和曙光公司联手推出以龙芯 3 号为内核的两路刀

片服务器。这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服务器的诞生，意味着国产服务器行

业实现全线自主。

24 日　我国首套分布式 GPU（图形处理器）超级计算系统在中科院建成并

正式启用。

26 日—30 日　海淀区文化委员会和中共海淀区委海淀园工作委员会共同主

办“网上网下、正版君子”万人“红指印”承诺行动。

27 日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行动

计划（2010—2012 年）》等事项。市长郭金龙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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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　中关村国家污水资源化产业联盟成立。

11 日　由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市委统战部、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委、

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丰台区政府和总部经济（中国）战略发展研

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民营企业总部发展论坛”在丰台区举行。论坛主

题为“民营企业与自主创新”。

12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建设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行动计划（2010—2012 年）》。市委书记刘淇主持会议。

13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股权投资和

创新合作签约仪式在石景山园举行。

14 日　2010 年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第二次签约大会在北京会议中

心举行。此次大会共签订 59 个项目，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 13.7 亿元。会

议还对 25 个首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项目进行授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组织 21 位企业家参加中关村代表团赴四川什邡进行为

期 3 天的投资考察。考察期间，中关村管委会与什邡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20 日　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在德胜科技园揭牌。

21 日　重大工程材料服役安全研究评价设施暨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

落户昌平区中关村国家工程技术创新基地。

是日　经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工作小组审定，丁培军等 57 名个人

（团队）为 2009 年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

22 日　市政府主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会”。

27 日　北京市 13 届人大常委会第 18 次会议召开，听取并审议《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和关于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情况的

报告。

是日　由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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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区域创新国际研讨会举行。研讨会以“共建

奉献、互联互通”为主题。

27 日—29 日　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 200 多位海归人士走进中

关村，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能源环保等不同领域对中关村的创新创业环境

进行为期 3天的考察。

27 日—31 日　第 13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

开幕。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全球科技创

新中心”为主题，全面展示自主创新成果。共有 145 家中关村创新型企业参加。

6 月

1 日　曙光公司在国家会议中心发布：由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中科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共同研制的一款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超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星云”，每秒钟可进行 1270 万亿次浮点运算。

是日　国家工商总局在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城市（区）、示范企业授牌大

会上宣布，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 53 个城市（区）为国家商标战略示范区，

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等 41 家企业为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企业。

是日　清华同方公司研制推出中国首台装有“CNTV 集成播控平台”的

LED互联网电视。

2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第四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3 日　中关村资本市场投资者互动平台正式开通。中关村示范区 52 家代办

系统挂牌企业参加了网上集体业绩路演，并与投资者通过网络在线交流。

8 日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与中关村管委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中关村“国际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将纳入国家公派留学计划，派中

关村领军企业家、创新创业人才等赴海外研修学习。

10 日　北京银行在北京京仪大酒店举办“‘聚焦科技，融信未来’——北京

银行中关村百家主动授信行动计划”启动仪式，现场为科兴生物、仁创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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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家首批入选企业进行授牌，并为这些企业提供 60亿元的主动授信额度。

11 日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行动计划（2010—2012 年）》。

是日　海淀园被科技部授予“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称号。

13 日　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举行。

25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社会组织改革创新试点工作意见》。

26 日　市科委、市农委、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中关村发展集团与

中国农科院共同签署《首都农业高端发展“5＋ 1”战略合作协议》。

29 日　“中国设计交易市场”揭牌仪式在中关村德胜科技园举行。

是日　中关村北部产业聚集区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暨入驻企业投产仪式在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园举行。

30 日　由中国技术交易所、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

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北京中关村科技

成果转化融资平台正式启动。

7 月

1 日　海淀区加快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建设大会在国家行政学

院举行。会议发布了《海淀区支持自主创新核心区企业政策体系》。

3 日　商务部正式发布“中国·中关村电子信息产品指数”。该指数包括价

格指数和景气指数两个部分。价格指数每周发布一次，景气指数每月发布一次。

7 日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共同举办的“北京参股设立国家新兴产业

创投计划暨首批创投基金揭牌签约仪式”在国际饭店举行。（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首批与北京等 7 省市共同发起设立 20 支创业投资基金，其中与北京

市在电子信息、新能源和环保、生物医药、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共同发起设立 4

支创业投资基金。）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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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第五次会议，研究讨论示范

区建设相关工作。市长郭金龙主持会议并讲话。

12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二批高成长性企业股权投资签约仪式

举行。受市政府委托，中关村发展集团与 18 家高成长性企业签订了股权投资合

作意向书，并与 5家高校院所、6家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书。

15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经费间接费用列支管理办法（试行）》《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重大专项资金试点管理办法》。

21 日　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举行“携手金融资本，助力科技展业”——交通

银行中小企业投贷一体化合作项目启动仪式。

是日　北京大学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宣布，研发成功 AVS

的立体电视编解码系统，并在北京大学有线电视网率先播出立体电视节目。

30 日　中国第一个虚拟现实产业聚集区落户海淀区，由海淀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中心和海龙集团共同打造的虚拟现实产业聚集区正式启用。

8 月

1 日　第五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进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此次发射的卫星及

其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

2 日　军事医学科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由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

初领衔的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肝癌研究领域又有重大科学发现：在人

类染色体的一个特殊位置发现了一个容易导致肝癌的易感基因区域。

5 日　2010 年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第三次签约大会暨轨道交通领

域自主创新产品推介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北京市第九批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在签约大会上同时公布。此次共签约 36 个示范项目，签约金额 9.6 亿元。

9 日　由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34 台 3 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在中国第一个国家海上风电示范工程——上海东海大桥 10 万千瓦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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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投入运行。

15 日　由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制的世界首个“±800

千伏／ 4750 安特高压直流换流阀”通过技术鉴定。

17 日　由中国技术交易所联合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知识产权出版社等

单位共建的“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式启动。

18 日　海淀法院与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在海淀法院共同举行首家中关

村企业家商事调解中心揭牌暨企业家商事特邀调解员续聘仪式。

20 日　2010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瞪羚计划”首批重点培育企业

工作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

23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调研。

他对中关村管委会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的做法给予肯定，并要求进一步落实好

国务院批复精神，不断推进各项改革试点工作，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充分

挖掘中关村地区的资源潜力，努力把示范区建成首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

引擎，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6 日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研究《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纲要（2010—2020 年）》（送审稿）。

是日　2010 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上网发行，发行总额为 3.83 亿元。

27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在中关村开展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试

点。试点时间自 2010 年 8月起，为期 3年。

9 月

1 日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 2011 年度“科技先锋”名单，北京网秦天下科技

有限公司当选，成为第一家入选的中国高科技企业。

1 日—10 月 15 日　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共同

举办“中关村企业家市委党校培训班”，35 名企业家参加。

2 日　中关村科学城首批启动建设项目签约揭牌大会在北京科技大学举行。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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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分别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

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11 家单位的代表签署共

建协议。

6 日—19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丰台园创业服务中心（北京 IBI）承办

的“第十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国际研讨班”在丰台园举行。25 名来自 12

个国家的学员参加。

7 日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展发布

会”，会上介绍了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前期方案。

8 日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加快建设中关村科学城等事项。市长郭金

龙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加快建设中关村科学城的若干意见》。

是日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德软件有限公司、北京天下图

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图盟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图为先科技有

限公司等 8家企业获得国家测绘局颁发的互联网地图服务甲级《测绘资质证书》，

获准独立自主地开展互联网地图服务活动。

9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试点”在中关村正式签约启动。

是日　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主办的“华侨华人高

层次人才群英会”在美国硅谷举行。共有 72 名海外人才当场签约《中关村创业

意向书》。

14 日　新岸线公司和英国安模公司联合发布全球首款高性能计算机系统芯

片——NuSmart2816。

15 日　北京市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正式启动，中关村管委会、中国人民

银行营业管理部、市文化促进中心、北京银监会、市经济信息化委、市金融局

共同签署《北京市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信息共享合作协议》。

17 日　爱国者正式推出一款全新真高清手持视频播放终端——电影本，它

拥有 8寸屏幕和 1280×768 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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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　由中科院和教育部共建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项目历经 6 年建设通过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的验收。

是日　由北斗星通公司主办的“共同的北斗，共同的梦想”——北斗星通

10 年成果汇报暨北斗产业发展研讨会在稻香湖景酒店举行。国内首款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系统多频高性能 SoC 芯片和系列OEM板卡同时发布。

27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三批重大项目与高成长企业股权投资

签约仪式在北京京仪大酒店举行。中关村发展集团与 12 家高成长企业签订了总

计 1.2 亿元的股权投资协议。

10 月

1 日　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搭载着由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研制的“嫦娥二号”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

射成功。

8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有关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试点政策的通知》。该《通知》自 2010 年 1 月

1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执行。

是日　重大产业化项目“基于通信的列车自动控制系统”（CBTC）落户丰

台园。

9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有关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该《通知》在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经有关部门批准获得股权奖励的技术人员，可

享受上述延期纳税的优惠。

11 日　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在部分中央企业开展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

的通知》，决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注册的中央企业所属企业中，开展

分红权激励试点。

12 日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并拥有知识产权的

5 兆瓦风电机组正式下线。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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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　昌平园管委会获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成为建立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的设站单位。

14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北京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致力于建立长期、全面、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以促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15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有关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试点政策的通知》，对示范区内的科技创新创

业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 的部分，准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该《通知》

自 2010 年 1月 1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执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和中科院联合宣布，共同打造中关村品牌性创业服务

活动——中关村创业讲坛。

是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丰台园、

昌平园、电子城科技园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博士后（青年英才）创新实

践基地首批试点。

20 日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财政局、市金融局、

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联合召开的“创新中关村 2010 主题活动开幕式暨政

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第四次签约大会”在世纪金源大饭店举行。此次签

约大会共签订 53 个项目，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约 6.5 亿元。

20 日—21 日　由科技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市政府

共同举办的“2010 年中关村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

策源地”为主题。

20 日—22 日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财政局、市

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联合主办的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

战略新兴产业”为主题的创新中关村 2010 主题活动在世纪金源大饭店及融金国

际酒店举行。

22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并讨论中关村管委会关于中关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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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与交易中心建设情况的汇报。

25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

是日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主办中关村第一代创业群体联谊会——中

关村创业文化座谈会，以纪念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 30周年。

26 日　中央企业院校重大科技成果在京转化落实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28 日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召开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

11 月

1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座谈会召开。市长郭金

龙出席并讲话。

是日　第六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

箭发射升空。这次发射的卫星和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

2 日　中国“移动谷”揭牌仪式暨研发实验服务基地签约仪式在望京科技园

举行。

4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大力推动首都功能核心区文化发展

的意见》。该《意见》指出：“中关村科技园区德胜园和雍和园，作为高新技术

和文化紧密结合的产业园区，两园要通过发展高端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对接现

代文化的辐射区。”

10 日　北京（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查员实践基地在北京京仪

大酒店揭牌。

11 日　全球第三大生物制药企业——美国健赞公司北京研发及实验基地在

昌平园开工建设。

17 日—18 日　数字动漫游戏创意产业交易会在石景山园举行。

18日　市政协、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第六次议政会。市各民主党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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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就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情况进行座谈。

24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法国巴黎大区系统竞争力集群在京签署交流合作备

忘录。

25 日　由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方集团、京东方集团等 12 家

单位合作共建的“北京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在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园成立。

26 日　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召开的北京市博士后表彰会议上，为海

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科技园以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丽泽金

融商务区试点建设的 6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授牌。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等主办的“2010

年全国图书馆企业信息服务年暨第六届国家图书馆企业信息服务年会”举行。

12 月

2 日　北京市 13 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75 次主任会议，研究《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修改稿）》修改情况等事项。

是日　云计算创新联盟、诊断试剂创新联盟、高技术服务业（钢铁行业）

创新联盟等三大行业知识产权创新联盟在亦庄园成立。

3 日　中国银行中关村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启动仪式在北京国际饭

店举行。

是日　中关村科学城第二批启动建设项目签约揭牌大会在首都大酒店举行。

市政府分别与中科院、国家测绘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 11 家科研院所、

企业签署 15 个建设协议，预计投资总额超过 200 亿元。

是日　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中

关村管委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主办的“2010 中关村标准创新论坛”在中

国职工之家召开。论坛以“标准创新与中关村发展”为主题。

6 日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听取中关村管委会关于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建设规划编制的汇报。

7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第六次会议。市长郭金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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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并讲话。

8 日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航空遥感系统遥感综合楼工程在海淀区西

北旺奠基。

10 日　中关村发展集团举办的物联网产业链“集群投资”签约仪式在北京

京仪大酒店举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在北京创业中心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

激励试点工作动员部署大会。

15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条例》立法工作。市委书记刘淇主持会议。

16 日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中关村管委会、

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在北京会议中心联合召开“2010 年政府采购中关村自

主创新产品总结表彰暨第五次签约大会”。此次签约大会签订 166 个项目，采购

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 7.8 亿元，涉及电子信息、环境保护、新能源与节能、生物

医药等多个领域。

是日　北京市 13 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77 次主任会议，研究市人大法制委

员会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及

条例表决稿。

是日　“信用中关村”系列活动暨中关村企业信用培育“双百工程”启动，《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信用星级管理办法》同时发布。

18 日　第七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

箭发射升空。这次发射的卫星和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

是日　北京协力筑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 36 氪上线。它以线上媒体和线下

活动方式为企业提供服务。

20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1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示

范区有 58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8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11 项，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9 项。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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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调研。他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着力完善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企业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激发创新创造的

活力和动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是日　位于海淀区北清路沿线的永丰、稻香湖两大高科技产业功能区建设

正式启动，包括地标性建筑群“中关村壹号”在内的 6个重点项目同时开工。

23 日　北京市 13 届人大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条例》。《条例》包括总则，创新创业主体，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知

识产权，人才资源，科技金融，土地利用，政府服务和管理，核心区建设，法

律责任，附则等 10章 68 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联合印发《关于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人才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若干意见》。

28 日—30 日　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自主研制的车载钠层测风测

温激光雷达进行了观测，成功获得中间层顶区域80～105km高度大气三维风场、

温度及钠原子数密度等参数。这标志着世界首台车载钠层测风测温激光雷达研

制成功。

29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北京市政府采购自主创

新产品评审实施细则》，明确了不同的采购方式和评分方法在政府采购自主创新

产品评审时的适用情况。

30 日　北京地铁亦庄线顺利开通试运行，标志着北京交通大学自主知识产

权“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BTC 系统）”示范工程取得成功。

31 日　中关村航天科技创新园、中关村航空科技园奠基仪式分别在中航工

业集团青云仪器厂、航天科技集团北京卫星制造厂举行。

是日　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即“首都创新资源平台”）、中

关村国际标准大厦揭牌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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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5720 家，其中年收

入超过亿元的企业 1413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244 家，超过百亿元的企业

22 家；年末从业人员 1157992 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 307370 人；工业总产值

4988.0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15940.2 亿元，进出口总额 529.3 亿美元，其中出

口 227.4 亿美元 ；实缴税费总额 767.2 亿元，利润总额 1298.9 亿元 ；企业专利

申请数 14806 项，其中发明专利数 9128 项，专利授权数 8834 项。

2011年

1 月

4 日　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19 个国务

院部委有关司局部门负责人及市相关单位派驻中心人员参加。

6 日　中关村国家院所通州产业园开工建设。

10 日　财政部、科技部印发《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和分红

激励实施办法》的补充通知。

12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第七次会议，市长郭金龙

出席并讲话。

13 日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成功全球首台 108 英寸的 LED电视。

14 日　中关村管委会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宣传贯彻落

实会议。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发布 2010 年中关村十大新闻：（1）“1+6”组合拳给

力中关村先行先试；（2）人才潮涌中关村——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全面推进；（3）

中关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4）南北两个聚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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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区和中关村科学城建设全面启动；（5）中关村发展集团成立，政府资本驱动

科技创新；（6）龙芯联手曙光打破国外垄断，院市合作硕果累累；（7）“一企一策”

助推中关村“十百千”企业做强做大；（8）2010 年中关村新增上市企业 39 家；

（9）网秦入选世界经济论坛 2011 年度“科技先锋”；（10）《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条例》发布。

25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市科协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6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

2020 年）的批复》，原则同意该《纲要》，并指出，中关村示范区要按照“需求

拉动、机制创新、重点突破、开放合作”的建设原则，大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推动激励自主创新政策的先行先试，搭建首都创新资源整合平台。

是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通知》明确，中关村科技园实行“双重领导、以区（县）为主”的领导体制，

以及各级管理机构的职责等。

是日　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成立。

28 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中关村，创新叫响地球村》。

29 日　2011 年政府采购首次签约暨首台（套）装备示范项目保险机制启动

大会召开。大会共签订示范项目 6项，采购金额 12 亿元。

2 月

12 日　科技部认定中关村软件园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15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 2009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

示范区 162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1 项、二等奖 37 项、三等奖 104 项。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市司法局共同举办“围绕中心服务重点，法律服务

助推中关村发展”活动启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法律服务团同时成立。

22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20 年）》。

是日　财政部印发《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中央级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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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科技成果处置权改革试点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央级事业单位对其拥有

的科技成果进行产权转让或注销产权的行为，包括无偿划转、对外捐赠、出售、

转让等拥有处置权。

是日　财政部印发《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科研项目经费

管理改革试点的意见》。到 2015 年，北京市所有科技计划项目均纳入科研项目

经费管理改革试点。

25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和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

召开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关村“1+6”政策和规划纲要动员大会。会议宣布，

国务院同意中关村开展“1+6”系列新政策试点，支持建立统一监管下的全国场

外交易市场。

28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第八次会议，市长郭金龙

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月

1 日　由北京天地互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主导的《泛在绿色社区控制

网络协议》（IEEE 1888 标准）对外正式公布。这是世界物联网领域首个中国人

主导制定的“IEEE”国际标准。

2 日　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示范区内

注册满半年不足一年的企业，且符合该《通知》中各项规定的，可申请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

4 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 15 个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印发《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提出，从 2011 年至 2015 年，面

向以海外高层次人才为代表的国家发展所特需的各类人才，建设“人才智力高

度密集、体制机制真正创新、科技创新高度活跃、新兴产业高速发展”的中国

特色人才特区。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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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建设中关村科学城的若干意见》。

28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第九次会议，市长郭金龙

出席会议并讲话。

30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的批复》的实施意见和中

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刘淇主持会议。

是日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单位共同举办“信

贷政策执行效果通报会暨‘科技金融创新年’活动启动仪式”。

4 月

7 日　苏菂等 11 位天使投资人在海淀西大街联合投资设立了车库咖啡，用

咖啡厅的形式为早期项目创业者提供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全开放式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为创业者提供战略制定、技术研发、产品测试、人才招聘等服务，

促进创业团队快速成长。车库咖啡是全球第一家以创业为主题的咖啡厅。

13 日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交通委、中关村管委会、市

公安交管局共同组织的“中关村企业参与首都智能交通建设工作会”召开。

14日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2011年度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

1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到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暨博

奥生物有限公司调研。他希望博奥公司要积极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最新科技成

果，进一步扩大与国际知名企业的合作，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开拓国际市场，

着力打造国际品牌，为国家争得更多更大的荣誉。

25 日　市知识产权局、市工商局、市新闻出版局、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主办“中

关村知识产权推进大会暨中关村知识产权行动宣言签署仪式”。

26 日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联合

主办的“创业中关村”系列活动在清华科技园启动。

27 日　市质监局、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主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标

准创新试点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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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15个部委和北京市组成的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在京成立。

29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5 月

4 日　财政部印发《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中央级事业单位

科技成果收益权管理改革试点的意见》。《意见》明确，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

果收益将分段按比例留归单位，以纳入单位预算统筹用于科研及相关技术转移

工作，其余部分上缴中央国库。

是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加快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行动计划

（2011—2015 年）》。《行动计划》提出了支持人才特区建设的 10 项政策，初步

形成围绕人才的“选、引、留、用、评”等环节全方位的创新服务体系。

6 日　“中关村云服务平台授牌大会”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大会为北京世

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的“公有云基础设施平台”等九大云服务平台授牌。

7 日　以“运动激发活力、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第二届运动会在丰台体育中心举行。

9 日　市人力社保局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端领军人才专业技

术资格评价工作试行办法》。《试行办法》规定，在试点区域内的企业从事工程

技术工作，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不需参加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直接申报北京市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专业技术资格：曾取得国家级人才表彰

奖励；曾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项；曾担任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负责人；在自主创

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

10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的批复〉的实施意见》。

13 日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牵头，市人力社保局、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中

关村管委会等单位共同启动《2011 年北京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专项计划》。

18 日　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科博会组委会联合主办以“科技引领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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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创新驱动中国”为主题的“中关村创新论坛”。

是日　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用电机”在第

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展出。

22 日　中关村驻德国联络处在德国慕尼黑揭牌。

28 日　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挂牌。

29 日　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召开“2011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

心区建设大会”。

31 日　新锐英诚（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爱迪科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威力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七维航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天一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集体挂牌。

6 月

3 日　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中关村软件园）与国家级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区（北京联合大学）校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7 日　中国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北京北航先进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13 家单位被科技部确定为第三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8 日　2011 年政府采购第二次签约大会、北京市首批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

实验室授牌大会、共建技术转移中心合作签约大会举行，共签约项目 61 项，金

额 16.4 亿元，并为 16 家市工程研究中心和 13 家市工程实验室授牌。

15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等事项。市

委书记刘淇主持会议。

16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签署“开发

性金融合作备忘录”。

17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第十次会议，市长郭金龙

出席并讲话。

21 日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记办

法等事项。市长郭金龙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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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科技部印发《关于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的意见》。

22 日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批复中

关村现代服务业试点方案的通知》。《通知》明确，同意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进行发展现代服务业工作试点，探索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新模式。 

24 日　市长郭金龙签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记办法》。《登

记办法》明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立的示范区工商分局，负责示范区内企业

登记工作。

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到北京数字电视产业园进行调研。贾庆

林强调，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从一个行业一个行业抓起，努力使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产品都达到先进水平。

是日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第 8.5 代 TFT-LCD 生产线在亦

庄园正式投产。

7 月

2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河北省廊坊市政府在廊坊市签署区域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6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中关村

“1+6”先行先试政策进展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刘淇主持会议。

8 日　中关村科技金融创新联盟成立。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授予创新工场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

孵化器”。

12 日　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和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在京召开

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工作大会。

13 日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科技部和市政府联合签署《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协议》，标志着中关村示范区现代

服务业综合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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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发展建设规划等事项。市长郭金龙主持会议。

29 日　国资委在京召开“中央企业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启动会”。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所属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所属有研稀

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激励方案经国资委批复同意，率先实施分红权激励。

是月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在海淀区落成。

8 月

6 日　许单单、马德龙和鲍春华 3 人在中关村西区开设 3W 咖啡，以创业

社区的孵化模式，为互联网初创企业提供交流沟通、寻找投资的场所。

16 日　中关村空间信息产业联盟成立。

是日　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小米公司）推出由该公司研发的

国内首款双核 1.5G 手机——小米手机。

17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听取市财政局关于落实中关村

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工作机制等有关问题的汇报。

22 日　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

展建设规划》。

25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建设工作。

26 日　“中关村创新平台专项工作签约及揭牌仪式”举行。

31 日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未来科技城建设

等事项。

9 月

5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围绕“加快推进科技与文化融合，率先形

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主题到中关村示范区调研。李长春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尽快突破一批填补国内空白的核心技术，同时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努力做

到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储备一代，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早日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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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界一流企业行列。

8 日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院士专家服务中心暨驻区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

授牌仪式”举行，北京市首家院士专家服务中心成立。

9 日　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北京市市属事

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试点的意见》。《意见》明确北京市属事业单

位科技成果处置权限 ：以出售、转让方式，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

800 万元以下的，由所在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自主进行处置；一次性处置单位价

值或批量价值在 800 万元以上（含）的，由所在单位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

市财政局审批。

11 日　由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神威蓝光计算机通过验

收，成为国内首个全部采用国产中央处理器（CPU）和系统软件构建的千万亿

次计算机系统。

14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内蒙古科技厅在京签署《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与中

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6 日　“中关村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第一次部市会商会议”召开。会议原则

通过《中关村现代服务业试点扶持资金管理办法》，中关村现代服务业统计范围、

统计方案及首批中关村现代服务业试点项目。

19 日—23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第 12 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国

际研讨班在丰台园举行，来自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埃及等 16 个国家的 23 名

学员参加。

20 日　中关村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产业

布局指导意见》。

26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第 11 次

会议，研究《中关村科学城发展规划（2011—2015）》等事项。

29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纳斯达克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9 日—30 日　由科技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

家知识产权局、市政府举办的“2011 年中关村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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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文在

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义翘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促进

中心等 5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被科技部认定为第一批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示范

企业。

18 日　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等 11 个委办局

和海淀区政府联合编制的《中关村科学城发展规划（2011—2015）》发布。

是日　北京·亦庄生物医药产业园建成开园。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举办以“中关村——合作与创

新的新机遇”为主题的京港企业家圆桌会议。

28 日　中关村版权争议调解中心成立。

是月　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推出新一代高清制作网络

系统D3Net3.0。

11 月

2 日　中关村示范区单位的 31 项专利获第 13 届中国专利奖，其中专利金

奖 3项、优秀奖 28 项。

3 日　中关村管委会公布第二批 183 家“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名单。

4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发

布公告，公布 83 家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集团）技术中心名单和 17 家撤销的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名单。中关村示范区的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北京伟嘉人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恒有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撤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9 日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中关村示范区筹建“全国软件与信息产业知名品牌

示范区”。

是日　主题为“走向复兴，再创辉煌”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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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批复建设 20周年工作汇报会举行。

10 日　2011 年第四次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签约大会举行。大会共

采购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 110 项，采购金额 14.8 亿元。

20 日　中关村科学城国际航空航天创新园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奠基。

21 日　北京博奥生物有限公司研发出全球首张用于临床的致聋基因检测

芯片。

28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 2010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

示范区的 162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3 项，二等奖 40项。

30 日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财政局和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主办的“中

关村开放实验室百家授牌大会暨五周年成果展”在北京创业大厦举行。大会为北

京机电研究所精密成形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 25家第六批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授牌。

12 月

2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京主办“‘百家新起点’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进入代

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仪式”。北京航天宏达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赛德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津硅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理想固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九尊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诚信和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等 6家企业挂牌进入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是日　第十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并进入预定转

移轨道，这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组网的第五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至此，

中国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已基本完成系统建设，可为中国及周边部分地区提

供连续无源定位、导航、授时等服务。

8 日　中国工程院举行 2011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新闻通报会。中关

村示范区有 15 人入选，占北京市入选总数的 65%。

9 日　中国科学院发布 2011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和外籍院士选举结果的

公告。中关村示范区有 22 人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等召开“2011 年度支持中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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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村企业承接重大工程工作会”。会议宣布支持 72 家企业承接重大工程 195 项，

合同金额达 95 亿元；担保机构为企业承接重大工程提供担保服务金额超过 20

亿元。

14 日　曙光公司成功研制出基于国产龙芯处理器的全自主知识产权服务

器——曙光龙腾服务器。

15 日　中关村管委会宣布实施“金种子工程”，扶持促进创新型科技初创企

业的“金种子工程”正式启动。21 位中关村示范区“金种子工程”首批创业导

师名单和 20家首批“金种子企业”名单同时公布。

16 日　由市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十二周年暨金融创新产品推介会”在海淀园举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官方微博——“创新创业中关村”（http ：//weibo.

com/zhongguancun）正式开通。

23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为中关村雍和航星留学人员创业园、中关村博雅留学

人员创业园、中关村昌平园留学人员创业园、中关村 798 创意产业留学人员创

业园等 4家新建的留创园授牌。

26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第 12 次会议，研究政府采

购、科技金融、知识产权及现代服务业试点等工作。市长郭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是日　中关村发展集团联合深创投等 7 家社会投资机构组成的“资本群”，

对云计算“产业群”投资逾 2亿元，首创“群对群”投资模式。

30 日　北京北达燕园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北京瀚海博智科技孵化器有限

公司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31 日　由北京凯悦宁科技有限公司吴洪流等研制的多靶向抗肺癌新药“恩

妥宾”获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

2011 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5026 家，其中年收

入超过亿元的企业1648家，超过10亿元的企业282家，超过百亿元的企业31家；

年末从业人员 1384821 人，其中研发人员 359475 人；工业总产值 583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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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贸总收入 19646 亿元，进出口总额 604.1 亿美元，其中出口 237.3 亿美元；

实缴税费总额 925.8 亿元，利润总额 1533.9 亿元；企业专利申请数 21866 项，

其中发明专利数 12802 项，专利授权数 12587 项。

2012年

1 月

4 日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听取市科协关于参

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情况的汇报。

是日　“2011 年度中关村十大系列评选”揭晓。公布了 2011 年中关村“十

大年度人物”“十大海归新星”“十大卓越品牌”“十大新锐品牌”“十大创投案

例”“十大并购案例”“十大创新成果”“十大创新标准”“新锐企业百强”“十大

年度新闻”等 10个榜单。

7 日　中关村管委会、常州市政府在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年内，中关

村管委会还与长春高新区管委会、合芜蚌综合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吉林省

梅河口市政府、河北省承德市政府、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政府和常德市政府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12 日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大学联合研制的重组戊型肝

炎疫苗正式获准上市，成为世界上首个用于预防戊型肝炎的疫苗。

18 日　由大唐电信集团提出的 TD-LTE-Advanced 被国际电信联盟确定

为 4G国际标准。

27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11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示

范区有 58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6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5 项，国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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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7 项。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谢家麟院士、清华大学建筑

与城市研究所的吴良镛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月

3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中关村示范区领导小组第 13 次会议，听取中关

村管委会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中关村示范区“1+6”先行先试政策工作情

况报告》的汇报。

8 日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分行开业。

13 日　海淀园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1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到中关村示范区调研。贾庆林指出，要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人才和资金要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政策

措施要更加有助于发展实体经济，收入分配要更多向劳动倾斜；要大力发展高

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努力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要加大对中

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推动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健康发展；要瞄准世界科技

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努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

创新成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力度；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的关系，推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17 日　科技部部长万钢主持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

组第二次会议”，听取北京市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中关村“1+6”先行先试

政策有关情况的汇报。

是日　2012 年第一次政府采购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签约大会举行。会上，

共有 6个示范项目签约，采购金额 4.7 亿元。

是日　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

政部、国家旅游局确定为首批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

25 日　中关村驻悉尼联络处挂牌成立。

是月　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桌面级 3D打印机上市。



305

1988—1999          1999—2009          2009—2017

3 月

6 日　新华社发表《“1+6”政策助力中关村追赶硅谷》，报道中关村“1+6”

系列先行先试政策对加快中关村发展的作用。

7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 2011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

示范区单位的 129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0 项，二等奖 39 项。由北京水晶

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卢正刚、宋小乔、庄岩等完成的“大规模数字影像技

术开发及大型会展应用”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重大科技创新奖。

11 日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顺义园揭牌。

14 日　中关村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金融局联合举

办“‘2012 创业中关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20 日　市政法单位和中关村管委会举行司法保障助推中关村示范区发展签

字仪式。

24 日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在常州市开园。

4 月

5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主办“中关村创业讲坛‘金种子工程’专场活动”。

9 日　在第六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颁奖会上，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秦

升益发明的“石油开采透油阻水选择性支撑剂”获得特等奖。

12 日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与中关村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工商

银行意向授予中关村示范区高科技企业 500 亿元授信额度。

13 日　中关村示范区 2012 年度一区十园工作会召开。

24 日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通过其官方网站向全球正式发布

闪联《音视频应用框架》《基础应用》《服务类型》和《设备类型》等 4 项标准，

加上 2010 年发布的《基础协议》《文件交互应用框架》和《设备验证》等 3 项

国际标准，都是涉及 3C 协同的技术标准，7 个标准一起构成信息设备智能互联

与资源共享协议（简称“闪联 IGRS”）标准体系。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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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　由市知识产权局、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主办的“创新驱动智慧发展——

深入推进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建设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是月  北京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非接触感应供电式

AGV” 亮相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5 月

3 日　“中关村高端人才创业基地”在北京科技大学揭牌。

14 日　市长郭金龙主持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第 14 次

会议。会议研究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

市政府外联办关于中关村示范区军民融合等。

15 日　市科委授予中关村软件园“4G工程创新应用产业基地”称号，授予

石景山园“4G工程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称号。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苗圃计划新闻发布会暨授牌仪式”在清华同

方公司举行。该计划将整合一批写字楼动态信息资源，为快速成长的创业企业

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物理创业空间和专业化服务。大会向北京同方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等 8 家楼盘单位授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苗圃计划合作单位”

标牌。

18 日　中关村示范区被科技部、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

署认定为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是日　2012 年第二次政府采购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签约大会举行，6 个示

范项目签约，涉及采购金额 6.2 亿元。

20 日　以“放飞梦想　超越自我　双轮驱动　示范引领”为主题的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三届运动会在丰台体育中心举行。

23 日　中关村创新论坛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国际论坛在京举行。

是日　在“第 15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中关村示范区以“创

新引领未来，创意改变世界”为主题，举办中关村示范区自主创新成果展。

29 日　市知识产权局举办 2012 年中关村审查员实践基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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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拉卡拉支付有限公司推出拉卡拉手机刷卡器。

30 日　中关村创新平台召开“中关村科学城特色产业园建设合作项目签约

大会”。

是月　由北京市天元网络技术公司提出的 X.782《基于 Web-Service 的

被管对象与管理接口的定义指南》、Q.818《基于 Web-Service 的管理服务》、

M.1402（revision）《服务管理的数据规范化（修改版）》被国际电信联盟批准

为国际标准。

6 月

5 日　在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见证下，中关村管委会和斯科

尔科沃基金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与俄罗斯联

邦非营利组织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发展基金会合作框架协议》。

6 日　中关村丰台科技园区建园 20周年大会召开。

7 日　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道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被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等 23 个部门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单位。

8 日　青海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暨海东科技园奠基仪式在青海省海东工

业园举行。

13 日　中关村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在海淀园成立。

20 日　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开业一周年庆典暨中小微企业网络贷款启动仪

式举行。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北京瀚海智力投资管理集团共建的中关村瀚海硅

谷科技园在美国旧金山市开园。

21 日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 2012 年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

26 日　“信用中关村”系列活动暨 2012 中关村信用双百企业表彰大会举行。

是月 由北京市兴大科学系统公司，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中

山大学肿瘤医院等单位经过 20 年的合作研制的国家一类新药双环铂原料药和双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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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铂注射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新药证书。这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抗肿瘤 1类新药。

7 月

7 日　微软在京宣布，中国的首个创业加速器——“云加速器”正式启动。

18 日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财政局和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主办的

“2012 年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授牌暨产学研合作交流工作会”召开。会议为北京

软件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的“软件测试与渲染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工业大

学的“多媒体与智能软件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 25 家第七批中关村开放实

验室授牌。

25 日　市人大常委会第 34 次会议召开，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是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主研制的“天链一号 03 星”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并顺利进入太空预定轨道。该卫星将与 2008 年发射的“天链

一号 01 星”和 2011 年发射的“天链一号 02 星”实现全球组网运行，建成中

国第一代中继卫星系统。

8 月

3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

9家部委和市政府印发《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

中心的意见》。

16 日　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北京中关村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点燃云产业之火　领航云计算未来——北京中

关村云计算产业基地启动仪式”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

是日　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成立。

24 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共建蓝鲸军民融合创新园签

约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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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　中关村管委会、《人民日报》联合举办“人民日报金台行——中关村

高新技术人才人民日报社之行”活动。

9 月

3 日　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举办“北京市第五

期中关村企业家党校培训班”。

是日　百度公司在京举办“2012 百度世界大会”。

9 日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在京推出出租车 App，从打车初始阶段到下

车线上支付车费。12 月 2 日，又开通了预约功能，可以即时预约第二天乃至第

三天的出租车。

13 日　“中以国际技术创新合作转移中心揭幕仪式”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

13 日—14 日　由科技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

知识产权局、市政府主办的“2012 年中关村论坛年会”举行。

17 日—24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第 12 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国

际研讨班在丰台园举行。来自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 10 个国家的 12

名学员参加。

19 日　中关村管委会、承德市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京举行。

20 日　市政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签署《关于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推动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24 日　“诺和诺德中国新研发中心揭幕仪式”在中关村生命园举行。

10 月

11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3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调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

布局的批复》。调整后，中关村示范区空间规模由 232.52 平方公里扩展为 488

平方公里，由原来的 10个园区扩大为 16 个。

14 日　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的“实践九号A星”“实践九号B星”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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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并进入预定轨道。

16 日　由市工商局、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中关村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

区商标推进大会”举行，中关村商标服务中心同时成立。

19 日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57 家中关村企业被认定为“2012 年国家火炬

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是日　以中关村企业家创新与奋斗精神为主题的现代京剧《云之上》在长

安大戏院首演。

23 日　由市政府、北京服装学院共建服饰时尚设计产业创新园在北京服装

学院开园。

25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主办的“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

中关村北斗和空间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揭牌暨项目入驻签约仪式”举行。

是日　第 16 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转

移轨道。

29 日　海淀区创业服务中心被市人力社保部认定为首批全国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

是日　北京云电英纳超导限流器研制的 220 千伏超导限流器正式并入天津

石各庄变电站主输电网，并网后各项性能指标正常，状态良好。这是北京云电

英纳继 2009 年成功实现 35 千伏超导限流器挂网运行之后，再次刷新了超导限

流器挂网运行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的世界纪录。

30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

立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中关村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服

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之一。

是日　由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市投促局主办的“北

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G20 工程）一期工程总结会表彰会”举行。

是日　市旅游委、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举办“北京智慧旅

游三方合作‘五个一’活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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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香港科技园在香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关村上市公

司路演推介会同时举行。

9 日　金融时报社、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与北京银行联合举

办“北京银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增千户’行动计划发布会”。

13 日　中关村驻芬兰联络处在赫尔辛基挂牌。

15 日　中关村驻比利时联络处在布鲁塞尔挂牌。

是日　曙光公司研制成功国内首款高密度微服务器曙光TC4600M。

是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 14 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中关村示范区共

有 41 项专利获奖，其中 5项获中国专利金奖，36 项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19 日　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的中国首颗民用合成孔径雷达

（SAR）卫星“环境一号C 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并送入预定轨道。

26 日　中关村国防科技园开工仪式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

30 日　2012 年第三次政府采购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签约大会举行。现场 9

个示范项目签约，采购金额 12.6 亿元。

是日　“国家蛋白质科学基础设施北京基地（凤凰工程）奠基典礼”在中关

村生命科学园举行。

12 月

4 日　代市长王安顺主持召开中关村示范区领导小组第 15 次会议。会议审

议了中关村管委会关于示范区领导小组工作情况和中关村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评估情况的汇报等。

6 日　中关村管委会发布 896 家瞪羚重点培育企业名单。

10 日　由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主办的“中关村知识产权金融创新推进大

会”在海淀区举行。会上公布了首批 24家专利保险试点企业名单。

12 日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北京市贯彻落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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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国务院关于同意调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的批复》

精神、优化中关村产业空间布局等事项。

13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中关村示范区调研，并与部分企业负责人座谈。

温家宝强调，中关村今后的发展要继续依靠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这两大动力，

要坚持改革，不断破除旧观念，破除造成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体制障碍，要给企

业和科技人员创造发展的条件，包括公平的市场环境、有力的政策支持、鼓励

创新的社会氛围，要尊重发明家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相信中关村会有更加

美好的未来。

是日　2012 云世界中关村大数据日暨大数据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中关村软件

园召开。

21 日　中关村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引领

工程（2013—2015 年）》。

25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同意调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的批复〉的实施意见》。

是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北京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同意调

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的批复》工作大会”。

26 日　牡丹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7 日　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正式提供区域服务，范围覆盖包括我国及周边地区在内的亚太大部分地区。

29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 2012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

示范区的 135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18 项、二等奖 41 项。

是年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高效节能增强型中空纤维膜

生物反应器组器。

2012 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4929 家，其中年收

入超过亿元的企业1897家，超过10亿元的企业342家，超过百亿元的企业45家；

年末从业人员 1585950 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 402330 人；工业总产值 6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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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技工贸总收入25025亿元，进出口总额752亿美元，其中出口261.7亿美元；

实缴税费总额 1445.8 亿元，利润总额 1788.6 亿元；企业专利申请数 28159 项，

其中发明专利数 17388 项，专利授权数 15407 项。

2013年

1 月

6 日　中关村软件园被市质监局和中关村管委会批准为首个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标准创新试点园区。

8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示

范区有 77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4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22 项，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41 项。

是日　北京道从交通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进入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集体挂牌仪式举行。

10 日　共青团中关村科技园区工作委员会暨中关村青年联合会成立。

12 日　主题为“凝聚创新力量、激发创新活力、履行创新使命”的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文化展演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

13 日　中关村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支持企业

国际化发展行动计划（2013—2015 年）》。

16 日　2012 年度中关村十大系列评选榜单发布。

18 日　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16家中关

村示范区企业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

24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江西省瑞金市政府在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年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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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关村管委会还与吉林省通化市政府，山西省太原市政府、朔州市政府，

河南省南阳市政府、焦作市政府，四川省德阳市政府、广安市政府、乐山市政府、

南充市政府，湖北省黄冈市政府和十堰市政府，山东省临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烟台市政府、德州市政府，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府，海南省三沙市政府，广东省

江门市政府，江苏省扬州市政府、淮安市政府、连云港市政府，浙江省衢州市

政府，贵州省贵阳市政府，云南省大理州政府，天津市宝坻区政府，宁夏回族

自治区中卫市政府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9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房山区政府签署共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房

山园战略合作协议。

是日　北京未来科技城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31 日　亦庄园的数字电视产业园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

2 月

2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揭牌仪式在房山园

举行。

8 日　中关村示范区内单位制定的 19 项标准获 2013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

奖，其中一等奖 2项、二等奖 8项、三等奖 9项。

19 日　中关村管委会公布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批产业技术联盟

备案名单，中关村国家污水资源化产业联盟等 22 家联盟入选。

25 日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为“2011—2012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26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中关村　东湖　张江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有关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试点政

策的通知》《关于中关村　东湖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

合试验区有关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试点政策的通知》《关于中关村　东湖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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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有关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

试点政策的通知》，将 3 项税收试点政策的执行期限延长 3 年，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同时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推广至全国，另 2 项政策推广至东湖、

张江、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

是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陈刚为中关村示范区平谷园、顺义园授牌。

2 月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中关村示范区成为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园区”之一。

3 月

7 日　副市长苟仲文为中关村示范区怀柔园授牌。

是日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 55 英寸裸眼 3D显示屏。

15 日　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联盟在京成立。

25 日　市长王安顺主持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第 16 次

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3 年工作要点、促进中关

村示范区创新发展的市级层面先行先试政策研究工作方案、北京市建设中关村

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重点任务分解实施方案（2013—2015）、建设中关村军

民融合科技创新示范基地行动计划（2013—2015 年）、2013 年中关村军民融合

科技创新工作要点等。

2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到中关村示范区调研。张高丽指出，中

关村示范区对首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全国提供很好的

示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央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做出的重大决策，

是促进结构优化、节能环保、生态建设和国民健康的重要支撑。实施好这一战略，

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大力增强创新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

科技型企业发展，要认真研究公平竞争规则，完善鼓励企业创新的财税、金融

政策，激发各类企业和人才创新创造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9 日　“北京·什邡产业园中关村科技产业基地”在四川什邡揭牌。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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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副市长苟仲文为中关村示范区延庆园授牌。

是日　市财政局和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约设立“中关村现代服

务业中小微投资基金”。

11 日　主题为“创新、发展、自律、服务”的中关村社会组织大会在中关

村展示中心举行。

18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关村杰出企

业家海外培训班在北京大学开学。

22 日　北京义翘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成功 H7N9 疫苗关键蛋白——

血凝素蛋白和神经氨酸酶蛋白，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23 日　市知识产权局、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主办“2013 年中关村知识产权推

进大会”，会上发布《2013—2015 年中关村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26 日　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的“高分一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以“一箭多星”方式成功发射升空。

是日　以知识产权案件为主的法庭——中关村人民法庭成立。

5 月

13 日　副市长苟仲文为中关村示范区密云园、门头沟园授牌。

14 日　首届中关村—硅谷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北京、硅谷两地同时

举行。

15 日　市人力社保局决定将中关村示范区高端领军人才专业技术资格评价

试点工作扩大到中关村示范区“一区十六园”。

17 日　44 名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获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证书。

是日　“中关村示范区‘展翼计划’支持政策暨创新金融产品发布会”举行。

会上公布 2180 家入选“展翼计划”的企业名单。

19 日—6 月 7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委托国家行政学院承办的中关村重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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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全球化”战略专题研讨班在国家行政学院举行。30 余位中关村示范区重点

企业负责人参加。

20 日　中关村创新平台第九工作组——军民融合创新工作组成立。

22 日　由环球华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国内首款 100 英寸激光电

视上市。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和唐山市政府在石家庄市签署共建曹妃甸中关村高新

技术产业基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24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孵化器发展规划（2013—2015

年）》发布。

25 日　主题为“运动激发活力、创新引领发展”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第四届体育运动展示活动在丰台体育中心举行。

31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大科技成果——清华脑起搏器推广应

用启动会举行。

是月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 30 英寸全高清有源驱动有机

发光显示屏（FHD AMOLED）。

6 月

3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 2013 年度第一次全体

会议召开。

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到雍和园调研。

11 日—26 日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负责总研制生产的“神舟十号”载

人飞船搭载着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 3 位航天员成功发射，并顺利返回着陆。

在轨飞行期间，“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进行自动和手控交

会对接，并首次开展中国航天员太空授课活动。

17 日　由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完成的中央电视台新址

播出系统项目全面启用。

24 日　经科技部批准，北京中关村移动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成为第一批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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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单位，集群建设单位是海淀园管委会。

26 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银行、

金融时报社共同主办的北京银行组合产品助力中关村企业成长暨创业卡发布仪

式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

27 日　京东网上商城作为电子发票项目应用试点单位成功开具出国内首张

电子发票，金额是 41.4 元。

7 月

3 日　中关村管委会、市质监局联合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准

化行动计划（2013—2015）》。

6 日　北京新浪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百付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华汇

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永超科技有限公司 4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获中国人民银

行发放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许可牌照。

12 日　市政府印发《建设中关村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示范基地行动计划

（2013—2015 年）》。

14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嫦娥二号”卫星，在轨飞行

1016 天，与地球间距离突破 5000 万公里，成为中国首个人造太阳系小行星。

15 日　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公共平台暨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京）有

限公司在海淀区成立。

29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3 年一区十六园工作会在中关村示

范区展示中心召开。

30 日　中关村知识产权服务业联盟成立。

是月　国家作物分子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邓兴旺等研发成功

全球最高精度玉米全基因组育种芯片。

8 月

14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授牌仪式在大兴区



319

1988—1999          1999—2009          2009—2017

举行。

19 日　中关村—台湾绿色科技文化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30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中关村示范区为首批国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

验区，所选产业领域为移动互联网。

9 月

2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的遥感卫星 17

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

3 日　市编办批复延庆县编办《关于成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延庆园管理委员会

的请示》，同意县经济信息化委加挂中关村示范区延庆园管理委员会牌子。

6 日　北京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成立十周年暨 2013 中关村信用双百企业

发布会举行。

7 日—18 日　第 13 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国际研讨班举行，来自 16

个国家的 26 名学员参加。

12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德意志交易所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2 日—13 日　主题为“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的“2013 中关村论坛年会”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13 日　由科技部、市政府共建的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揭牌仪式在海淀园

举行。

26 日　财政部发布《关于扩大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管

理改革试点范围和延长试点期限的通知》，明确政策实施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实施范围扩大至东湖、张江、合芜蚌。

29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中关村示范区技术转让企业

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关于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

的通知》《关于中关村示范区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试

点政策的通知》。同日，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在中关

村示范区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范围试点的通知》。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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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4项政策统称为“新四项改革试点”。

3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

中心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

大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

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党中央综合

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国家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为此，他提出 5 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二是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三是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四是着力营造

良好政策环境；五是着力扩大科技开放合作。习近平指出，面向未来，中关村

要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度，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

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是日　北京电影学院大学科技园、北京服装学院大学科技园、北京物资学

院大学科技园被认定为北京市大学科技园。

是月　安诺优达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研制成功无创肿瘤基因检测。

10 月

8 日　中关村管委会组织召开座谈会，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

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9 日　中关村科学城生物产业创新基地落成。

10 日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军转民技

术交易试点启动暨项目公开展示发布会在中国技术交易大厦举行。

13 日　首届中关村—硅谷创新创业大赛在美国加州硅谷落下帷幕。

14 日　国家标准委宣布批准筹建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中关村），并举行

了中关村“全国软件与信息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授牌仪式。

17 日　在巴西举行的第 30 届国际科技园区协会年会上，中关村示范区获

得 2015 年国际科技园区协会（IASP）年会举办权。

23 日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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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等 4 家中关

村示范区企业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认定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29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 15 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中关村示范区

有 4项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52 项专利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30 日　中关村节能减排标准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安全自主软硬件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膜生物反应器（MBR）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14 家

中关村联盟被科技部确定为国家级产业联盟。

11 月

5 日　中关村管委会公布第三批“金种子工程”企业名单，95 家企业入选。

7日　市长王安顺主持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

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关村示范区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8 日　中关村—滨海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成立。

17日　清华大学罗永章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热休克蛋白90α（Hsp90α）

为一个全新的肿瘤标志物，并与北京普罗吉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

Hsp90α 定量检测试剂盒已通过临床试验验证，获国家第三类医疗器械证书，

并通过欧盟认证。

18 日　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在亦庄园竣工投产。

19 日　“中关村国际生物试剂物流中心”核心项目——检验检疫监管库通过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验收。生物试剂进出口有了绿色通道。

23 日　南阳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在河南省南阳市揭牌。

24 日　浙江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在衢州开园。

25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的试验卫星五号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28 日　北京潘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 6

家中关村企业被文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为动漫企业；北京联盟影

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万豪天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家重点动漫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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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29 日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召开“中关村零信贷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拓展活动”启动会。

是月　 北京普罗吉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肿瘤标志物热休

克蛋白 90α （Hsp90α）获国家医疗器械证书。

12 月

1 日　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机研究所研制的“海鳐眼 - Ⅰ”型无人水

面艇在北京青龙湖试航成功。

2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承担总研制的“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15 日，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

勘察，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

3 日　由北京信威通信技术公司提出的基于信威 McWill@ 技术的空对地飞

机移动通信标准提出的《航空机上公众移动通信系统》被国际电信联盟确定为

全球空对地飞机移动通信国际标准。

4 日　由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建设的“第四代国际海事卫星北京关口站”

在海淀区交付运行。

10 日　中关村现代服务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京启动。

12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装备建设民参军技术成果推介展示会在京

举行。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教委、团市委举办的中关村创业名家高校宣讲

系列活动在北京大学启动。年内，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

拉卡拉支付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陶然、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严望佳等企业家先后走进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

京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

高校，为大学生做创业报告。

18 日　北京亦庄国际生物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新方舟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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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9 日　中国科学院公布 2013 年新增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示范区

有 28 人入选。

是日　中国工程院公布 2013 年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关村示范区有

25 人入选。

24 日　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和蓝鲸园管委会筹建办公室共同

召开海军北京市军民融合储能及磁传动领域高新技术产品展示对接会。

25 日　中关村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支持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

的若干措施》。本月，中关村示范区领导小组还印发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是日　国家质检总局印发《关于在北京中关村开展进境动植物生物材料检

验检疫改革试点有关意见的批复》，同意在中关村示范区开展分级授权审批等改

革试点。

是日　中关村示范区房山园授牌仪式在房山区举行。

27 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监局、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中

关村管委会共同主办的“信贷创新中关村”系列活动——“小企业　微金融　

大平台”瞪羚十年暨创新金融产品发布会在京举行。

是日　中关村发展集团联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诚信托公司共同出资

100 亿元成立中关村园区发展基金，主要用于中关村示范区“641”重点产业领

域和新扩区项目。

28 日　怀柔园的食品 ·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五

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30 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批复同意将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工场等 17 家孵化器

纳入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体系。

是年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氢气竖炉中试装置。

2013 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5455 家，其中年收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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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超过亿元的企业2362家，超过10亿元的企业427家，超过百亿元的企业56家；

年末从业人员 1898756 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 499870 人；工业总产值 7890.3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30497.4 亿元，进出口总额 889.8 亿美元，其中出口 336.3

亿美元；实缴税费总额 1506.6 亿元，利润总额 2264.8 亿元；企业专利申请数

37782 项，其中发明专利数 22506 项，专利授权数 20991 项。

2014年 

1 月

6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示

范区有 64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7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19 项，国

家科技进步奖 28 项。

是日　中关村示范区正式开展境外并购外汇管理试点。试点工作支持中关

村示范区“十百千工程”培育企业或上市企业等在开展境外并购时申请并购款

的预先支付。试点企业可在办理外汇登记后的 4 个月内补报境外投资主管部门

的核准文件。

7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证监局签署《关于促进资本市场支持服务中关村

发展的合作备忘录》。

8 日　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范围的通知》，对《国家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关村示范区试行）》内涉及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

域范围内容予以补充。

是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 2013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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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的 194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3 项，二等奖 58 项，三等奖 113 项。

9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

若干意见（试行）》（简称“京校十条”）。

10 日　中关村示范区延庆园管理委员会成立。

13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行动计划（2013—2015 年）》。

16 日　2013 年度中关村十大系列评选揭晓。

是日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蓝汛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世纪互联数据中心有限公司、新浪网

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5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的 9 个云服务通过工业和信息化

部第一批可信云服务认证。

23 日　中关村示范区 171 人入选第十批“千人计划”。

是日　中关村示范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成立。

2 月

7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全国首批试点的小

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

8 日　市政府印发《北京市进一步促进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

政策》。该《若干政策》明确提出，以上地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建成覆盖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的中关村软件城。未来 3 年内，北京市将在上地一带为中小软件企

业提供 200 万平方米的发展空间，并在租金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12 日　中关村管委会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大数据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的意见》。

18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年

内，中关村管委会还先后与江西省抚州市政府，江苏省无锡市政府和南京市政

府、青海省西宁市政府、福建省福州市政府、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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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　中关村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成立暨中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启动

仪式在京举行。

3 月

3 日　清华大学在校研究生王世栋等人创办的北京紫晶立方科技有限公司在

市工商局海淀分局领到了编号“000000001”的公司营业执照，成为中国首家“零

首付”企业。

12 日　东城园工委和东城园管理委员会成立。

14 日　中关村管委会宣布伟嘉人公司、神州泰岳公司、和利时公司利用北

京市“政府统筹资金”承担的 3 个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顺利完成，同意统

筹资金退出。这是北京市重大项目统筹资金在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后

首次成功退出。

20 日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家顾问

委员会委员座谈，共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

推进中关村改革发展。

31 日　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等 7 家联盟和北汽福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等 74 家企业被市质监局、中关村管委会确定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标准创新试点第三批试点单位。

4 月

8 日　北京保险产业园在石景山园揭牌。

11 日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静带领的科研团队研发出首台全自

动液态金属个人电子电路打印机。

16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 2014 年度第一次全

体会议在百度公司召开。

18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入开展新

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和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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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中关村示范区 36 项发明专利获第三届北京市发明专利奖，其中特

等奖 1项、一等奖 5项、二等奖 10项、三等奖 20项。

24 日　中关村管委会、市质监局、市知识产权局、海淀区政府联合印发《关

于支持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服务业在中关村示范区集聚创新发展的办法》。

25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市知识产权局共同召开的 2014 年

中关村知识产权论坛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

是日　国内首支专利运营基金——中关村睿创专利运营基金正式启动。该

基金开创了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专利运营基金的先河。

是日　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中关村管委会等单位在京宣布羲和系统室内

外高精度定位导航信号正式播发。

28 日　北京国际种业品种权交易创新基地在通州园启动。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保加利亚工业园区总公司在京签署《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与保加利亚工业园区总公司合作谅解备忘录》。

5 月

4 日　科技部科技人才中心、中关村管委会在京举办以“弘扬‘五四’精神，

营造青年科技创业人才良好发展环境”为主题的“五四”青年科技创业人才座

谈会。

11 日　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开园。

12 日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技术成功研发出北斗车联网、船联网系统，并投入商业运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北京保监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监局、

市金融局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办法》。

是日　市金融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监局、中关村管委会、

海淀区政府、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市工商联等 7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广商业承兑汇票融资模式的指导意见》，鼓励中关村

小微企业签发商业承兑汇票，逐步建立中关村示范区商业承兑汇票融资模式。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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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发《关于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心支局）的

批复》。

14 日—18 日　第 17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举行。中关村管委会

以“创新驱动　智领未来”为主题，组织 110 多家企业的 500 多项新技术、新

产品、新服务在中关村智慧展区展出。

是日　京微雅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京推出低功耗 FPGA芯片HR（黄

河）3。

27 日　“信贷创新中关村”系列活动——中关村小额贷款保证保险政策发布

暨银行保险合作签约仪式在中关村软件园召开。

28 日—6 月 1 日　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召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引领

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题参展。

6 月

5 日　清华大学宣布，成功解析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1 的晶体结构，初步

揭示了其工作机制及相关疾病的致病机理。该成果被评为 2014 年中国科技十大

进展新闻。

8 日—11 日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政府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

节能环保展览会在京举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为主题参展。

9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若干

意见（试行）》（简称“京科九条”）。

11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为中远现代物流信息技术实验室等 23 家第八批中关

村开放实验室授牌。

12日　全国首个创业服务集聚区——中关村创业大街开街。截至2015年底，

通过回租、回购与置换等手段，中关村创业大街整合空间超过 7200 平方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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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完成超过 3.1 万平方米空间整理；引入创业服务机构 40 家，累计入孵创业团

队 700 个，其中海外团队超过 100 个；合作投资机构超过 2500 家。

15 日—20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第 14 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国

际研讨班在丰台园举行。来自伊朗、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国的 25 名学员参加。

19 日　国内首个大数据交易平台——中关村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在京正式

启动运行。《中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规则》（征求意见稿）同时发布。 

是日　新一代超级计算机“元”在怀柔园投入运行。

26 日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印发《关于开展中关村进境动植物生物材料

检验检疫改革试点的通知》，决定在中关村示范区开展分级授权审批、缩短审批

时间、延长检疫许可证有效期并实现分批核销等进境动植物生物材料检验检疫

改革试点。

27 日—30 日　中共海淀区委、海淀区政府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核心

区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意见》等 6 项政策，形成海淀区创新创业

和产业发展的“1+4+1”政策体系。

是月　京微雅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成功首枚高性能万能芯片。

7 月

1 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从 8 月 4 日起，在部分地区开展外商投资企业

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试点，中关村示范区成为试点地区之一。

4 日　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 100MeV 高能质子回旋

加速器成功出束，填补了中国中能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高分辨同位素分离器

和超导重离子加速器的空白，被评为 2014 年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

6 日　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在海淀园正式挂牌。

7 日　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采育经济开发区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确定为国家低碳工业园。

10 日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孵化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北航天汇科技孵化器有

限公司等 9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被市人力社保局认定为首批北京市创业孵化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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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基地。

15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举办“情系北京城·创业中关村”主题活动。

17 日　百度公司葡语版搜索引擎在巴西正式上线提供服务。

23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总装备部国防知识产权局签署军民融合国防知识产

权转化运用试点工作备忘录。

28 日　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被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认定为市级

“枢纽型”社会组织。

31 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生刘忠军主导完成世界首例 3D 打印脊椎植入

手术治疗恶性肿瘤。患者于同年 8月 18 日康复出院。

是日　中关村示范区 56 名科技人员入选北京市第十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8 月

4 日　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基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的 55 纳米低功耗嵌入式闪存平台，推出中国第一颗 55 纳米智能芯片。

12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首钢总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

是日　中关村示范区顺义园管理委员会成立。

18 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百度公司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大数据

联合实验室。

是日　北京慧点科技有限公司等 19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入选工业和信息化

部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服务机构名单。

19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高分二号”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成功发射升空，标志着我国民用遥感卫星跨入亚米级时代。

30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有关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

9 月

3 日　北京林业大学科技园被科技部、教育部认定为国家大学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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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以“拥抱移动时代，打造人与服务连接的移动开放平台”为主题的

2014 年百度世界大会在京举行。

4 日　由团市委、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的 2014 年“联东U 谷杯”首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京启动。

5 日　中关村核心区军民融合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京召开，会上发布了《海

淀区推动科技产业军民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 年）》。

10 日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

13 日　闪联信息产业联盟完成的《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调服务第七部分：

远程访问系统架构》被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电工委员会确定为国际标准。

16 日　由清华大学研制的第二代国产脑起搏器——清华可充电脑起搏器获

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正式上市销售。

19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组长王安顺主持召开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第 18 次会议。

是日　中关村示范区核心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投入运行。

24 日　中关村协同创新服务平台投入运行。

25 日　由科技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市政府共同主

办的 2014 中关村论坛年会在京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协同·分享·共赢”。

是日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决定在中关村开展进境动植物生物材料检验

检疫改革试点。中关村地区的相关单位从即日起，将来自美国生物标准品保藏

中心（ATCC）、欧洲标准细胞收藏中心（ECACC）、德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DSMZ）和日本健康科学研究资源库（HSBBR）细胞库的细胞系确定为四级

风险产品，进口时只需随附境外提供者出具的安全声明原件和安全评估资料文

件，免于提供国外官方卫生证书。

26 日　第二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成立，由 29

人组成，任期 3 年。柳传志任主任，王小兰、邓锋、王文京、田溯宁、李彦宏、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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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井宏任副主任。　

28 日　科技部批准北京三元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28 日—30 日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中关村创新平台、欧美同学会、市政

府侨务办公室等部门联合主办“百位海外院士专家中关村行”活动。

10 月

10 日　中关村示范区单位制定的 22 项标准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其中

一等奖 3项、二等奖 8项、三等奖 11 项。

15 日　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为全国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

16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知识产权局共同发布联想、百度、北汽福田、

京东方等 27 家企业为中关村示范区首批知识产权领军企业培育名单。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300 亿元意向性授信战

略合作协议。

18 日　海纳医信（北京）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基于 HTML5 标准的移动

医疗影像信息管理系统。

20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丰台园领导小组成立。

22 日　中关村智能硬件产业联盟成立。

23 日　曙光公司正式推出国内首款基于龙芯 3B处理器的服务器。

是日　中关村创业文化暨中关村之歌发布座谈会召开。会上发布了“中关

村之歌”“与梦想同在”“追梦”“中关村之梦”等 14首传唱歌曲。

26 日　清华大学与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宣布，由它们共同

研制的中国首颗低轨移动通信卫星——灵巧通信试验卫星完成全部在轨测试试

验，主要指标优于在轨的国际同类卫星。

30 日　联想集团宣布，以 29 亿美元的价格从谷歌公司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公

司的交易已通过相关国家政府批准，摩托罗拉移动正式成为联想集团旗下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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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关村管委会及海淀区政府签署《中关村

管委会、海淀区政府支持中国人民银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心支行（国

家外汇管理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心支局）持续发展备忘录》，标志着

中国人民银行中关村中心支行正式落户海淀区。

6 日　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海淀区正式

挂牌履职。

是日　中关村示范区 61 项专利获第 16 届中国专利奖，其中 3 项专利获中

国专利金奖，2项专利获中国外观设计金奖，56 项专利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11 日　由北京信威通信技术公司提出的 SCDMA 宽带无线通信技术被国际

电信联盟确定为公共安全和救援通信国际标准。

12 日　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赵雯等研发的虚拟试验软件（Vita）正

式对外发布。

14 日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EV200 在

大兴园下线。

是日　歌华有线公司在京宣布，全国首个大样本收视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

统建成，基于对超过 400 万户高清交互数字电视机顶盒终端回传数据进行大数

据分析，并正式推出“歌华发布”收视数据品牌产品。这标志着广电网络公司

正式进军收视数据调查市场。

16 日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发 65 英寸 OGS 触控显示屏。该产

品突破了OGS拼接曝光技术难点，将OGS触控技术应用于 65 英寸 4K×2K超

高清显示屏，实现了大尺寸、4K超高清、OGS触控技术的融合。

16 日—21 日　中关村示范区以“智联世界，创启未来”为主题，组织中关

村示范区企业参加在深圳举行的第 16 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18 日　中关村软件园孵化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云基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13 个服务平台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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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　财政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在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 6 所高校开展科技

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管理改革试点。

26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以“创新　创业　创未来”为主题的创业面对

面——中关村企业家与京港青年创业交流活动在京举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市国资委合作备忘录签署暨“京企云梯中关村科技

创新联盟”揭牌仪式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

28 日　由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王波等人完成的“曲轴柔性、精密、高

效磨削加工关键技术与成套装备”获 2014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12 月

3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更大范围推广中

关村试点政策。会议决定将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等 6 项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

推向全国，把给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股权奖励可在 5 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

得税等 4 项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推广到所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自主

创新综合试验区和绵阳科技城。

是日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推进中关村人

才特区建设等事项，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化中关村人才管理改革的若干措施》。

是日　中关村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园在海淀园开园。

4 日　北京中科纳新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在京推出自主研制的最高时速对开报

业制版系统样机——纳新 NT220-131A 数字喷墨制版系统，以及两款产品——

纳新NT220-116B 数字喷墨制版系统、纳新NT220-116C 数字喷墨制版系统。

5 日　北京厚德科创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等 6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被科技部

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是日　华夏银行与中关村管委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华夏银行计划在未

来 3 年内，为中关村示范区提供 300 亿元意向性授信，用于园区企业生产经营、

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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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　北京新云东方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新云东方 Power System 

服务器全系列产品正式下线。

是日　由清华大学研制、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G102 型双通

道脑起搏器系列产品正式下线。

11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遥感二十五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2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发展集团共同主办的“创新小微金融产品

发布会——中关村科技担保十五载回顾与展望”在京举行。

18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韩国研究开发特区振兴财团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

式在京举行。

22 日　中关村虚拟现实空间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落成。

23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科技部部长、部际协调小组组长万钢主持会议并讲话。

26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市卫生计生委签署《关于加快推进转化医学发展的

战略合作协议》。

是日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等 9 家中关村示

范区技术中心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

局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28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 2014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

村示范区有 177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7 项、二等奖 51 项、三等奖 99 项。

2014 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5645 家，其中年收

入超过亿元的企业2556家，超过10亿元的企业485家，超过百亿元的企业65家；

年末从业人员 2010448 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 531609 人；工业总产值 9078.2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36057.6 亿元，进出口总额 995.8 亿美元，其中出口 337.3

亿美元；实缴税费总额 1857.6 亿元，利润总额 3031.5 亿元；企业专利申请数

43793 项，其中发明专利数 26413 项，专利授权数 22960 项。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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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 月

2 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研制成功中国首个卫星用 200 毫米离子

电推进系统（LIPS-200）。

5 日　拉卡拉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中诚信征信有限公司、中智诚征信有限公

司、北京华道征信有限公司等 4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入选中国人民银行“全国

首批开展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机构”。

6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示

范区有 69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7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14项，国

家科技进步奖 38 项。

9 日　首批 10家中小微企业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北京四板市场）挂牌。

12 日　北京北林先进生态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6 家单位被科技部确

定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20 日　北京市首个高校大学生创业园（良乡园）在房山园落成。

21 日　北京清大致汇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出国内首款安卓系统 3D打印机。

28 日　国内首个专门为天使投资人提供一条龙服务的综合平台——天使茶

馆在中关村梦想实验室启用。

29 日　小鱼儿科技公司在京发布首款家庭智能陪伴机器人“小鱼在家”。

30 日　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一期）在北航科技园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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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印发《“创业中国”中关村引

领工程（2015—2020 年）》《国家高新区互联网跨界融合创新中关村示范工程

（2015—2020 年）》。

5 日　国内第一个以科技园区上市公司为样本编制的股票指数系列——中关

村 A 股综合指数和中关村 50 指数在京发布。中关村创新创业企业上市培育基

地同日揭牌。

9 日　乌兰察布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挂牌仪式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举行。

10 日　全国智慧能源公共服务云平台在亦庄园启动。

16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中关村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及相关

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6 日　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

基地”。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年内，还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

中关村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支持措施》。

27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市经济信息化委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

3 月

2 日　中国人民银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心支局）开展工作。

是日　中关村科技金融街在中关村西区开街。截至 2015 年底，科技金融街

以中关村金融大厦、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大厦、PE 大厦为主要载体，已汇聚

中国人民银行中关村中心支行、深交所中关村上市基地、蚂蚁云金融等各类科

技金融机构近 400 家。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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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由北京天地互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导的 IEEE 1888 标准通过国际

标准化组织 ISO/IEC 最后一轮投票，成为全球能源互联网产业首个 ISO/IEC 国

际标准。

3 日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医学院联合研发出世界首个自主运

动的可变形液态金属机器。该成果被评为 2015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9 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同意将互联网金融实验室等 10 家中关村示范区创新

型孵化器纳入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管理服务体系。

10 日　北京麓柏科技有限公司发布首个全闪存软件定义存储系统——S5 存

储系统。

16 日　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制的“嫦娥三号粒子激发 X 射线谱仪”

在京通过验收。

17 日　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中关村国际人才创新创业生

态系统建设工程》，加快聚集高端领军人才和海外留学归国人才。

19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5 年园区工作会议在中关村示范区

展示中心召开。

20 日　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在丰台园成立。

23 日　市科委授予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工场、36 氪、车库咖啡等 11 家企业

为北京市首批众创空间，授予中关村创业大街为北京市众创空间集聚区称号。

30 日　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中国首个太空摆渡车——“远征

一号”上面级搭载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第 17 颗北斗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升空。

4 月

1 日　由闪联信息产业联盟制定的《信息技术家用电子系统架构》被国际标

准化组织 /国际电工委员会确定为国际标准。

7 日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确定为第三

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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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　由京微雅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01专项“高端 FPGA芯片研发及产业化应用”课题的首颗芯片CME-C1（祥

云）流片成功。

10 日　2014 年度中关村十大系列榜单在京发布。

19 日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推出多语种翻译机器人——小度。

21 日　全国首家互联网金融行业服务平台——中关村互联网金融服务中心

成立。

23 日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 2015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26 日　集创业、工作、生活为一体的首家青年创业社区——“YOU+”国

际青年创业社区在海淀园启动。

27 日　中关村管委会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为开展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

试点工作单位。主导产业为软件与信息产业。

是日　北京东方灵盾科技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签署其研发的《世

界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出售协议。这是中关村示范区专利数据库首次走出国门。

28 日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在河北省保定市揭牌。

29 日　由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承担的首台万瓦级大型液氢温区低温制冷

装置在河北省廊坊市通过财政部组织的项目验收。

5 月

4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写信给清华学生创客空间协会，勉励学生创客。

6 日　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研制的首款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专用芯片通过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组织的技术鉴定。

7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中关村创业大街调研，并与创业者座谈交流。李

克强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要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使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强化服务改革

必须跑出加速度，持续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搭台，释放中国经济的

无限活力。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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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　中关村股权交易服务集团在海淀区揭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授予中关村示范区及园区科技企业 200 亿元授信额度。

13 日　北京众创空间联盟在京成立暨首届北京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是日　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发布新一代高精度多模多频卫星导

航定位 SoC 芯片——NebulasII（UC4C0）。

13 日—17 日　第 18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京举行。中关村示

范区以“引领高精尖  科技创未来”为主题举办中关村科技创新成果展。

18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京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是月　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在第 18 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展出自

主研发的共轴双旋翼无人机，是国内推重比最大的无人直升机。

6 月

3 日　国家质检总局印发《关于深化京津冀地区进境动植物源性生物材料检

验检疫监管改革的通知》，决定在京津冀地区推广复制中关村改革试点经验。

是日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全球首款 82 英寸 10K 超高清显

示屏。

5 日　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北京市闪联信息产业协会、北京电信

技术发展协会等 7家单位入选首批团体标准试点单位。

9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推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税

收试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

通知》。

23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等单位组织召开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村企业家支持志愿服务工作座谈会。

是日　北京市首家重装孵化器——中关村智能硬件梦工场在中关村示范区

展示中心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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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创建“国家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示范区”。

26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将为中关村示范区提供不少于 1000 亿元的意向性综合授信额

度支持。

是日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研制的“高分八号”卫星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升空。

是日　由北京碳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我国首款石墨烯节能改进

剂——碳威在丰台园问世。

30 日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研制的 Sabin 株脊髓灰质炎灭

活疫苗（单苗）正式上市。

是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研制成功中国首台第三代交会对接光学

成像敏感器。

7 月

2 日　京东集团宣布与美国大数据分析公司 Zest Finance 合作推出一个中

国消费信用数据系统。

6 日　中关村软件园、丰台园和石景山园入选商务部第二批国家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

7 日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 2015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国家会议

中心召开。

8 日　国际电信联盟宣布，清华大学数字电视技术研究团队和北京数字电视

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研发的 DTMB 标准的演进系统 DTMB-A，被列入国际电

联 ITU-RBT.1306 建议书“数字地面电视广播的纠错、数据成帧、调制和发射

方法”中的系统E，成为数字电视国际标准。

9 日　中国第一家股权众筹行业组织——中关村股权众筹联盟在京成立。

10 日—12 日　由市政府侨办、中关村管委会、市经济信息化委、海淀区政府、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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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发展集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15 中关村华侨华人创业大会”在京召开。

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等 8家中关村侨创园挂牌。

12 日　首家开展数据资产登记确权赋值的服务机构——中关村数海数据资

产评估中心在京成立。

13 日　中航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利用自主研发的电子束焊接技术成功

焊接了 4500 米载人深潜器的球壳。

20 日　中科院物理所宣布，该所方忠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在实验中首次发现

具有“手性”的电子态——Weyl 费米子。该成果入选 2015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

展新闻。

是日　小米公司等 17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入选商务部 2015 至 2016 年度

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名单。

22 日　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北京爱康宜诚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

制的人工髋关节产品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注册批准。

23 日　“北京台湾青年创业基地授牌仪式”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举行。

25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两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是月　芯视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出高性能的微型量子点光谱仪。

8 月

5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金融业务服务工作委员会成立。

6 日　30 项中关村示范区“高精尖”项目首次在京集中向京津冀区域推介。

是日　北京积水潭医院运用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研发

的脊柱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完成了首例基于三维虚拟影像的机器人辅助脊柱胸

腰段骨折的微创手术。

7 日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等 17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入选工业

和信息化部 2015 年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名单。

10 日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宣布，采用其 28 纳米工艺制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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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骁龙 410 处理器成果应用于主流智能手机，实现了中国内地制造核心芯片

应用于智能手机零的突破。

13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天津市科委、天津市国资委在天津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年内，中关村管委会还先后与河北省承德市政府，与渣打银行北京分行、

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韩国首尔市政府振兴本部、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国家

开发银行北京分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政府、中国人寿北京市分公司等签

署合作协议。

是日　中关村知识产权诉前调解中心在海淀园成立。

17 日　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Ⅰ类新药——靶向

抗肿瘤药BGB-283 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18 日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制的首台乳腺诊断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系统获

准上市。

19 日　智慧中关村地理信息服务平台上线。

21 日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施一公研究组首次捕获到真核细胞剪接体复

合物的高分辨率空间三维结构，并阐述相关工作机理。“剪接体高分辨率三维结

构获解析”入选 2015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是日　北京星网锐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京推出“零背板”数据中心交换

机RG-N18018-X。

25 日—26 日　中关村国际创业节暨盛景全球创新大奖赛在清华大学举办。

是日　中关村军民融合示范基地建设通过第三方专家评估。

27 日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30 日　由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研制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彩虹

五号”在甘肃省实现首飞。

9 月

1 日—30 日　北京市属国有企业高管和中关村领军企业家培训班在中共北

京市委党校举办。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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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　门头沟区政府印发《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促进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简称“门创 30 条”），推出了对优秀人才企业、创新创

业及总部型企业、创业服务机构、创业投资机构的一揽子支持奖励政策。

7 日　北京大学戴威创立“ofo 共享单车”公司，创办无桩共享单车平台

ofo 共享单车，在北大校园内投放 2000 辆 ofo 小黄车，致力于满足城市居民短

途出行需求，开启了共享单车新模式。

8 日　2015 年百度世界大会在京举行。

10 日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东方风行传媒

（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和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中关村示

范区企业在世界经济论坛第九届新领军者年会上被授予“全球成长型公司”称号。

12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一号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升空。

14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高分九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发射升空。

15 日—16 日　中关村创业大街智能硬件节在海淀区举行。

21 日—25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第 15 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国

际研讨班在丰台园举行，来自 13 个国家的 20 名学员参加。

22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与青海省西宁市政府共建的西宁中关村科技成果产

业化基地在西宁市揭牌。

22 日—25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承办的以“国际科技园区与创新区域：新技

术、新产业、新社区”为主题的第 32 届国际科技园区协会世界大会（IASP2015

年大会）在京举行。

23 日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联合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等单位在京

发布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原型系统。

25 日　中关村协同创新投资基金在京设立，基金总规模为 100 亿元。

是日　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中国新型运载火箭——“长征

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成功将４颗微小卫星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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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太空。

29 日　国家工商总局印发《关于促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发展

的若干意见》。

30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中国第四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是日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特种功能防水材料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 8 家中关村企业实验室入选科技部批准建设的第三批企业国家重点实

验室。

10 月

8 日　滴滴快的专车平台被上海市交通委正式授予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

许可，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网络约车租车平台资质的公司。

9 日　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等 6家协会和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

等 6家联盟被中关村管委会认定为首批示范型社会组织。

11 日　海淀区政府发布《中关村大街发展规划》。

是日　中关村知识产权和标准化一条街在海淀区揭牌。截至 2015 年底，

已形成中关村知识产权大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致真大厦三大集聚点，带动

700 余家各类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海淀区集聚发展。

11 日—28 日　中关村管委会、市科委、海淀区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创见

未来”的中关村创新创业季（2015）系列活动。

13 日　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与芬兰贸易协会在京签署《中芬创新基

金谅解备忘录》，决定创立规模 3000 万～ 4000 万欧元的中芬创新基金。

是日　由北京南江空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研制的中国首个军民通用

临近空间平台“圆梦号”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完成升空着陆试验。

14 日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基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正式启用。

15 日　市教委与中关村软件园签署共建中关村软件园大学生创业园协议。

17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研制的“亚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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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九号”商业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19 日　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中关村示范区展

示中心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并讲话。李克强指出，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

正处在发展方式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

结构性改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打造发展新引擎。

是日　中关村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网上会客厅”（网址：www.wezgc.

com）首发上线。

是日　由神州数码公司等单位搭建的京津冀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在亦庄

园上线。

21 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等十部委和中共北

京市委、市政府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关村人才管理改革的若干措施》，提出简

化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办理程序、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签证及居留办理

程序、为外籍人才创业就业提供便利、扩大人力资源服务业对外开放、完善人

才评价机制、开发国外高端智力要素、完善新型科研机制、强化人才培养和使

用衔接 8项措施。

是日　由中关村发展集团、盛景嘉成母基金、清青创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等出资发起的总规模达 10 亿元的中关村天使母基金在京成立。该基金由上述

3家公司共同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和海淀区政府合作组建的中关

村医学工程转化中心揭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发布以众创空间为代表的创业服务平台、以众包服务

为特色的产业创新平台、以市场对接为重点的新型成果转化平台、以行业大数

据分析为依托的创新服务平台等 4类 32 个“双创”服务平台。

是日　市教委与中关村管委会携手启动支持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的“成长之

路扶持计划”。

23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

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税收试点政策包括 ：有限合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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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政策，技术转让所得及企业所得税政策，

企业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政策，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政策等４项。）

是日　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

验收。

是日　清华大学未来芯片技术高精尖创新中心等 13 家单位被市教委认定为

首批北京市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

26 日　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的“天绘一号 03 星”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31 日　丰台园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认定为首批国家应

急产业示范基地。

11 月

4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中星 2C”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升空。

6 日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由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组织制定的“中

药煎药机”标准为国际标准。

8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遥感二十八号”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升空。

是日　“中关村国际创客中心”启动暨签约仪式在海淀园举行。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和昌平区政府联手打造的全国首家“双创社区”——

回龙观创新创业社区在昌平区回龙观揭牌。

11 日—12 月 11 日　中关村管委会启动主题为“众筹新思想，谋划中关村

新蓝图，为中关村‘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活动。

16 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同意北京外汇管理部对中关村外债宏观审慎管

理试点政策升级，并授权中关村中心支局组织实施。

是日　“2015（首届）信用中关村高峰论坛暨首届京津冀社会信用体系合作

共建研讨会”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召开。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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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20 日　由海淀园管委会、北大科技园主办的“创启未来——2015

国际青年科技创业大赛全球总决赛”在北大科技园举行。

20 日　京津冀区域物流公共平台落户平谷园。

21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老挝一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转移轨道。

24 日　82 名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入选 2015 年“中关村高端领

军人才聚集工程”。

是日　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发布类人型智能商业服务机器人

优友 U05，U05 可以实现声控识别、人脸识别、情绪识别等多种新技术，可以

与人进行语音、身体等多方面的交互。

27 日　中关村示范区 82 项专利获第 17 届中国专利奖，其中 3 项获中国专

利金奖，79 项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是日　百度研究院宣布，硅谷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出了一种新型语音识别

系统——深度语音识别系统（Deep Speech 2）。该系统能通过简单学习算法准

确地识别英语和汉语。其具体细节刊登在预印本在线数据库 arXiv.org，Deep 

Speech 2 ：英汉端对端深度语言识别。该系统被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列

入 2016 年十大突破技术。

30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支持中关村食品药品监管及产业

发展若干政策事项的批复》，发布了支持中关村创新药审评审批、支持北京市开

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等 12 条政策。

是日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第二届中国商标金奖。

12 月

1 日　中关村示范区的 149 项成果获 2015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其中一

等奖 25 项，二等奖 47 项，三等奖 77 项。

是日　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深化中关村人才管理改革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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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措施〉有关措施工作流程及任务分工的通知》。

2 日　中关村示范区的创新工场、车库咖啡等 27 家众创空间被科技部纳入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体系。

是日　零度智控（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一款面向农业市场的“守

护者-Z10”无人机产品。

3 日　中关村大兴—亦庄园管理委员会成立。

4 日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4家中

关村示范区企业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为 2015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另

有 41 家企业为 2015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7日　中国科学院公布了增选的61名中科院院士名单，北京地区30人当选。

是日　中国工程院公布了增选的 70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北京地区 29

人当选。

8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中关村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综合改革

试点。

10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中星 1C”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升空。

是日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无人驾驶汽车首次实现城市、环路及高

速道路混合路况下的全自动驾驶。

12 日　以“共享共融　数创未来”为主题的“2015 中关村大数据日”活动

在京举办。中关村管委会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路线图和企业分布图。

15 日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 2015 年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15 日—18 日　首届中国中关村机器人科技运动会在北京科技大学举行。

16 日　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被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为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

17 日　由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制的中国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

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18 日　国内首家“一站式”特殊物品及生物材料进出口公共服务平台——

2015



350

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大事记（1988—2017）30年

中关村生命科学联合创新服务中心在昌平园投入运行。

是日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承担的首都城市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新

北京网”首发上线。

21 日　中关村军民融合协同创新论坛暨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园启动仪式在

海淀区举行，会上发布《中关村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规划方案》。

是日　中关村示范区的汇龙森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嘉捷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示范基地、启迪之星孵化器、中关村软件园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基地等 4 家单位

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为第一批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为高动态导航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 40 家第九批中

关村开放实验室授牌。

是日　由国家能源核电软件重点实验室完成的中国首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电厂核设计与安全分析一体化软件包——COSINE 公开测试版在京发布。

22 日　北京四板市场启动科技创新板。

23 日　国内银行业首家创客中心——中关村小巨人创客中心在海淀园开业。

25 日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站数字

化仪控系统平台”通过国家能源局组织的验收。

26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落户中关村示范区。

28 日　中关村并购资本中心揭牌暨金融支持项目展示会在中关村示范区展

示中心举行。

29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首颗地球同步轨道高分辨率遥感卫

星——“高分四号”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高分四号”是世界首

颗地球同步轨道高分辨率光学成像卫星。

30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中国人寿北京市分公司签署关于创新政保合作模式，

推动科技金融创新的战略合作协议。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和市知识产权局联合召开中关村知识产权领军企业培

育和优秀服务机构表彰大会。

是日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的预防用生物制品Ⅰ类新药——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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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病毒 71 型灭活疫苗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颁发的新药证书和药品注册

批件。

2015 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6693 家，其中年

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 2967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556 家，超过百亿元的企业

68 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 4 家；年末从业人员 2308111 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

604674 人；工业总产值 9561.7 亿元，技工贸总收入 40809.4 亿元，进出口总

额 879 亿美元，其中出口 299.4 亿美元；实缴税费总额 2035.7 亿元，利润总额

3404.9 亿元 ；企业专利申请数 60603 项，其中发明专利数 37843 项，专利授权

数 34946 项。

2016年

1 月

1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示

范区有 58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3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10项，国

家科技进步奖 35 项。

15 日　北京捷翔天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优易捷无人机遥感网（网址：

www.uav-net.cn）上线运营。

16 日　中关村产品发布系列活动启动，首场活动中关村互联网＋产品发布

会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

17 日　北京因果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出“期权变现通”平台产品，在国

内首次实现期权交易。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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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　洪泰智能硬件孵化器 A+Labs、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联合发布新一

代孵化器发展战略，启动“基金 + 孵化空间 + 生产线 + 实验室 + 研发团队”五

合一孵化模式。

19 日　京微雅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京发布面向大容量 FPGA 市场的

“云”系列首款 FPGA芯片——CME-C1（祥云）。

28 日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软件交易服务标准化试点项

目入选国家标准委确定的 2016 年度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瀚海智业投资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共建的“滨海—中关村瀚海 117 国际创新港”揭牌。

29 日　北京电信技术发展产业协会等 8 家中关村示范区单位被国家专利局

列入国家专利协同运用试点名单，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被确定为

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

30 日　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研发出寨卡病毒（Zika Virus）30 分钟快速

恒温扩增检测试剂。

2 月

1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京签署《关

于共同建立广西中关村创业创新人才基地战略合作协议》。

3 日　由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发起的中关村区块

链产业联盟在京成立。

15 日　科技寺、极地国际创新中心等 30 家中关村示范区单位被科技部认

定为第二批国家级众创空间，纳入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体系。

18 日　国内首家私募股权基金转让平台——北京私募股权基金交易中心落

户海淀区。

19 日　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呼吸道病原菌核酸检测试剂盒获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颁发的国家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

26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6 年园区工作会暨双创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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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召开。

29 日　2015 年中关村独角兽企业榜单发布，小米公司等 40家企业上榜。

是月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承担的 140 吨振动试验系统完成验收测试，

标志着世界最大推力的电动振动试验系统研制成功。

是月　中科院化学所在怀柔科学城研制成功纳米材料绿色打印机。

3 月

1 日　公安部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大厅（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开始对外办公，公安部推出的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 20

项出入境政策正式实施。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政府和滇中新区管委会在京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4 日　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1800 亿元，落

户中央财经大学科技金融产业园。

11 日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京发布自主开发的乙炔法煤化工新工

艺。

16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纯电动

乘用车建设项目。这是 2015 年 7 月《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实施以

来第一个获纯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17 日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等 4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入选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工业产品生态（绿色）设计试点企业名单。

23 日　中关村意谷（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 7 家孵化器入选科技部公

布的 2015 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

28 日　由贝壳菁汇创新孵化器联合相关企业共同打造的专利萃取众创平台

在丰台园成立。

29 日　由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发起的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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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会在海淀园成立。

是月　北京中科寒武纪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成功世界首款商用深度学习专用

处理器——寒武纪-1A处理器。

4 月

6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振兴司、市发展改革委、中关村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

备忘录，在支持东北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开展合作。

是日　由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抓总负责研制的中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

验卫星“实践十号”发射升空，并于 18 日返回地球。

是日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央研究院在京发布超宽幅双相不锈钢

S32101 产品——3.5 米幅宽双相不锈钢板。

8 日　海淀区地方税务局与中国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等 4家科技服务机构签

署委托代征技术合同印花税合作协议。

是日　北京中关村大街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中关村大街改建

项目启动。

15 日　中关村示范区被中国银监会、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为第一批

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地区。

是日　北京大学量子材料科学中心江颖、王恩哥课题组在美国《科学》杂

志发表论文，首次揭示水的核量子效应。该成果入选 2016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

21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宝坻区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25 日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在京发布“5G 综合验证平台及 256 大规模

天线”。

26 日　中关村示范区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为全国首家国家知识产权服务

业集聚发展示范区。

27 日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成立一周年暨双创成果发布会在河北省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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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举办。同日，中关村领创金融首批贷款发放。

是日　由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制的“鲲鹏 -1B”空间环境垂直探测

试验探空火箭在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中科院海南探空部发射成功。

28 日　由中关村数海数据资产评估中心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单位共

同发起的中关村数据资产双创平台在京成立。

是日　由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慧农”北斗导航农机自

动驾驶系统在京通过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组织的鉴定。

是日　京津冀协同票据交易中心获市金融局批复成立，在海淀区落户。

29 日　市知识产权局、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2016—2018 年中关村知

识产权推进计划》，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示范区揭牌。

5 月

5 日　中关村管委会发布 2016 年中关村科技型企业创业孵化集聚区名单，

京西创客工场等 20家创业服务机构入选。

8 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

见》，海淀区、清华大学、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入选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11 日　石家庄（正定）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揭牌。

12 日　中关村硅谷创新中心在美国圣克拉拉市揭牌。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经济信息化委、海淀区政府共同建设的中关村

大数据产业园在中关村软件园成立。

18 日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柳振峰研究组、章新政研究组与常文瑞、李

梅研究组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主题论文，解析高等植物（菠菜）光系统 II-

捕光复合物Ⅱ超级膜蛋白复合体的三维结构。该成果入选 2016 年中国十大科技

进展新闻。

19 日　主题为“创新驱动：今天的课题”的中关村创新论坛在京举行。

19 日—22 日　在第 19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中关村管委会

组织举办中关村自主创新成果展，150 余家企业参展。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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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　中关村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直通车”政策落实座谈会在京召开。

会上为首批 7名外籍高层次人才颁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25 日　中鑫创投（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推出百城千校十万智能制造人才培养助推计划。

28 日—6月 1日　中关村管委会以“科技创新，扩大开放，服务全球”为主题，

组织参加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6 月

1 日　中关村雍和航星科技产业园等 19 家单位被市商务委认定为北京市首

批服务贸易示范基地。

6 日　全球首个以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中

心——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落户西城园。

8 日　中关村京企云梯科技创新联盟成立。

12 日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植入式迷走神经刺激脉冲发生器套件、

植入式迷走神经刺激脉冲电极导线套件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医疗器械产品

注册证书。

是日　由北医三院骨科和北京爱康宜诚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研

制的首个金属 3D打印定制 19 厘米人造脊椎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被植入人体。

是日—15 日　由海淀园管委会等单位主办的第三届 Innoway 创新创业节在

中关村创业大街举行。

13 日　由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建

的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创新创业平台发布。

15 日　沃尔兹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京发布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全景

VR运动摄像头 ZMERONE。

16 日　中关村众筹联盟成立。

19 日　房山区政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共建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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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

之光”，以其峰值计算速度 12.5 亿亿次 / 秒，登第 47 届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 强

榜单榜首，成为全球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是日　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

的中国首款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NPU）芯片“星光智能一号”在京发布，

并开始量产。

22 日　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公布 2016 年五十大创新公司榜单，百

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滴滴出行）两家

企业入选。

23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第 19 次会议在京召开，市长

王安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行动计划（2016—2018 年）》《关于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多园统

筹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

24 日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落户海淀区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

举行。

27 日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全力打造中国电影网络自制剧的创业创新

平台、旷视科技的人工智能模式识别应用创新等 15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的案例

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中国“互联网 +”行动百佳实践》案例。

28 日　中关村示范区 3 家企业的缝制设备远程运维服务、数字压力校验装

置智能制造、智能伺服电机数字化车间项目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名单。

29 日　中关村德国科技创新中心在德国海德堡市揭牌。

是日　北京银行发布中关村“万家创客”行动计划。

30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准创新试点工作在京通过国家标准委

组织的验收。

是月　达闼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推出首款智能导盲机器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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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市工商局、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印发《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商标品牌示范试点单位培育工作方案（2016—2018 年）》。

3 日—6 日　主题为“万侨创新、共享机遇”的“2016 中关村华侨华人创

业大会”在京举行。

8 日　由丰台园管委会首创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高端智力共享平台——“零

工社区”上线。

11 日　首届中关村人才创客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中关村人才市场举行。

是日　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张微等 77人获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职称。

12 日　海淀园管委会实施协同创新券政策，面向中小微企业首次发放 2000

万元的扶持资金。

16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年鉴 2014》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

发的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特等。

20 日　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世界 500 强排行榜，京东集团以 2884710 万

美元营业收入排列第 366 位，首次进入世界 500 强。

是日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应用联合创新基地在顺义园奠基。

23 日　中关村智造大街启动仪式在海淀园举行。

23 日—25 日　由海淀区政府、中关村管委会、市经济信息化委主办的首届

中关村国际创新周在海淀区举行。

24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设立的南宁·中关村双创示范基地在南宁高新区揭

牌运营。

26 日　市质监局、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中关村标准化行动计划（2016—

2018 年）》。

28 日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的移动互联网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和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的虚拟现实与智能硬件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入选科技部首批国家专

业化众创空间示范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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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　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分行、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中关村管委会、中

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京签署《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创企业投

贷联动合作框架协议》。

6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研制的中国卫星移动通信系统首发

星——“天通一号 01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9 日—10 日　第二届中关村国际创业节暨盛景全球创新大奖总决赛在清华

大学举行。

10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中国首颗分辨率达到 1 米的 C 频段多

极化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卫星——“高分三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11 日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64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入选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第一批G20 企业。

15 日　海淀区、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获批成为国家专利质押融资示

范区。

18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发展建设规划（2016—2020 年）》。

19 日—21 日　由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海淀

区政府共同主办的以“创·新能力”为主题的“中关村创新创业季 2016”举行。

22 日　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9 家中关村示范区单位入选

第二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

29 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行动计划（2016—2018 年）》。

30 日　京津冀技术转移人才实训基地在京揭牌。

9 月

7 日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马衍伟团队研制出首根 100 米量级铁基超导长线，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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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中国率先掌握铁基超导长线制备技术。

10 日　由清华大学等牵头，冶金自动化研究院等企业、院所及高校联合组

建的北京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在中关村智造大街成立。

11 日　国务院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该方案提

出了强化原始创新，打造世界知名科学中心；实施技术创新跨越工程，加快构

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培育世界级创新型城市群；加

强全球合作，构筑开放创新高地等 4 项重点任务，并细化为推进三大科技城建

设等 18 项具体任务。

12 日　中关村管委会、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和拉萨市政府在拉萨市签署《支

持建设拉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框架协议》。

14 日　中关村示范区的 35 项专利获第四届北京市发明专利奖。其中飞天

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签名方法、设备及系统”获特等奖。

15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

18 日　市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北京银监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银行业

金融机构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若干措施

（试行）》。

25 日　由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主导建设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在贵州

省黔南州平塘县大窝凼落成启用。该成果入选 2016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8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在京签署《共建天津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协议》。

29 日　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园区建设项目在怀柔园开工。

是日　东方嘉诚众创空间等 58 家中关村示范区单位被科技部认定为第三批

国家级众创空间，纳入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体系。

30 日　中关村示范区的 16 项标准获 2016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其中一

等奖 3项、二等奖 4项、三等奖 9项。

是月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无人配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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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　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顺义区政府、国测地理信息科技

产业园集团有限公司共建中国科学院联动创新产业园签约仪式在顺义区举行。

10 日　中关村管委会正式启动中关村外籍人才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工作。

12 日—18 日　2016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北京会场主题展在中

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主题展设 5个展区，集中展示近 200 个双创项目。

14 日　由中关村创业大街运营公司和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共建的中关

村创业大街—英特尔开放创新实验室成立。

17 日　搭载着景海鹏、陈冬两位航天员的“神舟十一号”成功发射。19 日，

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自动交会对接。11 月 18 日，飞船成功返回着陆。

该成果入选 2016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是日　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等单位联

合主办的“2016 中关村全球创新论坛”在京举行。

18 日　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管委会等单位主办的“科技成果直通车

暨首届科技成果路演活动（北京站）”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

19 日　清华大学罗永章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证明肿瘤标志物热休克蛋白 90α

（Hsp90α）可用于肝癌患者的检测，并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批准临床应用。

是日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京发布首款基于人眼工作原理的

摄像机 Foveacam。

20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在澳门签

署合作备忘录。

20 日—25 日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协、市政府主办的“2016 世界

机器人大会”在亦庄园举行。

21 日　由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海淀区产业并购引导基金、海淀

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等联合发起的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成立，计划募集

3期，共 300 亿元。第一期 100 亿元，实际认缴 122.5 亿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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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北人亦创孵化器在亦庄园挂牌，北人壹创基金同日启动。

31 日　北京碳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在京发布石墨烯空气净化器烯净。该产品

在 2小时内对甲醛的吸附率达 97% 以上。

11 月

1 日—30 日　由市国资委、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北京市属国企高管和中关

村领军企业家培训班在京举办，主题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构建高精尖经

济结构”。

2 日　中关村示范区 34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通过科技部火炬中心组织

的 2015 年度考核。

3 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 2016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

示范区有 149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4项、二等奖 49 项、三等奖 76 项。

是日　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我国最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

箭“长征五号”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首次发射成功，填补了我国大推力无毒

无污染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空白。

5 日　G20（二十国集团）科技创新部长代表团参观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

8日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全球首款数字艺术馆——BOE画屏。

10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脉冲星试验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

11 日　北京赛欧科园科技孵化中心有限公司等 4 家中关村示范区基地被工

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第二批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称号。

14 日　由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联合开发的国内首款无人驾驶超级卡车在上海市发布。

15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怀柔科学城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明确科学城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基本原则、空间布局等。

16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北京市经济信息化委共同

主办的 2016·京津冀协同发展石家庄（正定）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暨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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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城“十三五”发展推介会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

是日　由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与北京中科寒武纪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发

的世界首款商用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寒武纪 -1A 深度神经元网络处理器入

选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22 日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揭牌。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同日举行。

25 日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分行等与北

京仁创生态环保科技股份公司签署投贷联动多方“投资 + 贷款 + 担保”协议，

全国首个投贷联动试点项目落地中关村示范区。

30 日　“2016 信用北京暨（第二届）信用中关村高峰论坛”在中关村示范

区展示中心举办。

是月　由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国内首个骨科机器人导

航定位系统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

12 月

5 日　拉萨中关村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在拉萨市高新区揭牌成立。

6 日　北京首钢吉泰安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圆珠笔头用超易切削不锈钢材料项

目在京通过由中国制笔协会等单位组织的专家鉴定。

7 日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 2016 年全体会议在通州园召开。

是日　中关村示范区的 83 项专利获第 18 届中国专利奖，其中金奖 4 项、

优秀奖 79 项。

9 日　中关村创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成立。

12 日—13 日　“2016 中关村大数据日暨京津冀大数据协同发展高峰论坛”

在京举办。同日，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成立，《2016 京津冀大数据

产业地图》发布。

16 日　中关村标准化协会成立，并发布首批涵盖新能源技术、智能交通、

智能制造、医疗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核心领域的 7项中关村标准。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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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中国银行与中关村管委会在京签署投贷联动业务战略合作协议，与

北京高信达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署投贷联动服务协议，中国银行首

批中关村示范区投贷联动试点项目启动。

是日　由中国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创立的新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T 空间”

和“T中心”在海淀园启动。

19 日　中国银监会批复同意筹建北京市首家民营银行——北京中关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 日—23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2016

中关村海外人才考察团活动”在京举办，来自美国、加拿大等 10 余个国家的

120 余位海外高端人才参加。

21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河北省唐山市政府主办的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

范区推介会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

24 日　由海淀区政府主办的中关村军民融合“军地对接平台”揭牌仪式举行。

13 家军方联络处揭牌，中关村军民融合创新学院启动，中关村军民融合评价标

准体系发布。

29 日　大唐创新港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北京赢家伟业科技孵化器股份

有限公司等 5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入选科技部 2016 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名单。

2016 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19869 家，其中年收

入超过亿元的企业3273家，超过10亿元的企业616家，超过百亿元的企业73家；

年末从业人员 2482615 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 657015 人；工业总产值 9937.7

亿元，总收入 46047.6 亿元，进出口总额 781.4 亿美元，其中出口 257.9 亿美元；

实缴税费总额 2314.1 亿元，利润总额 3732.5 亿元；企业专利申请数 69217 项，

其中发明专利数 41127 项，专利授权数 3633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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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 月

2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关村示

范区 58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3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10项，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 35 项。

3 日　清华大学的传统工艺与材料研究文化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的

文化品牌评测技术文化部重点实验室入选文化部第二批重点实验室。

7 日　中关村 U30 年度颁奖典礼暨中关村 U30 基业长青创投基金发起签约

仪式在京举行。

9 日　首次中关村外籍人才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工作结束，45 位外

籍人才获得中关村外籍人才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推荐函。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授予健康智谷、大河理光创新加速器等 18 家新型创业

服务机构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孵化器”。

10 日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市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及中关

村股权交易服务集团共同建设的中关村创新创业企业上市培育基地启用仪式在

京举行。

是日　由科技部火炬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建的中关村科技金融路演中

心在海淀园揭牌。

11 日　中关村虚拟现实文化教育产业园在海淀园揭牌。

是日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清华大学合作共建的二十国集团创业研

究中心在清华大学成立。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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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王晓东、小米公司雷军获第三届“首都杰出人

才奖”。

18 日　在GCF CAG（全球认证论坛—联合认证组）第 49 次会议上，北京

星河亮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SP8630 NB-IoT 测试系统验证报告获

GCF 通过并采纳。

20 日　中关村管委会向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高端芯片、无人驾

驶等领域的 36 家企业颁发“中关村前沿科技企业”牌匾。

23 日　北京广厦网络技术股份公司创新创业公司债券“17 广厦债”在上海

交易所成功发行，成为中关村首支试点发行的“双创债”债券。

24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共同组建的中关村科学城专项办公室

召开第一次会议。

下旬  “科技成果评价（中关村）服务中心”在中国农业大学揭牌成立。

2 月

1日　英国《自然》杂志报道，北京理工大学王博团队将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

材料应用于空气过滤净化。经检测，室温下，该材料的PM2.5的滤除率超过99%。

7 日　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会在怀柔区召开。

21 日　北京碳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在丰台园召开石墨烯锂离子五号充电电池

“烯储霸王”产品发布会，宣告首款可量产的石墨烯改性的锂离子电池问世。

23 日　达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布首个智能机器人云平台。

28 日　小米公司自主研发芯片“澎湃 S1”及搭载该新品的小米手机发布，

使小米公司成为继苹果、三星、华为之后，全球第四家同时拥有终端与自主研

发能力的企业。

是月　摩拜和 oFo 共享单车先后进入新加坡。

3 月

1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江西省赣江新区在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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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和长城战略咨询在京联合发布《2016 年中关村独角

兽企业发展报告》，2016 年中关村示范区的独角兽企业达 65 家。

2 日　“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在百度公司揭牌。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延庆区政府、中关村发展集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中关村·长城脚下的创新家园（科技小镇）”。

5 日　由北京星云环影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警用全景 VR执法记录仪在北京

首次为警犬进行配备，用于全国“两会”的安保。

7 日　北京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在未来科技城召开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座谈会。

10 日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京宣布，研制出 5 英寸主动式电致

量子点发光显示产品（AMQLED）。该产品直接采用喷墨打印工艺制备电致量

子点发光器件（QLED）实现全彩显示，色域超过 100%。

18 日　“中关村人才特区百校联盟揭牌授牌仪式暨第二届中关村人才创客大

赛启动仪式”在海淀园启动。

19 日　国家“千人计划”首个双创基地落户怀柔科学城。

22 日　中科睿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在京推出自主研发的第一代云计算操作

系统Cloudview SVM Edition V3。

23 日　中国首个服务于高新技术企业及机构的“一带一路”国际人才计

划——中关村“藤蔓计划”在海淀区启动。

是日　河北省保定市政府、涿州市政府与中关村协同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涿州中关村科技产业园。

25 日　由盛景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关村国际创业节暨 SJ-

GIA盛景全球创新大奖 2017”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29 日　由中关村示范区领军企业、研究院所及联盟等机构和个人自主倡议

发起的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在京成立。

是日　由中共海淀区委宣传部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的中关村故事

会客厅启动仪式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举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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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　由驭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无人驾驶车在广州白云机

场投入运营服务，这是无人驾驶车首次在国内机场亮相。

4 月

5 日—6 日　中关村管委会出台重大前沿项目与创新平台建设政策，以及创

业服务、创新能力建设服务、科技金融服务和“一区多园”统筹服务等 4 项普

惠性服务政策（简称“1+4”政策体系）。

6 日　北京奇华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飞嘀打车获得北京市第二张网

约车“执照”。

是日　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牵头制定的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

通用规范联盟标准在京发布，这是中国虚拟现实领域首个自主制定的标准。

11 日　北京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授牌仪式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举行。

是日　中关村虚拟现实产业园建设在石景山区正式启动。

12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中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实践

十三号”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是日　北京金泰众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京推出了第一代抗量子无线电保

密通信系统。

是日　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与新华社国际部合作的“‘一带一路’

上的中关村”项目在京启动。

20 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中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七号”火箭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在轨期间，

先后顺利完成空间站货物补给、推进剂在轨补加、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等多项拓

展应用和相关试验。

是日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 IP Online 在海淀区众创空间正式上线运行。

21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双创企业知识产权帮扶计划”在创业大街启动。

25 日　由百度公司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主办的“极·致未来”责任创

新挑战赛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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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市工商局海淀分局向北京创客之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颁发全国第一

份外资企业电子营业执照。

27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中关村雍和航星科技园，调研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并召开中央企业现场工作会。

是日　由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 2015 年 12 月研制完成的“神

威·太湖之光”计算机系统在无锡通过科技部高技术中心组织的现场验收。它

是全球第一台性能超过每秒 10 亿亿次的计算机，并且全部采用国产高性能众核

处理器构建。系统投入使用以来，清华大学、中科院软件所等 134 家高校、科

研机构依托这个平台开发出一系列跨越航空航天、天气气候、生物信息、材料

科学、船舶工程、计算化学等领域和学科的高性能应用课题，取得了一批重要

的应用成果。     

28 日　中关村知识产权巡讲季启动仪式在清华科技园举行。

是日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市工商局、中关村管委会向北汽福田、北大

方正等 12 家企业颁发“中关村商标品牌示范单位”牌匾，并确认中关村软件园、

联想（北京）、小米科技等 14家单位为首批中关村商标品牌建设调研联系点。

是日　清华大学学生创业启航基地在中关村智造大街正式启动。

5 月

2 日　由市知识产权局、海淀区政府主办的知识产权强区工程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暨 2017 中关村知识产权论坛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

15 日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王海峰等 51 位中关村企业人才获高级

工程师（教授级）专业技术资格。

16 日　怀柔科学城核心区首个项目——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清洁能源材料

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正式开工。

是日　中国钢研大慧双创基地正式成立。

17 日　2017 年海淀区高端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在清华大学正式启动。

是日　普华永道北京创新中心在海淀区正式成立。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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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沪发布国内首款支持全球信

号的 28 纳米北斗多模芯片“火鸟（Firebird）”。

25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批复《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建设方案》，同意建设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是日　市政府召开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座谈会。市长蔡奇出席并讲话。

是日　“2016 中关村品牌推介系列活动”在京举行。“2016 中关村十大海

归新星”“2016 中关村十大创新标准”“2016 中关村新锐企业十强”“2016 中

关村创业未来之星”等四大榜单发布。

是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中科院微电子所联合成功制备国内首个 80 纳米

STT-MRAM器件。

是月　中科院自动化所研制成功一种新兴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步态

识别。

是月　中关村示范区 155 人入选第 13 批“千人计划”人员名单。

6 月

1 日　2017 年北京市属国企高管和中关村领军企业家培训班在中共北京市

委党校开班。

是日　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在海淀区投入使用。

3 日　中关村示范区一区多园建设发展工作座谈会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

召开。

6 日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科协、市政府主办的“2017 创响中国巡回

接力北京站”活动在海淀区启动。

是日　中关村创业大街产业双创基金和中关村（海淀）联合创新基金正式

发布。

是日　“第五届中关村天使投资论坛暨 2016 中关村十大投资人及年度人物

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8 日—10 日　第 20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京举行。中关村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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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促进前沿科技创新发展　助力全国科创中心建设”为主题举办中关村科

技创新成果展。

10 日　北京市与中科院共同推进怀柔科学城建设座谈会召开。中共北京市

委书记蔡奇、代市长陈吉宁、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出席并讲话。

11 日　主题为“创新：新突破、新格局、新引擎”的“中关村创新论坛”

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

15 日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等 12 个中关村示范区单位

入选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第二批双创示范基地”。

是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研制的首颗 X 射线空间天文卫星“慧

眼”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18 日　中关村医疗器械园开园仪式在大兴区举行。

19 日　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 ISC2017 国际高性能计算大会上，由国家并

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获世界超级计算机排名

榜单TOP500 第一名。

是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中国首颗国产直播卫星——“中星

9A”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

28 日　北京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代市长陈

吉宁出席并讲话。

是日　北京银行牵头设立“北京银行中关村投贷联动共同体”，搭建中关村

示范区创新创业融合生态圈。

是日　百度公司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合作将人脸识别技术落地河南南

阳姜营机场，启用国内首个人脸识别智能化登机系统。

29 日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为 53 名入选 2016 年中

关村高聚工程的领军人才颁发证书。

是日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砥砺奋进的五年”发布会，中关村管委会介绍

中关村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的主要载体作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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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10 日　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等单位组织的“2017

海外赤子北京行”活动举行。“2017 海外赤子北京行”在亦庄园举行，来自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 20个国家及地区的 100 余位高

端海外人才获邀参加。

4 日　北京未来科学城氢能协同创新平台签约仪式举行，14 家共建单位联

合签署平台共建合作协议。

5 日　百度公司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发布面向对话式

人工智能系统和自动驾驶两大领域的开放计划。

6 日　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的“北京延庆能源互联网综合示范区”、北京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的京能海淀北部新区能源互联网示范工程等 5 个中关村示范区

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局首批“互联网 +”智慧能源（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

7 日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出的高铁车轮用钢（HS7）通过专

家验收。

是日　百济神州宣布与美国制药巨头新基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

发和商业化百济神州研发的 PD-1 单抗 BGB-A317（一种抗肿瘤药物），用于

实体肿瘤的治疗。

11 日　中关村管委会、天津市科委和河北省科技厅在京联合发布《发挥中

关村节能环保技术优势推进京津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

15 日　北京汽车首款北汽新能源 EU300 产品在顺义北京分公司下线。

EU300 是全球首款“充换兼容”车型，拥有综合工况 300 公里续驶里程，完成

换电作业时间 3分钟。

16 日　北京首家民营银行——中关村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北京地区第一家

民营银行，其根本宗旨是服务“三创”，即创客、创投、创新型企业。

17 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印发《关于通报国家高新区评价（试行）结果的通

知》。中关村示范区在 2016 年度国家高新区评价（试行）工作中综合排名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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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　百度与微软公司在京宣布，双方将携手推进全球自动驾驶技术的发

展与应用。

是日　中国首家互联网金融标准研究院正式落户中关村西区。

是日　香港交易所“上市之路”中关村专场活动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

举行。

20 日　中关村军民融合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启动仪式暨首届中关村科技军民

融合鲲鹏论坛举行。

是日　联想集团在上海召开以“让世界充满AI”为主题的全球科技创新大会。

21 日　中关村创业大街举办主题为“助梦创业行·共享成长”的第二届创

客运动会。

23 日—27 日　主题为“智·造未来”的中关村科学城智能制造创新周举行。

29 日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在京发布了薄膜太阳能新产品——汉瓦。

是月　由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研制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彩

虹-5”进入批量生产。

8 月

1 日　京东集团宣布，旗下的京东物流江苏昆山无人分拣中心投入运营。

7 日　oFo 和摩拜单车公司开启共享单车免押金骑行。

10 日　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

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创业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

11 日—13 日　由创业公社、歌华集团联合举办的主题为“创客·进化”的

“2017 北京创客盛会”举行。

13 日　北京亦庄数字科技创意园正式揭牌。

18 日　2017 中关村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会在昌平未来科学城举行。

是日　由大唐微电子公司研发的 FP20B 指纹采集仪模组通过公安部检测。

22 日　京东集团在京宣布推出中国首张互联网储蓄银行卡——“京东银行

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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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政府侨办、中关村管委会共同主办“万

侨创新，共赢发展——海外院士专家建言助力北京创新发展论坛”。中关村管委

会首次聘请 8位海外院士专家担任中关村海外顾问。

23 日—27 日　由市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世界机

器人大会”在亦庄举行。

25 日　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北京市代市

长陈吉宁、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出席并讲话。

28 日　oFo 小黄车携手央视财经频道共同推出名为“厉害了我的国”定制

单车，首批已在北京投入使用，并将在全国 160 多个城市投放 50万辆。

29 日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与北京用友政务软件有限公司在京宣布

共同创立“管理大数据研究院”。

是日　京东集团获陕西省颁发的覆盖陕西省全境的无人机空域书面批文，

这是国内第一张覆盖全省范围的无人机空域批文。

31 日　北京理工大学、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及美国 ECPower

公司组成的研发团队开发出全球首款低温电池产品。

9 月

2 日　BOE （京东方）全球首款数字艺术馆——BOE画屏获 2017 年柏林国

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IFA 产品技术创新奖”。

3 日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小米公司等 20 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入

选商务部 2017—2018 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6 日　创头条、北京大学科技园等单位在京发布首个全国国家大学科技园双

创地图。

11 日　小米公司在京发布首款无边框屏幕的智能手机小米MIX2。

12 日　由百济神州公司研制的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的“PD-1 单抗

BGB-A317”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15 日　北京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中心、中关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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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集团、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公司共同出资的总额

为 200 亿元的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设立。

15 日—21 日　以“双创促升级　壮大新动能”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北京会场主题展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

15 日—25 日　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共

同主办的“中关村创新创业季 2017”在海淀区举行。

16 日—12 月 6 日　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共同主

办的以“融合创新，科技兴军”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暨中关村首届

科技军民融合专题赛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

17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国资委联合主办的以“构建创新驱动新模式，

壮大转型升级新动能”为主题的市属国企中关村科技企业融合创新峰会在中关

村示范区展示中心召开。

是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团市委、海淀区政府共同举办的“2017 中关村

U30 第三赛季”在京举行。

19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

主办的2017年中关村前沿科技创新大赛启动仪式在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

20 日（当地时间）　北京市人才与科技峰会在中关村硅谷创新中心举行。代

市长陈吉宁出席并致辞。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挂牌设立“中关村外

籍人才服务窗口”。

中旬　美国著名创投研究机构 CB Insights 发布“全球独角兽公司榜单”。

滴滴出行以 500 亿美元的估值居第二位，小米公司以 460 亿美元的估值位居第

三。 

22 日（当地时间）　中关村管委会、美国湾区委员会和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

联席会在美国旧金山市签署合作协议。代市长陈吉宁出席签约仪式。

27 日　百度辟谣平台在京正式发布上线。

是日　摩拜单车与首汽约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App接入、服务互通、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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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接、品牌营销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

28 日　京东集团在京推出与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合作研制的 EV80 新能

源无人轻型货车。

是日　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等组建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在怀柔科学城

正式开工。

29 日　怀柔科学城、未来科技城、北京“侨梦苑”、北京保险产业园 4个园

区入选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园区。

30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政府在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发布《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工智能产业培育

行动计划（2017—2020 年）》。

10 月

9 日　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和委内瑞拉航天局联合研制的委内瑞拉遥

感卫星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并进入预定轨道。

16 日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所属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主导编制的国际

标准 ISO 19924《空间系统——声试验》对外发布。

17 日　“中国博士（后）创新中心”在亦庄园设立。

19 日　由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中国首台全国产化 250W 液氦

温区制冷机通过专家验收。

是日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和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联合研发

的“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腺病毒载体）”新药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批准。

21 日　由北京国研智慧工程研究院研发的“赛福能内燃机增氧装置”在京

通过专家验收。

22 日　党的十九大列席代表到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视察参观以“砥砺奋

进　辉煌五年”为主题的中关村示范区科技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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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　京东方投资建设的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在四川成都正式量

产，这是中国首条柔性AMOLED生产线。

31 日　由中关村管委会等单位发起的“2017 中关村人工智能活动季”在海

淀区启动。

11 月

2 日　中关村管委会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电视台等 14 家中央

及北京市媒体赴中关村领创空间、大兴新媒体基地等进行集体采访。

是日　美国商业资源企业“专家市场”公司公布了 2017 年度全球最大科技

城市排名，北京位列第一。

3 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与长城战略咨询在京联合发布《国家高新区“瞪羚企

业”发展报告 2017》，中关村示范区“瞪羚企业”数达到 650 家，占国家高新区“瞪

羚企业”总数的 1/4。

5 日　百度公司的自动驾驶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入选科技部首批国家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

是日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第 24、第 25 颗北斗导航卫星，用中

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6 日　北京中科寒武纪科技有限公司在京发布新一代智能处理器 IP 产品及

未来芯片产品研发路线图。

7 日　“中关村海聚博源海外人才创业园”和“中关村智汇柠檬孵化器海外

人才创业园”在房山区挂牌成立。

13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建设中国（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14 日　在美国丹佛召开的 SC2017 国际高性能计算大会上，由中国国家并

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获世界超级

计算机排名榜单 TOP500 第一名及“戈登·贝尔”奖，实现了我国在世界高性

能计算应用领域这一最高奖项上的“零的突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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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首购产品第一批政府采购交货仪式在京

举行。

16 日（当地时间）　由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发展集团主办的首届中关村硅

谷全球创新未来峰会暨中关村海外论坛在美国硅谷举行。

是日　以“Bring AI to Life”为主题的“2017 百度世界大会”在京开幕。

24 日　2017 年中关村前沿科技创新大赛闭幕式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

行。复朗施（北京）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大九天软件有限公司、速感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分别获得此次大赛的冠、亚、季军。

是日　位于海淀温泉镇的中关村创客小镇正式开园，578 个工位的共享办

公空间启用。

25 日—26 日　第 11 届 iCAN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暨 2017 年 G·iCAN 全球

创新大会在昌平区举办。

27 日　中国工程院公布 2017 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关村示范区孙逢春等 29

人入选。

28 日　中国科学院发布 2017 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关村示范区王小云等 23

人入选。

28 日　中关村京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中心在香港揭牌成立。

29 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 2016 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考评结果。

中关村示范区的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等 7 家被评为优秀（A 类），北京九州通科

技孵化器有限公司被评为良（B 类），另有 17 家被评为合格（C 类），1 家被评

为不合格（D类）。

30 日　怀柔科学城城市设计方案启动全球征集。

12 月

1 日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投资建设的航天产业园一期工程在顺

义园开工建设。

3 日　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勘查卫星一号”在酒泉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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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

5 日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三期规划在京发布。

是日　联合国环境署将 2017 年度“地球卫士”（商界卓识奖）授予北京摩

拜单车公司。

6 日　以“构建新时代的信用新模式”为主题的 2017 年信用北京暨第三届

信用中关村高峰论坛在京召开。论坛启动了“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是日　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北京市人民政府质量管理奖”。

是日　“北京智能计算产业研究院”在顺义园揭牌成立。

7 日　以“创新·智能·新经济”为主题的 2017 年中关村论坛在京举行。

9 日　北京市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在亦庄园成立。

11 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种小体积低功耗永磁偏置外转子径向磁轴

承”、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多晶硅的方法”和北京四环制药有限

公司的“一种安全性高的桂哌齐特药用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其应用”等 3 项

发明专利获第 19 届中国专利奖金奖。

12 日　2017 年中关村大数据日活动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

12 日—14 日　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 10 多个国家

的近 140 位海外人才参加 2017 年冬季海外人才考察中关村活动。

15 日　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成立 30 周年庆祝大会暨高峰论坛在京

举行。

是日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网站全新改版上线。

20 日　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京发布中国首款嵌入式人工智能“中

国芯”——面向智能驾驶的征程（Journey）1.0 处理器和面向智能摄像头的旭

日（Sunrise）1.0 处理器。

是日　京东方投资建设的全球首条 10.5 代 TFT-LCD 生产线在安徽合肥

投产。

21 日　由创新工场、搜狗、今日头条三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AI Challeng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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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AI 挑战赛”在京落幕。

22 日　北京零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 X 系列火箭发动机在京完成

整机试车。

23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河北省保定市政府在京续签《全面深化创新驱动协

同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是日　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陆地“勘查卫星二号”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并进入预定轨道。

24 日　由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国内首支甲型肝炎灭活疫

苗——孩尔来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

是日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在中关村软件园成立。

25 日　锋创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被科技部列为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是日　Plug and Play China、国联万众等 43 家中关村众创空间被科技部

列为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体系。

是日　中关村银行推出 3 款产品：针对入驻知名或区级以上的创业园、孵

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的创新创业企业的创业通；针对拥有中关村高新技术

企业或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高成长型科技企业的加速通；针对由知名创

业投资机构投资的细分赛道中的龙头企业以更高的估值融到下一轮股权融资的

认股权贷款。

28 日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互联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等 3 家

中关村示范区众创空间被科技部确定为第二批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示范。

29 日　中关村管委会与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在雄安新区签署《中关村科技

园区管理委员会　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建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协议》。

是日　中关村管委会公布第七批“金种子企业”名单，290 家科技型初创

企业获“金种子”称号。截至 2017 年底，中关村示范区“金种子企业”达 960 家。

   

2017 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21746 家；年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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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 254.5 万人；总收入 51157.9 亿元，出口 290.9 亿美元；实缴税费总额

2593.9 亿元，利润总额 4670.8 亿元；企业专利申请数 73838 项，其中发明专利

数 43696 项，专利授权数 43383 项。

2017



382

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大事记（1988—2017）30年

后  记

为庆祝中关村园区成立 30 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于年初启动编纂

《中关村园区创新发展 30 年大事记（1988—2017）》，通过记述中关村园区 30 年

创新发展历程中的大事要事，展示北京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脉络，以飨读者。

本书收录中关村大事要事 3022 条，创新成果插图 81 幅，数据统计图 12 张，

以及中关村“一区十六园”的由来与概况。

本书资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北京志 •中关村科技园

区志》、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编纂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志资料

长编（2006—2010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志资料长编（2011—2015年）》

《创新中关村（1981—2012 年）》《中关村年鉴》（2008—2017 年卷）等。

北京云伊若水文化有限公司承担了本书的具体编纂工作，中关村管委会有

关处室、海淀园管委会史志办、中关村志鉴编辑部等单位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王铁鹏、赵慕兰、孙晓峰、崔震、华蕾、罗向东等专家对本书提出了不少补充

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关村园区在 30 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机构变迁和人员流动等原因，导

致一些资料的遗失，加之编纂者水平有限，书中的疏漏、取舍不当等在所难免，

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8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