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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ntropy evaluation metho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By using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rom five aspects: scale level, management ability, technology level, operation ability and profit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has been
rising in recent years.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 and the expansion of enterprise scal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but the problems of low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weak profitability affect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competitiveness.
Therefore, sustained promotion to strengthen innovation, expand the scale, reduce costs and improve efficiency is the future policy focus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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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熵值法构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体系，利用上市公司数据，从规模水平、管理能力、
技术水平、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五个方面测度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竞争力。结果发现，近些年来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呈不断上升态势，其中科技水平提升和企业规模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管理效率较低、盈利能力较弱等问题影响了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持续推进企业加强创新、扩
张规模、降低成本、提高效能是未来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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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际产业升级和科学技术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都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中争占经济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战略选择。2010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世界技术发展前沿。在政策引导下，
我国战略新兴产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航天航空、新能源等产业已具备国际领先水平，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但同时必须看到，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整体实力目前依然偏弱，不少企业实际仅是从事产业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缺乏核心技术和市
场品牌，产业国际竞争力总体不高[1]。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是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取得国际竞争优势，迈向世界产业发展高端的重要保证。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建立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从规模水平、管理能力、技术水平、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五个方
面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指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进而针对
性提出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2.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1.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竞争力的要素有很多，涉及管理、经营、技术、规模等多个层面，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应是众多层面要素的有机组合，体现的是内部性与外部性的统一、全面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横向与纵向的统一、现实性与指导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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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内部性与外部性的统一
企业竞争力的高低直接源自于其生产经营业绩的好坏，受到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研发能力、人员
状况以及外部的销售经营、市场分布、行业地位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
评价指标的选取既要考虑到其内在关键要素的影响，又要考虑到外部市场显性要素的表现。
2.1.2. 全面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企业具有高竞争力的最终表象就是获得高额利润，占据重要市场地位。这关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全
部过程，因而就要求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指标选取要全面涵盖企业生产、管理、市场销售等不同环节。但
由于所涉及要素纷繁复杂，系统罗列出全部影响要素不仅难度较大，难以操作，而且也无法突出对企业
竞争力起到关键作用的核心要素的影响。因此，指标的选取要有取有舍，选择贡献度较大的关键性指标。
2.1.3. 横向与纵向的统一
指标体系中选取的每一项指标都要具有横向可比性，能够就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某一方面业绩与不同
地区不同企业进行比较。同时，选取的指标应具有纵向可比性，随着时间的推进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
可以通过指标的纵向对比，衡量企业在生产经营某一方面的发展变化状况。
2.1.4. 现实性与指导性的统一
利用客观的数据定量反映企业竞争力的变化状况，是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现实性要求。同时，
竞争力评价中不同指标反映出的问题还能够指导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等相关主体就现有制度体系、
管理架构、政策规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改进，这是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指导性要求。

2.2. 评价指标设定的思路
企业能力论认为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对其所能掌握资源的整合能力[2]。即企业能够利用资源获取持续
利润收入，实现从“生产 → 市场 → 扩大再生产”的持续良性循环的能力，这一能力的内在表现就是
企业高效的管理、有效率的生产以及不断扩大的规模，其外在表象就是企业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影响力的
不断提升。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
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1，具有知识性、创新性、战略性等特征，科技创新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占据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产业技术水平的高低根本决定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国
际竞争实力的大小。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取既要涵盖扩大再生产中企业内在积极
要素累积所形成的竞争力基础的不断强化，更要体现出技术创新在企业竞争实力提升所发挥的关键核心
作用。基于以上思路，结合指标选择需遵循的主要原则，我们从规模水平、管理能力、技术水平、营运
能力和盈利能力等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五个关键环节入手，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确定为
五类一级指标和 14 类二级指标，据此展开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分析。

2.3. 评价指标选取及说明
2.3.1. 规模水平指标
规模水平指标用以反映某一时点企业的总体规模。包括营业总收入 C11 和总资产 C12。这两项指标反
映的是企业规模的大小，其数值越高，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就越有机会从规模效应中获得更多效益
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2.3.2. 管理能力指标
管理能力指标反映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对内部生产活动和外部市场经营的管理与协调能力的大小。
1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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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能力指数 C21 是管理费用与营业总收入的比值，市场经营能力指数 C22 是销售费用与营业总收入
的比值。这两项指标衡量了每单位收入的获得所需支付的管理与销售成本，其值越小，说明企业管理效
能越高。
2.3.3. 技术水平指标
技术水平指标包含了研发支出与营业总收入比值 C31、本科以上员工比例 C32 和总资产中无形资产比
重 C33 三项指标。研发支出是企业进行科技研究与技术开发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这是企业实现技术
创新、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基础，其值越高，企业实现技术创新而获得竞争优势的机会就越多。企业本
科学历员工越多，企业实施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的学习效果越好，开展技术变革、工艺改进、管理
模式改善等活动的成效就会越大。企业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以及由企业研发项目形
成的技术积累等内容，无形资产的增加说明企业在科技研发、专有技术、市场异质性与产品专属性等方
面条件的改善，这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运营效率的提高，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2.3.4. 营运能力指标
营运能力主要用以反映企业生产经营中资产运营的效率与效益，可以使用流动资产周转率 C41、存货
周转率 C42、应收账款周转率 C43 和固定资产周转率 C44 表示。其计算方法为：流动资产周转率 = 主营业
务收入净额/[(期初流动资产总额 + 期末流动资产总额) ÷ 2]；固定资产周转率 = 销售收入/[(期初固定资
产净值 + 期末固定资产净值) ÷ 2]；存货周转率 = 销售成本/[(期初存货余额 + 期末存货余额) ÷ 2]；应
收账款周转率 = 销售收入/[(期初应收账款余额 +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 2]。流动资产周转率和固定资产
周转率衡量了企业资产的利用效率，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运用掌握资产获得收入能力越强。存货周转率
衡量了企业存货资产变现能力，应收账款周转率衡量了企业平均收账期的长短。两者比率越高，说明企
业资金周转速度越快，资产流动性越强。
2.3.5. 盈利能力指标
盈利能力用以反映在正常经营状态下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可以从总资产报酬率 C51、销售毛利率
C52 和单位成本获利能力 C53 三个方面说明。其计算方法为：总资产报酬率 = 一定时期报酬总额/[(期初
资产总额 + 期末资产总额) ÷ 2]；销售毛利率 = (销售净收入 – 产品成本)/销售净收入；单位成本获利指
数 = 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成本。总资产报酬率反映了企业单位资产获取报酬的能力，销售毛利率反映了
单位销售收入形成盈利和弥补期间费用的能力，单位成本获利指数衡量了单位成本支出获得收入的能力。
三个指标值越高，说明企业获利能力越强。

3.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方法
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为便于比较，需要利用这些指标
对企业整体竞争力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目前，熵值法在分指标综合评价中被广泛使用[3] [4] [5]。这种
评价方法利用客观数据计算每一指标的权重，消除了主观赋值中的人为因素，是较为常用的综合评价方
法[6]。假设有 g 个企业 m 年的 n 项指标，Xhij 表示第 h 个企业第 i 年第 j 个指标，那么利用上市公司数据
进行熵值法评价的方法步骤如下[7] [8] [9]。

3.1. 样本标准化
首先要对指标进行非负化处理，对于越大越好的指标，使用公式：
Yhij =
( X hij − min X j ) ( max X j − min X j ) ,对于越小越好的指标，使用公式：
Yhij =
( max X j − X h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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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hij

(Y

hij

− Y j ) σ j ，其中， Y j , σ j 分别为 j 指标的均值与标准差。最后，为消除取对数有负数的影响，再

对数据进行平移，公式为： Z=
Yhij′ − int ( min Y j′ ) 。
hij

3.2. 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值与综合评价值
根据计算出的 Z 值，按下列步骤计算各指标在总体评价中的权重与综合评价值。
第一步，指标同度量化。即计算不同公司各年 j 指标的 Z 值占总体 j 指标 Z 值的比重：

Phij = Z hij

m

g

∑∑ Z hij

h 1
=i 1 =

m

g

第二步，计算分指标熵值： E j =
− ∑∑ Phij × ln ( Phij ) ln ( gm )
=i 1 =
h 1

第三步，计算分指标的差异系数： D j = 1 − E j
第四步，计算分指标的权重： S j = D j

n

∑ Dj
j =1

第五步，计算每个公司不同年度各指标综合评价值： G=
Z hij × S j
hij
根据熵值的可叠加性质，可以计算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在不同年份总体综合评价值和分指标
年度综合评价值。

4.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检验及分析
4.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界定及数据来源
虽然 2012 年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 (试行)》，详细界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所涉及的细分行业。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统计体系中还未正式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条目，因此没有办法
从现有的公开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细分行业的统计资料。本文沿用孙治宇[10] (2017)
的做法，选取在我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的公司，对照国家发展与改革委
员会 2013 年颁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内容，以企业主营业务为重要标准对所
有上市公司进行筛选，并对数据缺失和上市时间较短的企业进行剔除，最后遴选出 1123 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 2，利用熵值法，计算出相关细分指标的权重(表 1)和年度综合评价值(表 2)。
Table 1. Index weight of competitiveness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表 1.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2

目标

一、规模水平

二、管理能力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1、营业总收入 C11

0.1205

2、总资产 C12

0.1312

3、管理费用/营业总收入 C21

0.0015

4、销售费用/营业总收入 C22

0.0003

5、研发支出/营业总收入 C31

0.2547

6、本科以上人员占比 C32

0.0885

7、无形资产/总资产 C33

0.0704

8、流动资产周转率 C41

0.0742

9、存货周转率 C42

0.0559

10、应收账款周转率 C43

0.0531

11、固定资产周转率 C44

0.1231

三、技术水平

四、营运能力

日期跨度为 2012~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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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总资产报酬率 C51

0.0011

13、销售毛利率 C52

0.0148

14、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成本 C53

0.0106

五、盈利能力

Tabl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表 2.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一、规模水平

0.23532

0.24025

0.24588

0.25269

0.26276

0.27340

二、管理能力

0.03987

0.03979

0.03979

0.03968

0.03969

0.03965

三、技术水平

0.55818

0.56821

0.56827

0.57530

0.58157

0.58310

四、营运能力

0.38484

0.38584

0.37956

0.37340

0.37723

0.38204

五、盈利能力

0.16205

0.16025

0.16044

0.15995

0.16089

0.15884

综合值 G

1.38027

1.39435

1.39392

1.40103

1.42213

1.43703

排名

6

4

5

3

2

1

注：数据为年度各公司综合评价的均值。

4.2.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总体发展趋势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竞争力综合指数均值由 2012 年的 1.380 提升至 2017 年 1.437，
虽然 2014
年出现暂时的下降，但总体保持上升趋势，说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竞争力在不断增强。尤其是近
几年，呈现出快速增加的态势(图 1)。

Figur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competitiveness
图 1. 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数

4.3.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发展状况分析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总体不断提升，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利用各分类指标评价值的变
化情况，可以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找出应对的策略。
4.3.1. 规模水平
整体上看，涉及的企业总体规模在不断增加。2012 年，平均营业总收入为 63.1 亿元，2017 年增加
到 112.3 亿元，增长近 2 倍。同期平均总资产则由 97.4 亿元增加到 177.6 亿元。从权重看，两项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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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分别达到了 0.1205 和 0.1312，远高于 0.0714 的平均权重，说明总体规模增加带来规模效应的不断释
放成为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来源。
4.3.2. 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综合值逐年下降，说明企业的管理效率在不断降低。2012 年，企业平均管理费用为 6.93 亿
元，2017 年达到 13.58 亿元，年均增长 14.41%，高于营业收入 12.23%的增速。同期销售费用占营业总收
入平均比重也由 7.55%上升至 8.66%，增速到达 15.34%。该两项费用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增加和市场的
扩大出现增加是正常的现象，但超出收入的增长会造成效益的下降。同时，费用的增加反映的是企业内
部运作协调和信息传递的不畅，这将会给企业未来发展带来严重阻碍。
4.3.3. 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综合评价值逐年增加，说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技术水平、研发创新能力呈现不断
上升趋势。对比其他指标可以看到，技术水平指标综合评价是所有指标中最高的。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更多源自于企业技术上的深耕，另一方面说明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背景下，越来
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技术创新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2012 年，平均研发支出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为
5.01%，2017 年达到 5.30%，同时，本科以上人员比重也从 26.26%上升到 30.97%，这些都为企业市场竞
争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3.4. 营运能力
营运能力的实质是企业以尽可能少、尽量短的资产占用，创造尽可能多的纯收入。总体看，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营运能力呈现 U 型的波动变化(图 2)。2013 年达到高点后开始下降，2015 年达到最低。
此后开始逐步增加，近几年呈快速提升态势。从细分指标看，流动资产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综合评
价值占总评价值比例达到 90%以上，但存货周转率与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评占比小于 10%。说明企业在资
金周转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Figur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operating capability
图 2. 营运能力综合评价

4.3.5. 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是企业实现持续扩大再生产的重要保证。从综合评价值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
的盈利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从细分指标看，仅企业销售毛利率略有上升，总资产报酬率和单位成本收
入指数都出现下降(表 3)。与其他指标对比，企业盈利能力均值仅高于管理能力，低于整体均值，说明我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仍然偏弱，对企业竞争力的贡献度不高。因此，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和制度成本，全面提升企业获利能力，是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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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profitability
表 3. 盈利能力综合评价
年份

总资产报酬率

销售毛利率

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成本

2012

6.59%

28.86%

1.11

2013

5.93%

28.47%

1.08

2014

6.16%

28.70%

1.08

2015

5.41%

29.02%

1.07

2016

5.47%

29.59%

1.08

2017

4.46%

28.99%

1.06

年均增速

−7.52%

0.09%

−0.88%

数据来源：Wind 金融。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14 个分指标构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体系，通过对 1123 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上市公司竞争力的综合评判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在近
些年经济步入新常态、国家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大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呈现加速提
升态势。这说明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不仅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而且国际竞争实力
也在不断增强。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实力增强的重要原因，但管理效
能低、经营成本高、经营效益低等问题的存在也掣肘着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未来推动我国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应重点做好几个方面工作。

5.1. 持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补贴，提高无抵押贴息贷款力度，同时牵头成
立多方合作的投融资平台，为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对一些已认定的独角兽或隐性冠
军企业，要在社会保险、投融资、税费缴纳等各方面予与政策优惠。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大力
推动基础技术研究，鼓励企业联合创新、产学研协调创新、区域协同创新等多种创新模式发展，为企业
提供更多创新发展机遇。积极开展人才引进与培训计划，鼓励技术入股、股权激励等多种激励措施，不
断提升企业人才整体素质，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保障。

5.2. 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的扩大
安排专项财政扶持资金，用于培育、支持重点骨干企业做大做强。选择具有一定技术实力、规模水
平和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鼓励企业在做好做大主营业务的基础上，不断向产业链其他环节
延伸，尤其是向研发设计与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环节延伸，采用合并、控股、合作、合资等多种形式不
断拓展企业经营规模。依托现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鼓励集群企业开展横向兼并与纵向联合，不断做
大做强企业集团，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产业集群的市场竞争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5.3. 努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运营成本的降低
大力推进物流业的规划布局，建立互通、共享、高效的物流公共平台，梳理高速公路、铁路收费项
目，努力降低企业物流运输成本。大力推进水、电、气供应制度改革，放宽交易市场限制，鼓励相关市
场投资主体参加市场交易，大力降低企业用水、用电、用气成本。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以开发区、
高新区为主导，加大对企业员工的各类培训服务，建立中小型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孵化器，不断提升企
业孵化成效。搭建技术服务平台，帮助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做好项目申报、评价、策划等服务工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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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让。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精简政府部门机构，简化企业审批手续，减少
企业审批收费项目，大力推行“一站式服务”，降低企业税费成本和时间成本。

5.4. 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经营效能的提升
加快推进企业现代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企业的制度体系，增强企业成本控制能力，推动企业信息
化系统建立，降低管理成本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加强现代产业集群建设，加快推进开发区、
工业园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围绕集群产业链条，优化空间布局，推进产业整合，为企业发展提供强
大的产业链、供应链支持。加快推进公共信息化平台建设，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涉及的用工、材料、政
策、价格等各方面内容提供多方位的信息需求，提升企业信息利用效率，减少市场搜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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