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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独角兽企业发展现状及主要城市扶持政策分析
“独角兽”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强、增长速度快、成长周期短
的特点，已成为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力量。
一、 独角兽企业相关背景
（一）独角兽企业定义
“独角兽企业”的概念，最初由种子轮基金 Cowboy Ventures
的创始人 Aileen Lee 于 2013 年提出，指代那些具有发展速度快、
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的创业企业。标准是创业十年
左右，企业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 100 亿美元的企
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
“独角兽企业”概念提出后，迅速在全球科技界和投资界得
到了认可，相继有包括 TechCrunch、CB Insights、Digi-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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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财富在内的多家研究机构公布了自己的独角兽榜单。
各榜单标准相对比较类似，均有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限制，其中，
两家榜单要求是初创企业，一家榜单明确要求创办不超过十年。
（二）中国独角兽企业标准
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17 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
告》
，中国独角兽企业标准为：
（1）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
资格的企业；（2）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3）获得过私募投资，
且尚未上市；
（4）符合条件（1）
（2）
（3）
，且企业估值超过（含）
10 亿美元的称为独角兽；（5）符合条件（1）（2）（3），且企业估
值超过（含）100 亿美元的称为超级独角兽。
二、我国独角兽企业发展现状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截至到 2018 年底，我国独角兽企
业已有 203 家。
（一）行业分布
汽车交通业数量最多，金融业合计估值最高。从企业数量的
行业分布来看，2018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在汽车交通领域的数
量最多，达到 27 家。金融、企业服务、电子商务、医疗健康、物
流、文化娱乐、硬件、教育、房产服务领域的企业数量均达到 10
家及以上，本地生活、旅游等领域的企业数量还较少。从企业估
值的行业分布来看，金融业合计估值最高，达到 2845.16 亿美元，
占据全部独角兽估值的 30.29%。文化娱乐、汽车交通和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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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位居 2-4 位。

图 1 2018 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的行业分布
（二）地域分布
北京地区数量与合计估值均最多。从企业数量的区域分布来
看，2018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在北京地区的数量最多，达到 87
家。上海、广东和浙江位居其后，分别为 40 家、27 家和 24 家。
江苏、香港、四川、湖北、重庆、山东、安徽数量较少，均低于
10 家 。
（三）超级独角兽企业
2018 年，中国估值超过百亿的超级独角兽企业主要分布于北
京、浙江、广东和上海 4 地区，企业数量分别为 6 家、4 家、2 家
和 1 家，主要分布于金融、文化娱乐、企业服务、汽车交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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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本地生活、硬件 7 大行业。
表 1 2018 年我国超级独角兽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地区

成立时间

行业

子行业

估值（亿美元）

1

蚂蚁金服

浙江

2014

金融

金融综合服务

1476.92

2

今日头条

北京

2012

文化娱乐

媒体及阅读

750.00

3

阿里云

浙江

2009

企业服务

IT 基础设施

710.77

4

滴滴出行

北京

2012

汽车交通

交通出行

600.00

5

陆金所

上海

2011

金融

借贷

400.00

6

口碑

浙江

2005

本地生活

本地综合生活

300.00

7

大疆无人机

广东

2006

硬件

飞行器

220.00

8

京东数科

北京

2013

金融

金融综合服务

204.62

9

快手

北京

2011

文化娱乐

视频

200.00

10

菜鸟网络

浙江

2013

物流

综合物流

200.00

11

微众银行

广东

2014

金融

金融综合服务

160.00

12

比特大陆

北京

2013

金融

虚拟货币

150.00

13

京东物流

北京

2017

物流

综合物流

134.0

三、江苏省独角兽企业发展现状
（一）区域分布和企业名单
根据 2018 年 11 月江苏省科技厅发布的《江苏省高新区独角
兽企业和瞪羚企业发展报告》，目前江苏省独角兽企业有 8 家，分
布在南京、无锡、苏州、镇江 4 市，包括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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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知行电动车有限
公司、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基石药业（苏州）有限
公司、江苏车置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上述 8 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
103.41 亿美元。
（二）行业分布
不同于国家独角兽企业以平台型经济、共享型经济、互联网
金融为主的特点，江苏 90%以上的独角兽从事制造业、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技术领域。例如，紫米电
子是电子 IT 周边市场的开拓者，产品之一的小米移动电源已成全
球销量第一的移动电源；恒神碳纤维产能国内第一，成为第一个
进入国际大型民机生产商碳纤维预浸料供应链的中国企业；信达
生物制药建立了 13 个新药品种的产品链，其中 5 个入选国家“重
大新药创制”。
四、国内主要城市独角兽企业扶持政策分析
（一）各地方出台的独角兽企业扶持政策
由于独角兽企业爆发力强、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特别是 2018
年 3 月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2017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
和 164 家独角兽企业榜单后，很多地方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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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主要城市发布的独角兽企业扶持政策一览表
地区

时间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2018.6

苏州市独角兽企业培育计划
（2018～2022 年）

2018.5

苏州工业园区关于实施独角
兽企业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

2018.6

关于对瞪羚企业、独角兽企
业、拟上市企业等进行“一
企一策”激励的实施办法

为上述企业开设绿色通道，实行“一企一
策”。

2018.4

杭州市独角兽企业培育工程
实施意见（2018-2020）(征
求意见稿)

到 2020 年，全市力争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
20 家以上，准独角兽企业（估值 1 亿美金
以上）150 家，纳入独角兽培育库企业（估
值 3 亿元人民币）不少于 300 家

深圳市培育独角兽企业行动
方案

在现有独角兽企业基础上，每年新增 1-2
家独角兽企业。到 2020 年，超级独角兽企
业累计超过 2 家，独角兽企业累计超过 20
家;到 2022 年，超级独角兽企业累计超过
5 家，独角兽企业累计超过 30 家，估值在
3 亿美元以上的准独角兽企业超过 50 家，
估值在 1 亿美元以上的潜在独角兽企业超
过 100 家。

关于深化产业培育实现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意见

加快构建以种子期雏鹰企业、瞪羚企业、
独角兽企业、平台生态型龙头企业为重点
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对首次认定的潜在
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分别给予企业
管理团队 30 万元、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力争三年时间培育独角兽企业 10 家。

苏州

南京

杭州

深圳

成都

构建从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瞪羚企业到独角兽企业的成长培育机制；
到 2022 年，全市纳入独角兽培育企业库的
企业累计达 200 家以上，培育形成 15 家左
右独角兽企业。
到 2020 年，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 10 家、
准独角兽企业 15 家，力争培育 1-2 家超级
独角兽企业（估值 100 亿美元）。

2018.7

2018.11

西安

2018.11

西安市独角兽企业培育方案
(2018—2021 年)

重庆

2016.12

重庆市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培
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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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独角兽分层级、分梯次、精准化培育
机制；到 2021 年，全市力争培育独角兽企
业 10 家以上，独角兽成长企业 30 家以上，
独角兽种子企业 100 家以上。
原则上，对独角兽企业支持建设一家研发
平台，经评审认定为新型高端研发平台的，
最高给予 1000 万元财政资金支持。

（二）特色化扶持政策
1、成都：打造独角兽岛，设立 100 亿基金
2018 年 7 月，全球首个以独角兽企业孵化和培育为主的产业
载体——“独角兽岛”项目在天府新区正式开工建设。独角兽岛
占地总面积 1006 亩，建筑面积 140 万平米，总投资约 165 亿元，
计划于 2019 年底建成一期工程，2022 年全面建成。2019 年 2 月，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出台《关于支持新经济企业入驻独角兽
岛的若干政策》，推动独角兽岛成为支撑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场景培
育地、生态创新区和产业聚集地。天府新区将设立总规模 100 亿
元“独角兽投资基金”
，采取母基金和直接股权投资方式，分别在
天使轮、成长期、壮大期三个阶段给企业进行投资。
2、杭州：重视平台型企业衍生孵化独角兽企业的优势作用
以 BAT 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基于产业生态，投资、孵化了大
量独角兽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重要来源。2018 年 4
月杭州发布的《杭州市独角兽企业培育工程实施意见（2018-2020）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重视平台型企业衍生孵化独角兽企业
的优势作用，深化与阿里巴巴、富士康、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
大企业大平台的战略合作，集中优势创新资源，精准扶持，做大
做强。
3、深圳：实施独角兽遴选发现行动，实行动态跟踪和服务
2018 年 7 月，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市培育独角兽企业行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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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以企业成立年限、私募融资与估值、近三年收入或净利润的
平均增速等为主要指标，结合技术平台、知识产权、研发团队等
创新能力指标，提出制定准独角兽、潜在独角兽遴选发现评价标
准体系。同时，建立准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企业数据库，对入库
企业的相关信息进行动态更新和跟踪，以提供精准政策扶持。
4、南京：实施独角兽企业“一企一策”
2018 年 6 月，南京市出台了《关于对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
拟上市企业进行“一企一策”激励的实施办法（试行）》，为企业
开辟“一企一策”绿色通道。企业的意见、建议、诉求，分别由
科技部门、经信部门和金融办对接、汇总，上报市主导产业推进
办公室充分调研、会商、核实，提出政策支持建议，报市委市政
府审议，责任部门根据市委市政府“一事一议”结论予以政策办
理和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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