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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目的及主要结论



研究目的
Ø 石墨烯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并被视为未来

高技术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以及系列政策的推动

下，我国石墨烯产业快速发展。

客观、全面、正确认识我国各省市石墨烯产业发展水平和趋势；

给政府、企业、投资机构等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

挖掘全国各省市在石墨烯科研以及产业化布局等方面呈现的
不同特点；

研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石墨烯产业发展指数：



主要结论

全国31个省、市石墨烯产业发展基本呈现“四个梯队”。

“一核两带多点”的空间格局初步形成。

全国石墨烯政策环境整体趋好，福建省在产业政策和组织建设两方面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各地产业化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江苏省遥遥领先，初步呈现“一点两线”分布特征

各地创新能力指数存在一定的差距，北京稳居首位



第1章
中国石墨烯产业发展竞争力指数

指标体系设计



构建原则

系统性
既要考虑其产业
自身的因素，也
要考虑外部环境
对其的影响。

可操作性
指标的选择应尽
可能易于获取，
便于实际计算或

测量。

发展性
指标的选择需要
考虑未来石墨烯

产业的发展潜力。



指标体系架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中国石墨烯产业发展

竞争力指数体系分为

一级指标层和二级指

标层，具体包括发展

环境、产业发展、创

新能力3个一级指标

和组织建设、政策环

境等10个二级指标。



指标内涵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内涵

一、一级指标

1 发展环境 衡量外部环境对石墨烯产业发展的影响

2 产业发展 衡量各地石墨烯产业自身发展水平

3 创新能力 衡量各地石墨烯产业的创新水平和发展潜力

二、二级指标

1 组织建设 各地区为发展石墨烯产业设置的专门管理机构、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等情况

2 政策环境 各地发布的石墨烯政策情况

3 营商环境 各地的营商环境情况

4 集聚示范 各地石墨烯相关产业园、产业基地、特色小镇等载体建设情况

5 企业数量 各地石墨烯相关企业数量

6 产业规模 各地石墨烯产业总体规模

7 平台建设 各地石墨烯创新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等建设情况

8 论文数量 各地发表的石墨烯相关论文数量

9 科研专项 各地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石墨烯课题总金额

10 专利数量 各地申请的石墨烯相关专利数量



数据处理
n 通过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综合评价，计算得出全国31个省(区、市）的石墨

烯产业发展竞争力总指数及发展环境、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一级指标）指数。

总指数
Ø 计算得出全国各省(自治区、市）石墨烯产业发展竞争力总指数

Ø 从阶梯分布、示范引领、集聚发展等方面系统分析、总结全国石墨

烯产业发展情况。

Ø 计算得出全国各省(自治区、市）发展环境、产业发展和创新能

力（一级指标）分指数。

Ø 从区域的角度分别分析全国石墨烯发展环境、产业发展和创新能

力的整体情况。

一级指标指数



第2章 各地石墨烯产业发展竞争力总指数



 呈现明显的阶梯状分布，大致分为“四个梯队”

Ø 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Ø 江苏省以90.44的指数居榜首

第一梯队
90.44

78.496个

Ø 发展势头迅猛

Ø 福建省以74.78居第二梯队首位

第二梯队
74.78

65.50
6个

Ø 地区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发展水平有较大

提升空间

第三梯队
64.37

50.5512个

Ø 产业发展整体相对滞后

第四梯队
49.97

23.55
8个



2.1  我国工业发展质量的基本理论 “一核、两带、多点”集聚发展态势初显

一核

两带

多点



2.1  我国工业发展质量的基本理论东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最高

东部地区是我国石墨烯产业发展高地，

涵盖了处于第一梯队的全部六个省、市，

以及第二梯队的“领头羊”福建省。

Ø 东中西部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最高，占比高达41.08%。

25.88%

33.04%
41.08%

n西部地区

n中部地区

n东部地区



2.1  我国工业发展质量的基本理论西部地区多地发展潜力大，有望成为新的增长极
西部地区虽然近半数的省、市、自治区处于第四梯队，但拥有四川、重庆、陕西、广西等多
个第二梯队中排名较为靠前的地区，其中四川省石墨烯发展指数达到73.88，全国排名第8。

随着四川、重庆、陕西等地区石墨烯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进一步增强，未来西部

地区有望成为我国石墨烯产业发展新的增长极。



2.1  我国工业发展质量的基本理论中部地区省份整体发展较为均衡，竞争较为激烈
中部地区省份整体发展较为均衡，除黑龙江省位列全国第二梯队外，其余中部七个省份均处
于第三梯队，石墨烯产业竞争力指数处于55至65之间，整体差距不大，竞争较为激烈。

黑龙江省积极利用其石墨资源、创新资源及军民融

合等优势，石墨烯发展水平位列全国第二梯队，成

为中部地区石墨烯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2.1  我国工业发展质量的基本理论创新中心引领作用显著

名称 所在省市 研究方向及重点领域
地区石墨烯产业发

展竞争力指数

所在地区全国

排名

北京石墨烯产业
创新中心

北京
石墨烯应用材料复合化共性技术、
石墨烯批量化制备及应用的通用
技术、石墨烯颠覆性技术等。

80.11 3

浙江省石墨烯制
造业创新中心

浙江
电动汽车、海洋工程、功能复合
材料、柔性电子、电子信息等领

域的石墨烯及其改性材料。
79.12 5

江苏省石墨烯创
新中心

江苏

透明显示触摸屏、透明电极、传
感器、复合材料制备、水污染治
理、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半导

体器件、医用医疗、海水淡化等。

90.44 1

广东省石墨烯创
新中心

广东
石墨烯粉体制备、石墨烯复合储
能材料、石墨烯发热膜、石墨烯

电子信息材料等。
82.55 2

山东省石墨烯制
造业创新中心

山东
石墨烯材料及装备制备、石墨烯
采暖、复合材料、传感器、海水

淡化、储能材料等
79.28 4

2016年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启动建设

北京、浙江、江苏、

广东、山东等5家

省级石墨烯创新中

心陆续成立。



第3章 发展环境指数



各省份石墨烯发展环境指数阶梯化分布特征凸显

Ø 江苏省以27.62的发展环境得分位居全国第一；

Ø 福建、广东、北京、山东、浙江、上海等东部

省市占据了Top10中的七席；

Ø 中部地区只有黑龙江省入围Top10；

Ø 四川、广西两个西部地区的省份入围Top10。

各省市在发展环境方面多维度发力，在组织建设、政策环境、

营商环境等方面各有侧重，并且均取得了较好成效。



福建省石墨烯发展环境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Ø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同向比较中，福建省在产业政策和组织建设两方面都具
有较明显的领先优势，发展环境指数位居全国第二。

组建福建省石墨烯产业专家咨询委

聘请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等8位专家作为首批石墨烯产业咨询顾问。

出台两个省级石墨烯专项政策和两个市县级石墨专项政策
• 《福建省石墨烯产业发展规划*（2017-2025）》

• 《关于加快石墨烯产业发展六条措施的通知》

• 《泉州市石墨烯产业发展路线图（2018—2025年）》

• 《永安市高端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年）》

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举全省之力持续推动石墨烯产业发展



全国石墨烯产业发展政策整体趋好

各地联盟积极整合协调产业资源，建立

上下游、产学研信息、知识产权等资源

共享机制，推动研究机构、政府、企业、

投资机等单位的紧密合作。

石墨烯产业管理机制日趋完善

省级层面的石墨烯
产业联盟

省级层面的石墨烯
产业领导小组

（联席会议制度）
专家咨询委

福建
黑龙江
广西
北京

江苏
山东
四川
陕西
重庆
陕西
内蒙古

各地石墨烯产业
政策不断完善

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均出台了石墨

烯相关的专项政策，或者在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科技

专项中将石墨烯列入发展重点，形成国家

级、省级、市级交叉互促的产业政策环境。



第4章 产业发展指数



 各地石墨烯产业化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l江苏省以30.85分
稳居全国首位。

l石墨烯产业发展指数超过
20分的有11个省、市、自
治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
区。

l指数低于10分的有6个地区
，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l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等
地，石墨烯产业发展指数
也相对较低。

产业体系较为完
整，企业数量位
居全国首位。



 产业发展指数呈现“一点两线”分布特征

“两线”：
Ø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区域组成的东
南沿海“一线”

Ø黑龙江、内蒙古组成
的东北“一线”

钓鱼岛

南海
诸岛

赤尾屿

“一点”：
Ø 四川省



第5章 创新能力指数



 全国石墨烯创新能力差异显著，北京稳居首位

 北京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

拥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

院物理所、中科院化学所、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等优势高校院所，

在石墨烯高端人才、科研条件、

科技成果等方面均具有突出的优

势。



第6章 相关建议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集聚 布局

l 尽快研究制定石墨烯技术成熟度路线

图，对重点企业技术成熟度、经营状

况、产品销售等进行评估，科学评判

其产业化发展阶段和发展前景。

路线图

l 集聚创新资源，充分发挥东部地区

的创新优势，组织优势力量开展重

大项目和重点应用的技术攻关，对

石墨烯材料规模化制备、清洁生产

等关键技术和成套设备加强攻关，

加快关键技术成果的转化。

l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

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领域发展需求，

坚持需求引导，开展石墨烯前沿性和

战略性方向、核心技术、专利和产品

的布局，培育未来市场



  合理规划石墨烯制备产能

ü 部分领域的产业化
ü 以样品和实验室产品为主

用量小

ü 不同应用场景对石墨烯材
料的要求不同

下游需求不同

合理规划、控制石墨烯材料
制备产能

中西部等地区，受制于人才、技术等因素制约，要围绕当地基础好、竞争
优势明显的产业，突出应用导向，对新上石墨烯制备产能项目的市场前景
要做好评估，避免无效投资和资源浪费。

中西部地区

在东部沿海等石墨烯产业发展较快的地区，根据产业集聚情况，合理布局石
墨烯制备产能。

东部沿海地区



  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System

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等

优化配置资金、技术、
装备等资源

建设和引进一批石墨烯产业科
技服务、检验检测、质量认证
人才培训、创新孵化等公共服
务平台。

严格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原则运作，积极拓展融资渠道

围绕本地石墨烯产业发展特点

制定风险补偿等优惠政策，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支持，
对于运行良好的公共服务
平台积极申请国家支持

1 2

3

45

6



 做好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筹备

1

2

3

2016年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启动建设，并将石
墨烯纳入总体布局。

整合目前全国石墨烯创新中心的优势力量，
加强对行业关键技术的前瞻性布局，做好石
墨烯技术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

创新中心的成员单位要注重下游
应用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参与，
建议对下游应用领域企业的占比
及业内排名提出明确要求。

4

现有省级创新中心要继续加强对
下游应用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
的资源集聚，充分发挥应用企业
的市场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加快推动石墨烯的大规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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