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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青岛 97 家“小巨人”企业，数量排名全国第 8。

2、97 家“小巨人”企业，西海岸、胶州、城阳、即墨入选数量最多。

3、整体来看，青岛“小巨人”企业存在科技研发投入不足、股改比例不高、融

资进展慢等问题。

4、对标“硬科技”赛道，青岛应将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集成电路、新材料、

工业 4.0 等领域“小巨人”企业作为培育重点。

特别声明：本报告由青记智库联合青岛财经日报完成。

资料来源：工信部、企查查、青岛日报、半岛都市报、华安证券《“小巨人”的黄金时

代——专精特新画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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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背景

2021 年 9 月 2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证监会负责人就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答记者问时表示，将统

筹协调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布局，推动健全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全

链条制度体系，着力打造符合中国国情、有效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

专业化发展平台。

可以说，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一下子在全国引爆了“专精特新”的热度。

以此为标志，专精特新开始彻底走进大众视野。

1、什么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主要指代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中高端产业领域的尚处发展早期的小型企业，它们始终坚持

专业化发展战略，普遍具有经营业绩良好、有科技含量高、设备工艺先进、管理

体系完善、市场竞争力强等特点。

按照官方说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补链强链的重要力量，对解决“卡脖子”难

题意义重大。

“专精特新”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十年前，由时任工信部党组成

员、总工程师朱宏任，在 2011 年 7 月 14 日的全国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作会议

上提出，之后逐渐成为国家层面共识。

2012 年 4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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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意见》，首次提出鼓励小型微型企业走“专精特新”和与大企业协作配套发展的

道路，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中小企业发展方向定调。

此后，工信部、财政部等多个部门陆续出台了多个政策，引导、鼓励各地支

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通俗来说，各省市可以自己评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但只有入选工信部名单

的，才称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国家层面加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

进入 2021 年，专精特新企业开始频频进入国家高层会议和重要文件中。

今年 2 月，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通知》，明确在 2021 至 2025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100 亿元以上奖补资金，

分三批重点支持 1000 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动 1 万家左右中小企

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全国“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高峰论坛上表示，“‘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我们强调‘专精特新’，就是要鼓

励创新，做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

经济工作时强调，要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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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四五培育 1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官方政策扶持力度持续加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名单也在持续扩大。

自 2019 年以来，工信部已先后公布三批共 4762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

名单，涵盖了制造业中各个关键细分领域，被视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队”。

在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培育制造

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十四五”期间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格局，即培育

百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 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 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和 1000 家“单项冠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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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分布版图

根据工信部公示的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截至目前，我国“小巨人”

企业数量已达到 4762 家。

根据榜单，专精特新“小巨人”全国城市 30 强中，北京、上海、宁波“小巨人”

企业数量位列前三，青岛以 97 家位列全国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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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来看，东部表现最为突出。中西部地区有 9 座城市上榜，占榜单接近

1/3，其中重庆、成都和西安的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较多。

分省份来看，30 城中广东、山东和福建并列第一，分别都有 3 个城市入围。

从上市情况来看，目前已有全国超 300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 A 股上市。

在前 30 强城市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市数量排名前三的是上海、北京和深

圳，均超过 20 家。苏州以 17 家企业排在第 4 位，力压广州及一众省会城市。

具体到山东省内来看，截至目前，山东共有 362 家“小巨人”企业。

其中，青岛、烟台、济南分别有 97 家、43 家、35 家企业入选。此外，潍坊

27 家、淄博 25 家、济宁 21 家、威海 18 家、泰安 16 家，临沂、德州、聊城各 14

家、滨州 11 家、日照 9 家、东营 8 家、枣庄、菏泽各 5 家企业上榜。

在 A 股上市的“小巨人”企业中，山东有 15 家企业登陆 A 股。其中，烟台数量

最多，有 6 家，青岛 4 家，淄博 3 家，济南、德州分别有 1 家。



9

第三部分 青岛 97 家小巨人全景画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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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分布

从区域分布来看，西海岸新区、胶州、城阳、即墨等中小企业聚集的区市贡

献了全市 68%的“小巨人”企业。其中，西海岸新区入选企业数量领跑青岛，共有

21 家；胶州市入选企业数量紧随其后，为 16 家，其次是城阳区（15 家），即墨区

（13 家），平度市（9 家），莱西市、崂山区、李沧区和高新区各有 5 家。市南区

和市北区目前分别只有 2 家、1 家“小巨人”企业。

2、成立时长

从注册成立时间来看，97 家“小巨人”企业从事相关业务领域平均时间接近

1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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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这一数据跟全国“小巨人”企业平均成立时间持平。

而研究表明，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 3 年左右，远小于专精特新企业的平

均成立年限，说明成就专精特新需要较长时间的专业能力积累。

97 家“小巨人”企业中，2000 年之前注册成立的企业有 16 家，其中最早的是

1994 年注册成立的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成立 27 年。

此外，还有不少“小巨人”企业是在青岛老工业企业的基础之上“变身”成立的。

比如，青岛华威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是原来的青岛市平度度威台钳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于 1985 年，是国内最大的台钳专业制造商之一。

青岛昊悦机械有限公司前身为青岛娄山农机修配厂，成立于 1969 年，1999 年

03 月由其前身青岛娄山农机厂（国营）实施改制，更名为青岛昊悦机械有限公司。

还有青岛海力达齿轮箱有限公司前身为青岛第一齿轮厂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1999 年迎来了青岛“小巨人”企业的第一次集中注册成立高潮，

这一年有 9 家后来成长为“小巨人”的企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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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00 年，在 2000-2010 年期间，共注册成立 59 家企业，平均每年增加

4-8 家企业，其中自 2003 年开始，每年持续增加 6-8 家企业，迎来第二阶段小高潮。

2011-2021 年，共注册成立 22 家企业，其中 2011 年是青岛“小巨人”企业注册

成立的第三个高峰期，共成立 10 家企业。

自 2017 年青岛弯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以来，近 4 年来，青岛暂无新

注册企业入选国家级别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3、注册资本

从注册资本来看，97 家“小巨人”企业平均注册资本 7100 万元，高于平均值的

有 30 家。

其中，注册资金排名前三的企业分别是青岛海西重机有限责任公司（102200

万元）、青岛中加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36000 万元）、青岛畅隆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30099 万元），皆归属于先进制造与自动化领域。注册资本最低的是青岛海力达

齿轮箱有限公司（7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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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100 万元以下 1 家，200 万-1000 万元的有 15 家，1000 万-5000 万

元的有 35 家，5000 万-10000 万元的有 25 家，10000 万 -20000 万元有 16 家，

20000 万元以上有 5 家。

4、研发投入

专精特新“小巨人”都是深耕产业链某一环节或者产品，拥有自己核心技术，研

发创新能力强，在技术独创性和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已经具备一定优势。

青岛“小巨人”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占比的平均值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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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62 家企业科研费用占比低于平均值，33 家高于平均值，其中。有 7

家公司科研占比超过 10%，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青岛

海纳光电环保有限公司）的科研占比达 18%，排名第一。

5、行业分布

在行业分布方面，97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集中度前三的行业领域分

别为先进制造与自动化（46 家）、新材料（20 家）、电子信息（7 家）。

细分行业属性，专用设备制造业 12 的企业数量最多，其次是制造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其他制造业、批发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研究和试验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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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青岛工业产业布局基本相符。

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青岛规上工业营收前十强分别是汽车制造业，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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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融资情况

97 家“小巨人”企业中共有 4 家企业在 A 股上市，科创板 1 家，创业板 2 家，

主板 1 家。在业绩上，4 家 A 股“小巨人”企业平均实现营业收入 29903.7 万元，平

均实现净利润 4718.2 万元。（备注：青岛 97 家“小巨人”企业中，有一家为“青岛蔚

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并非上市公司的“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5 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分别是青岛伊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凯能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三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泰德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4 家企业进入新四板，分别是青岛万成锚链有限公司、青岛山科智汇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青岛宏达锻压机械有限公司、青岛天邦线业有限公司。

青岛朗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 2 家企业申请

创业板上市已获受理，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报上交所科创板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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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会。

从股改情况来看，青岛 97 家“小巨人”企业，目前共有 28 家企业完成了股改，

占比 28.8%。

对比来看，深圳 169 家小巨人企业中，已有 22 家企业在中小板、创业板或科

创板上市(含已过会)，59 家企业已经完成股改，占比 34.9%。

融资情况方面，青岛 97 家“小巨人”企业中，有 18 家企业实现融资。融资次数

最多的是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现 7 轮融资。青岛中科英泰商用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9 年，实现亿级人民币 B 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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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营业收入

在业绩方面，整体来看，青岛 95 家“小巨人”企业营收态势良好、盈利能力较

强，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207.2 亿元，平均营收 2.18 亿元（两家暂无数据）。

具体来看，营收在 2000 万-6000 万元区间的有 10 家企业，6000 万-10000 万

元 19 家，1 亿-10 亿元以下企业 65 家，10 亿以上 1 家——青岛海西重机有限责任

公司，与此同时，海西重机也是注册资本最高的一家企业。

95 家企业净利润平均值为 2053.3 万元，其中，亏损的企业有 2 家，分别是九

方泰禾和锦绣前程节能玻璃，净利润 1000 万元以下有 48 级家，1 亿元以上的企业

1 家，是华夏天信智能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在市场占有率方面，近半数企业的全国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更有部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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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国际市场半壁江山，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细分行业领导者。

比如，青岛艾普智能仪器有限公司的家电电机智能检测系统装备全球占有率

33%，排名第一；

青岛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球形石墨主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是新

能源汽车实现长续航里程和快速充电所必需的关键材料，近两年营收增幅达到

56.58%。

8、企业“掌门”背景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青岛 97 家小巨人企业的掌门人多为 70 后，近半数为研

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自身在本行业领域有一定科研建树。

青岛东海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崔云龙，高级工程师、中国酪酸菌之父、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新药项目评审专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获国家“科技部

创新创业人才”称号。提出“保护肠道菌群，就是保护健康和生命”、“益生菌饱和疗

法”、“开启全生命周期的人体微生态健康管理，实现健康中国”等理论。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晓雨，1970 年 8 月生，毕业于清华

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丁香鹏，1958 年生。主要从事臭氧产生机

理的研究、臭氧设备制造技术以及臭氧应用领域的研究，拥有国家专利 7 项，发

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安民，1965 年 6 月生博士学历，

2003 之前就职于美国，是美国硅谷科技协会(非盈利机构)的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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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政策支持

青岛专精特新“小巨人”数量较多的原因，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引导工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城市，青岛早在

2012 年就印发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品(技术)认定办法》。

2019 年 4 月发布的《青岛市培育和奖励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实施方案(2019—2022 年)》，提出组建青岛市优势高成

长企业培育库，建立健全分层孵化体系，构建企业从专精特新到细分市场隐形冠

军、从隐形冠军到“小巨人”，从瞪羚到独角兽的成长培育机制。

数据显示，青岛 63.7 万户中小企业中，已有 10000 余家企业进入“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库，5099 家企业被认定为市级专精特新企业，190 家企业入围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97 家企业入围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由此，青岛初步构建起

“万户初创、千户成长、百户示范”的“专精特新”成长梯队。

从专精特新的后备军看，2021 年，青岛新认定 2417 家企业为市“专精特新”企

业。青岛还提出，到 2022 年，要滚动培育 8000 家以上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

作为“制造大市”，青岛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上具有较雄厚的基础，北交所的成

立，代表着国家对专精特新企业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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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建议

通过对青岛 97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画像全景分析可以看出，青岛小巨人

企业存在科技研发投入不足、股改比例不高、融资进展慢等问题。

这些短板跟青岛这些小巨人企业所处的行业有很大关系。

97 家小巨人企业中，其他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

制品业、汽车制造业等排名前五的行业占比 57%。

而这些行业大多还属于传统制造业范畴，研发投入低是行业普遍现象。

青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中在传统制造业，是青岛制造业发展层次较低的

一个缩影，由此造成了两个对青岛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问题：

一是传统制造业跟服务业结合不够紧密，由此带来的服务业升级也受到限制。

二是传统制造业无论岗位薪酬还是工作环境，不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喜好，这

也导致了青岛这座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限。

对比来看，目前上市 A 股专精特新企业群像呈现出五大特点：一是“小而美”，

二是“硬科技”赛道；三是成长性；四是高 ROE+低负债率的组合；五是高研发凸显

的科创属性。

1、在赛道选择上，对标“硬科技”赛道，对应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集成电路、

新材料、工业 4.0 等概念外，比如中芯国际和宁德时代等核心产业链企业。

2、建议把本土“小巨人”企业的股权融资、研发投入和纳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等

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相关工作中。

3、围绕青岛 13 条产业链细化，把已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企业作为重要的

招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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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青岛“小巨人”个例分析

青岛入选的 97 家“小巨人”企业中，近半数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部分

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具备较高话语权。

中特科技由青岛微电机厂改制而来，创始人李学强在青岛微电机厂工作期间，

就负责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曾主持导弹用多级旋转变压器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

和坦克炮塔瞄准用特种电机的研发制造，积累了几十年的军工电机研发生产经验。

目前，公司为日本电产、韩国现代、奔驰、宝马提供电机装备，并为格力、美的、

LG、大疆、特斯拉等知名企业定制电机生产线。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把成立 13 年的青岛众瑞推上了风口。成立于 2007 年

的众瑞仪器，十几年来始终聚焦于颗粒物气溶胶检测技术以及气体检测技术领域。

公司研发的智能生物安全柜生物检测仪、医用外科口罩细菌过滤效率检测仪填补

了国内此类仪器的空白。据统计，青岛众瑞生产的口罩细菌过滤效率检测仪目前

占我国省级医疗器械检验中心市场的 90%以上。不仅如此，众瑞仪器打破了美国

TSI 公司在口罩密合度测量仪方面的国际垄断，研发出国产口罩密合度测量仪。这

让青岛众瑞站在了国内微生物检测设备行业的前端。

成立于 2008 年的青岛科捷机器人有限公司，已经从早期生产注塑机械手和龙

门机器人的单一产品企业，发展为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物流设备及以智能装备为

核心的工业 4.0 解决方案服务商。它是国内第一家拿到日本丰田订单的机器人企业，

也是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机器人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目前，国际前 20 强的橡胶轮

胎企业，有 11 家是科捷机器人的重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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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朗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集装箱液袋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市场份

额超过 20%，是中国铁路、俄罗斯铁路、美国 CSX 运输公司、马士基集团、赫伯

罗特公司、法国达飞等许可运输的液袋品牌，属于典型的细分行业龙头企业。

2021 年，青岛朗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创业板 IPO 获深交所受理，这也是青岛

今年首家 IPO 获受理的企业。

青岛镭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固体激光器为例，从晶体材料到模组装配，核

心工艺及核心器件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其参与研发的“低发散角半导体光子

晶体激光器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曾获得 2017 年度国家科技奖技术发明二等奖。

填补变频一体机行业空白的青岛中加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近两年营收增幅

166%，入围 2019 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榜单。

青岛海之林生物 2011 年落户即墨。将发展理念定位于“小而精”，把高新技术

应用到海藻酸盐和速溶琼脂的研发生产。仅用了 8 年时间，海之林开发的产品已

经挺进产业链上游，销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过亿元。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相应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胶州“浒苔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基地”是目前国

内唯一的绿藻大规模加工利用的专业化基地。海大生物董事长单俊伟是中国海藻

肥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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