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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涵蓋科技金
融 、 生 物 科 學 、 商

務、數碼等多個產業，佔地55平方公里
的北京科技商務區（英文名稱為Beijing
Technological Business District， 簡 稱
TBD）將在北京昌平拔地而起。TBD將
成為繼朝陽CBD、西城金融街之後，北
京又一張亮麗的 「經濟名片」。

「這片商務區正好位於中關村核心
區的腹地。」昌平常務副區長張燕友介
紹，中關村自主創新示範區核心區主要
由海淀北部和昌平南部兩大區域組成，
北京科技商務區所處的位置正是這兩大

創新板塊的交叉點，建成後可輻射海
淀、昌平兩地，服務京北研發服務和高
新技術產業帶上的上萬家高新企業。

服務上萬家高新企業
北京科技商務區由昌平區政府與中

投集團合作開發建設，預計總投資1800
億至 2000 億元，總建築量超過 1500 萬
平方米，預計8至10年建成。規劃中，
商務區由科技金融島、科技商務中心

區、科技運動公園、京北數碼港和生命
科學園五大板塊組成，每個板塊的功能
定位各不相同。

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科技金
融島。這是一片大約 4 平方公里的區
域，也是具有 600 年歷史的沙河鞏華城
遺址所在地，緊挨着沙河水庫，三面環
水，風景秀美。張燕友說： 「我們打算
把它打造成一個國際高端的科技金融服
務區，吸引基金、風投、創投、保險、
擔保等創新型的科技金融機構落戶，建
設金融傢具樂部、主題酒店、國際文化
交流中心等等，成為北京又一條金融

街。」
與科技金融島一起啟動前期概念設

計的還有科技商務中心區板塊。規劃
中，這裡將是一座京北24小時不夜城，
不僅將提供金融保險、信息諮詢、商務
服務、技術交易測試等為代表性的生產
性服務業，還將建設星級酒店、酒店式
公寓、購物中心等，形成高端的生活服
務業，輻射京北高科技園區如未來科技
城、中關村國家工程創新基地、中關村

生命科學園、海淀永豐創新基地等。

惠及周邊百萬人口
除為京北高新技術企業及入駐人才

提供完備的生產、生活服務，北京科技
商務區還將為昌平，特別是人口密集的
天通苑回龍觀居住區，提供大量工作崗
位。據初步測算，TBD 可提供大約 20
萬個就業崗位，並且絕大多數集中在人
才密集型產業，可滿足高端人才的就業
需求。

據介紹，昌平區產業結構正在由房
地產和製作業為主導，向高新技術產業
與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轉變。去年，
第三產業在全區產業中所佔的比重已經
達到 50%。未來，隨着北京科技商務區
建設步伐加快，生產性服務業今後將在
昌平蓬勃興起，第三產業比重將持續增
長，最終超過 60%，成為昌平區主導產
業。

昌平區發改委主任蘇貴光表示，建
設科技商務區（TBD），將推動全市高
科技產業的發展和創新型北京的實現，
成為北京打造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一注
強心劑。同時，TBD的建設，將大大改
善昌平南部環境，加快南部周邊鄉鎮的
城市化進程，惠及周邊百萬人口，帶動
整個昌平經濟社會飛躍發展。

世世 界界 草草 莓莓 大大 會會 首首 進進 亞亞 洲洲
1818日日 昌昌 平平 盛盛 大大 開開 幕幕

歷經4年的籌備，被譽為 「草莓界的奧運會」 的第七屆世界草莓
大會將於2月18日在北京市昌平區隆重召開。五大洲的135個品種草
莓將集中亮相，66個國家的近千名代表將赴京參會。這是草莓大會首
次來到亞洲、走進中國。北京昌平，將逐步建成覆蓋北京、輻射全國
的草莓加工中心和營銷中心，成為國際草莓產業界一顆冉冉升起的耀
眼新星。 文：李銳

世界草莓大會由國際園藝學會發起，是全世界草莓界最高級別盛會，每4年舉辦
一次，被稱為 「草莓界的奧運會」。本屆是世界草莓大會首次走進亞洲，來到中國。
據悉，國際園藝學會主席安東尼奧．蒙泰羅將出席開幕式並致辭，這是迄今為止，學
會主席唯一一次出席草莓大會。

據北京市昌平區副區長蘇衛東介紹，第七屆世界草莓大會將於2012年2月18日至
22日在北京昌平隆重舉行。本屆大會由學術會議和綜合展示兩個核心部分組成，學術
研討活動將有66個國家和地區的1000餘名學術代表參加，基本覆蓋了全球所有的草
莓產區，其中伊朗、捷克等16國代表均為首次參會；綜合展示活動分為國際草莓產業
展、國際草莓風情展、中國草莓科技展、草莓科普文化展、日光溫室草莓產業展五大
主題展區，展示總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共有200家國內外企業參展，預計總參觀人
數達50萬人次。

全球草莓昌平「聚會」
作為舉辦國內外草莓博覽展示活動的主要場館，草莓博覽園佔地1000畝。筆者來

到草莓博覽園看到，這裡除了展示草莓種植技術外，草莓大道、草莓天瀑、草莓大
觀、草莓科普、世界草莓與中國草莓發展歷史，還有來自亞洲、歐洲、美洲、非洲、
澳洲的國際草莓風情在這裡一一呈現。 「草莓天瀑」的上萬顆成熟的草莓從2米多高
的空中垂下，猶如一個個小紅燈籠懸掛在天幕中。

據介紹，草莓博覽園還將集中展示中國自育草莓品種、國外草莓優新品種、野生
草莓、紅花草莓等全球各地135個草莓品種品系，共75萬株和17種當前最先進的草莓
種植方式。屆時，廣大市民遊客在北京就能親身體驗到當今世界各國草莓科技創新的
最新成果和草莓產業發展的最新成就。

建草莓交易中心 助農民致富增收
經過幾年的發展，草莓產業已在昌平農業產業中佔據了重要地位。 「籌辦大會還

能有效推動農業提質增效，促進農民增收致富。」相關負責人介紹說。幾年來，昌平
先後建立了中國草莓種質資源基因圃和6000畝種苗培育基地，加快打造具有國際水準
的草莓種植高地，成功獲得了 「昌平草莓」國家地理標誌性產品保護。同時引進北京
歐洲草莓研究所等一批國際農業科技合作項目和世界知名農業科技企業。目前昌平草
莓規模已從2008年的2000棟日光溫室發展到現在的8000棟以上，產量已突破1000萬
公斤，佔有北京市總量80%以上，帶動3500餘農戶增收，整個生產季預計產值將突破
2.5億元。

如今，昌平已經形成了以草莓生產為中心的 「草莓產業鏈」和 「草莓文化」，以
「草莓經濟」為中心，成功整合了以草莓觀光採摘為代表的休閒旅遊產業鏈。未來幾

年，昌平將建設成為輻射帶動全國的草莓產業科技研發基地、種業基地和中國北方草
莓交易中心。

未來科技城作為
北京市的重大工程項
目，是昌平區與15家

央企重點打造的人才創新創業基地。按
照中央關於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部
署，和中央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千人
計劃」，它將成為世界一流科研人才的
聚集高地、引領科技創新的研發平台和
全新運行機制的人才特區。

大型央企密集落戶
未來科技城位於北京市昌平區東

部，小湯山鎮與北七家鎮交界的溫榆河
南北區。這片10平方公里的地界將聚集
神華、國家電網等15家大型央企。北京
市昌平區人民政府區長金樹東日前透
露，未來科技城2015年將全面建成。

據悉，與中關村科技園區以民企為
主不同，未來科技城是為貫徹落實中央
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千人計劃」而建
設的人才創新創業基地和研發機構集
群。這裡將根據國家產業發展政策和科
技發展規劃，圍繞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
化升級和國有經濟布局結構的戰略性調

整，建設具有世界一流水準、引領我國
應用科技發展方向、代表我國相關產業
應用研究技術最高水平的人才創新創業
基地，目標朝向國內乃至世界創新人才
最密集、創新活動最活躍、創新成果最
豐富的區域。

釋放創新潛力 推動產業升級
未來科技城作為國內頂尖研發機構

的聚集地，建成後將與昌平沙河高教
園、中關村昌平園、生命科學園等科教
園區形成功能分工、差異定位的高新技
術區域創新體系。據昌平有關負責人介
紹： 「昌平區豐富的科教資源可以為未
來科技城輸送高新技術產業人才，未來
科技城的研發成果也可以在科技園區實
現成果的就地轉化。」這位負責人表
示，未來科技城將聚集中央企業研發機
構和國際一流研發人才，集中進行戰略
性新興產業的核心研發，預計每年都會
誕生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前沿科技
成果，不僅可以快速提升昌平高新技術
產業比重和整體創新能力，對整個首都
發揮着輻射帶動作用。

京北崛起新昌平

未來科技城打造首都人才特區

科技商務區今年開建

被譽為首都北京 「後花園」的昌平青山碧水，景色宜人。
這裡是北京母親河─溫榆河的發源地。它地處北京市西北
部，素有 「京師之枕」美稱。

昌平歷史悠久，從出土的文物考證可追溯到原始社會後
期。它的名稱來自漢代的昌平侯，取 「昌盛平安」之意。關於
「昌平」的由來還有一個美好的傳說，相傳這是后羿射日的所

在地。自從后羿射落了九個太陽之後，大地恢復了往日的生
機。為了感謝后羿，堯讓族人將后羿射日的形象刻在后羿射日
所站的山岡上的岩石上，以供民眾敬仰。這個形象後來被演變
成現今的 「昌平」二字。

昌平距離北京紫禁城西北 30 公里。這裡自然風光秀美，
文物古蹟眾多，這裡有馳名中外的明十三陵， 「天下第一雄
關」居庸關，還有距今 2000 多年的燕長城遺址、遼代銀山塔
林，是中國著名的旅遊勝地。

使昌平海外聞名的除了悠久的歷史文化，豐富的旅遊資
源，還有昌平 「甜美的味道」。它是 「蘋果之鄉」，傳說早在
乾隆年間，這裡的蘋果因色澤紅潤，口感脆嫩，味道酸甜而遠
近聞名。如今昌平的蘋果已經遠銷歐盟、東南亞等地。昌平也

已經形成了 「一花三果」（即：百合、蘋果、草莓、柿子）的
都市型現代農業格局。

經過多年發展，這個以傳統農業為主的京郊區縣迎來了大
發展、大建設、大轉型的關鍵時期。作為首都重點建設的新
城，昌平承載着首都科技創新和高新技術研發等重要職能，同
時也是推進首都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核心示範區。

據昌平區委書記侯君舒介紹，目前昌平已經形成了能源科
技產業、高端現代製造業和生物醫藥產業這三個支柱產業，科
技含量都比較高，創新能力也比較強，發展勢頭非常強勁。近
年來，昌平已經有15家科技型中小企業在國內外上市。

侯君舒說，昌平擁有豐富的科教資源，區域內匯集了1500
多家高新技術企業，2 萬多名從業高素質科技人才，100 多家
各類科研機構，43所各類大專院校；聚集了未來科技城、中關
村科技園區昌平園、中關村國家工程技術創新基地、沙河大學
城等國家級和市級重點功能區。

今後5年，昌平將逐步加快建設現代化京北創新中心、國
際科教新城的步伐。建設成為高端引領、創新驅動、綠色發
展、開放包容，體現世界城市建設最新發展的示範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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