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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項目名稱：：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和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投資智能路燈管理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和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投資智能路燈管理
系統項目系統項目。。

內容簡述內容簡述：：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是一家產業研究院模式的非盈利組織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是一家產業研究院模式的非盈利組織，，香港香港
應用科技研究院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設立應用科技研究院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設立。。雙方計劃投資雙方計劃投資11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合作合作
開發智能路燈和城市管理系統開發智能路燈和城市管理系統，，基於物聯網技術管理平台基於物聯網技術管理平台，，針對大規模太陽能針對大規模太陽能
路燈和光伏設備進行部署管理路燈和光伏設備進行部署管理，，具有環保節能具有環保節能、、效能高效能高、、成本低成本低、、安裝簡單等安裝簡單等
特點特點，，並提供智能化家居管理並提供智能化家居管理。。
（（根據海淀區投促局信息整理根據海淀區投促局信息整理））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海淀區與啟迪控股聯合設立中關村核心區香港創新驛站項目海淀區與啟迪控股聯合設立中關村核心區香港創新驛站項目。。
內容簡述內容簡述：：TGNTGN啟創環球是啟迪控股下屬國際平台公司啟創環球是啟迪控股下屬國際平台公司，，將投資將投資55..88億人億人

民幣民幣，，聯合海淀區政府設立聯合海淀區政府設立 「「中關村核心區香港創新驛站中關村核心區香港創新驛站」」 ，，作為海淀區科技作為海淀區科技
龍頭企業國際化聚集地和服務基地龍頭企業國際化聚集地和服務基地，，協助科技企業進行國際化發展協助科技企業進行國際化發展。。未來未來，，將將
以香港為窗口以香港為窗口，，接納和孵化國際創新項目接納和孵化國際創新項目，，為引入海淀區進行前期孵化為引入海淀區進行前期孵化，，與中與中
關村海淀園創新集群進行互動發展關村海淀園創新集群進行互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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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已經印發實施，作為中關
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核心區，海淀圍繞北京 「全國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定位，
率先進行調整，積極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海淀區代區長於軍表示，在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配合
首都 「四個中心」的定位，海淀將主要進行產業和人口兩方
面的調整：一方面着力促進 「高精尖」產業加快發展，繼續
提高第三產業在總產值中的佔比；另一方面加快人口疏解極
力化解 「大城市病」，建設和諧宜居新海淀。

眾多高科技產業集聚、科教和研究資源國內最密集，海
淀在產學研三方面有着渾厚的資本。較之當前先進製造業領
先的天津和以重工業發展為主的河北，海淀的上述條件成為
推動京津冀快速展開區域合作的有力優勢。

在此背景下，海淀產業生產等環節已經開始有序轉移。
以海淀園河北秦皇島分園為例，開園一年以來，海淀先後向
秦皇島轉移輸出了50餘個高新技術項目，而且積極探索多方
利益共享機制，在秦皇島分園建立了包括兩地政府、企業在

內 「442」的合作模式，以期能夠確保在區域一體化發展進程
中形成緊密可持續的利益共同體。

這樣的舉措，不僅滿足了海淀核心區企業在寸土寸金情
況下拓展發展空間的需求，同時有力帶動了秦皇島開發區轉
型升級，並影響到保定、唐山、滄州等地。海淀與秦皇島的
區域合作，被評價為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樣板」。

而截止5月底，中關村企業也已在天津設立分公司603家
，投資成立子公司658家。重要合作上，海淀區內清控科創與
天津東麗區政府聯合打造孵化器總面積3萬平方米，已入駐企
業90餘家；北大創業訓練營也在天津空港經濟區設立天津基
地，首期天津創新特訓班即對天津地區70位來自TMT、先進
製造、新材料新能源等行業的企業家以及20位大學生創業者
進行了培訓。

海淀目前正加快推進中關村大街建設，未來這個承載全
國科技創新功能的核心載體，在打造高精尖經濟結構的策源
地和科技成果交易聚集區的過程中，其帶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的輻射溢出作用也將更多顯現。

在今天的香港觀塘、中環、銅鑼灣三處，海淀清華科技
園啟迪控股均設有科技園區，其中觀塘孵化器所在園區單體
面積最大。由最初的簡單創業園，到留學生創業園，再到今
天的啟迪之星眾創空間，經過二十餘年的探索實踐，啟迪已
成為具有 「中國模式」的專業孵化器，開設至今園區每周都
舉辦主題活動，旨在為更多創業者提供服務。

順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潮流趨勢，依託中關村創業大
街建設，海淀正加快聚集高端創新創業要素，打造全國首個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業服務聚集區。而為支持各類創新創業
服務載體樹立品牌，海淀先後出台《核心區科技服務業三年
行動計劃》、《海淀區優化創新生態環境支持辦法》、《海
淀區激發科技創業活力支持辦法》等政策，重點支持新型創
業孵化器、創新研發服務機構等載體進行市場拓展。

海淀區區委常委、宣傳部長陳名傑強調，在進一步推動
創新創業方面，海淀將着力推動孵化機構國際化發展。 「支

持孵化機構在海外自建、收購、合作設立跨國海外創業孵化
平台，鼓勵其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優秀項目和企業，拓寬開發
利用國際創新資源的渠道。」他表示。

有政策的支持，從海淀走出的孵化器在港島並沒有遭遇
「水土不服」。啟迪在港孵化器就發展很快，不斷面向島內

創業團隊提供一系列創業服務，目前已經建立了金融服務
、天使投資、知識產權、工商財稅、培訓教育、人力資源
六大服務平台，每一個部分對應創業的不同時期，針對不
同的團隊進行培養和提供資源，由此正聚集更多的創新創業
要素。

香港駐京辦傅小慧主任今年到訪啟迪時表示，啟迪孵化
器是國內創新創業領域的領航者，具有資源、經驗、人才等
優勢，未來希望京港雙方加強合作，大陸創業者可以通過像
啟迪孵化器這樣的平台走出去，同時來港孵化器也能把更多
的創新創業經驗帶到香港。

小米科技創始人雷軍、美國科學院院士鄧興旺、中國最年輕院士鄧中翰、26歲攬獲
國家科技進步獎的女博士張晶……這些響亮的名字同時出現在一份叫 「海英計劃」的名
單，首次在北京市留學人員海淀創業園官網上公布時，海淀28家企業的創始人或創業團
隊入選。

入選 「海英計劃」，得到的不僅僅是人才資金的支持，還有從海淀區人才綠色服務
通道、創辦企業辦公用房購置和租用到新產品
新技術優先推廣應用的多方面配套服務支持。

海淀為支持和培養一批高端創新創業領軍
人才，促進人才資源優勢轉變為產業發展優勢
，還有不少類似的人才引進計劃。在認識到人
才在帶動創新創業中的重要作用後，海淀較早
就明確提出，將 「積極搭建海外高層次人才招
聘平台，推動一批優秀人才入選 『千人計劃』
、 『海聚工程』、 『高聚工程』和 『海英計劃
』等」。

借助這些引才計劃，海淀儼然已經成為高
端人才的 「大本營」。在近日國家知識產權局
公布的2015年全國專利信息領軍人才和師資人
才名單中，海淀駐區單位共有31人入選，其中
8人入選全國專利信息領軍人才，佔第四批全

國專利信息領軍人才的25%；23人入選全國專利信息師資人才，佔第四批全國專利信息
師資人才的28%。

不僅如此，海淀同時還充分利用外資。今年以來，海淀外商投資規模增長迅速，科
技創新成為引領區內外資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力。統計數據顯示，截至8月底，海淀全區
有外資企業5127戶，同比增長6.66%，資金總額3081.79億元，同比增長160.80%。外資企

業在海淀穩步發展，累計國稅入庫稅款中，軟
件和信息服務業稅收佔比高達45%，成為外資企
業稅收增長的主力軍。

引進的海外英才和海外資本，在海淀科技
創新中心建設進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海淀方
面則積極搭建載體， 「努力營造卓越的科技創
新與創業環境，為創新型科技企業提供完善的
增值服務。」如已經名聲在外的華僑華人創業
平台─中關村僑創園。一旦企業進入僑創園
區，則就可以同時享有留創園的創業優惠政策
和北京針對華僑華人的僑務服務及政策。目前
，海淀留創園、清華科技園留創園、中關村軟
件園留創園三家留創園已經掛牌中關村僑創園
基地，成為海淀發展借 「外」強 「內」的一個
主要縮影。

大眾創業新高地大眾創業新高地
萬眾創新做龍頭萬眾創新做龍頭

北京海淀北京海淀：：

產業有序轉移
海淀率先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在未來北京整體的創新創業戰略布局當中，海淀區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北京市政府日前發
布了《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實施意見》，提出了全面優化創新創業空間布局的任務。海淀
作為 「核心區」，將海淀區 「一城三街」建設，升級打造特色鮮明的眾創空間，為大眾創新創業營造良
好的市場化服務環境；改造提升中關村南北大街，建設成為創新創業大街；同時，在北京着力打造的南
北創新創業發展帶之中，海淀區北部也成為重點。

海淀新區是 「雙創」發展的一批新熱土。 「東至八達嶺高速、南抵北五環路，西與門頭溝區交界，
北與昌平區毗鄰」，新界定的海淀北部生態科技新區面積達238平方公里，佔到海淀區總土地面積的55%
。經過幾年加速發展，北部地區現已吸引包括甲骨文、華為、聯想等諸多科技創新型企業入駐，初步形
成軟件與信息服務、移動互聯網及新材料等高端產業聚集的發展態勢和以大上地地區、翠湖科技園、永
豐基地為代表的創新發展格局。

在空間布局方面，海淀北部將構建 「一心、一帶、多組團」的空間結構。 「一心」指以翠湖國家城
市濕地公園為核心的生態綠心，是北部建成一流科技園區的環境支撐； 「一帶」是沿北清路，集居住、
商業等配套的高技術產業帶； 「多組團」指多個功能組團，即結合現狀建設多個生活便利、設施配套、
環境良好的組團。

科技新區瞄準萬億目標
2015年以來，北部生態科技新區開發建設安排正式項目160個，投資總額329億元，預計各類項目開

復工面積732萬平方米。隨着知名企業不斷入住，北部地區已邁入創新引領、創新驅動和綠色發展的快車
道，並且為區域持續發展提供了足夠的後勁。

翻開北部地區的整體開發方案，裏面共規劃了中關村軟件園、永豐基地、翠湖科技園和上莊科技園
四大科技園。其中，翠湖科技園位於中關村科技園區的西北部，重點發展新能源環保產業、電子信息產
業、科技金融產業、生物醫藥產業；永豐產業基地位於海淀區西北旺鎮，是科技部批准的北京唯一一家
國際新材料產業基地和第一家科技企業加速器試點單位，今後在現有產業基礎上，將重點發展新材料、
新一代電子信息、導航與位置服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海淀北部新區計劃用5年時間基本建成翠湖、永豐兩大組團，形成約40平方公里的產業聚集、生態宜
居的科技新區，到2020年實現收入一萬億元。

生態宜居惠及民生

在北部地區建設中，海淀區將生態建設貫穿北部開發建設發展始終。以今年底將實現工程一期完工
的 「中關村壹號項目」為例，該項目採用了包括室內環境調節系統、雨洪利用系統等十大綠色節能應用
示範工程，達到了三星級綠色建築標準。建成後，這個北部產業聚集區的綠色地標，在打造低碳節能建
築和人文宜居生態科研環境方面，在全國範圍內都將起到極大示範引領作用。

為打造綠色環保型園區，北部新區的用友軟件園整個園區均採用地源熱泵系統。地源熱泵系統在冬
季採暖沒有廢氣、廢渣、廢水排出，經過專業測算，用友軟件園採用地源熱泵供暖製冷是其燃煤鍋爐系
統耗煤量的1/4，每年可以減少標煤約6500噸，從而減少排放二氧化碳2.7萬噸、二氧化硫87噸以及氮氧化
物76噸，減排效果可觀。

在北部地區建設中，海淀區全力貫徹落實《北部地區生態建設實施綱要》，將生態建設貫穿始終。
目前，北部地區生態綠心建設持續推進，南沙河濱水綠廊完成30公頃景觀改造，區內翠湖再生水廠等完
成升級改造，大工村再生能源發電廠完成了主體工程和設備安裝。

中關村軟件園已被評為北京市綠色生態示範園區，中關村環保園被評為北京市綠色生態試點園區。
一個生態宜居的北部新區已蔚然成型，未來30萬至38萬人的規劃居住人口將受益。

打造 「南街北灣」 新格局
所謂 「南街北灣」，是指中關村海淀園近期的一項創新規劃， 「南街」是早已名聲遠揚的中關村創

業大街， 「北灣」則是即將在海淀北部創新中心區建設的 「北京創新創業灣」。包括北京協同創新研究
院首批要建立的18家協同創新中心，未來都將布局在這裏。

為助力中國暢通科技向經濟的轉化通道，海淀大力推進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建設。目前，協同創新
研究院已經建起的9家協同創新中心個個都瞄準高科技項目，輔之從首都高校推薦中篩選出的項目，這些
都成為未來北京創新創業的 「金字招牌」。下一步，結合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協同
院將不斷創新產學研合作新模式，探索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的新路徑，着力打造引領全國、輻射周邊的
創新發展戰略高地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策源地，為中國經濟體質增效積累經驗。

較之中關村創業大街， 「北灣」將主打原創和含金量更高的 「硬科技」。根據計劃
，這裏未來將主要吸引高端裝備、智能硬件互聯網、新能源互聯網、新材

料、環保節能、生物醫藥、科技服務業等產業。今年10月，
創新創業灣率先開放4.2萬平方米，還有建築

面積達60萬平方米的園區將同步
建設。

海淀創業孵化器進入港島

海外人才資本受捧

▲▲秦皇島分園致力於科技創新驅動秦皇島分園致力於科技創新驅動，，推進協同發展推進協同發展

▶▶中關村軟件園中關村軟件園

▲▲中關村中關村11號效果圖號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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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首屆
「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活動周」 開幕，主題
展區設在北京海淀區中
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
展示中心。雙創周舉辦
的同時，海淀成功舉辦
了 「中關村創新創業季
（2015）」 活動。

盤活優勢資源成雙創盤活優勢資源成雙創 「「聖地聖地」」
當前中國正步入經濟新常態，處於發展方式和新

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一結構
性改革正激發全社會創造力。而在創新創業方面，海
淀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這裏擁有中國最密集的高等
院校和科研機構，人才和創新資源雄厚，這裏也是中
關村科技園區的發源地，也是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
範區的核心區，百度、聯想、小米等近5000家國家級
高科技企業以及12000家各類高科技企業雲集。

但有優勢還遠遠不夠，還要善於把這些優勢轉化
為實際成果。海淀區不斷進行探索，盤活各種資源。
譬如，在今年的 「雙創」 活動，海淀區發布了最新的
「中關村大街發展規劃」 ，成立了2支創新基金，在全
球範圍內達成初步合作意向118個，簽訂了18份合作
協議，推進了知識產權和標準化一條街、科技金融一
條街的建設。

諾獎得主海淀當諾獎得主海淀當 「「創客創客」」
如今，一個國際化、全業態、全方位、全鏈條、

全要素的高品質創新創業生態體系已經在海淀逐漸形
成。今年上半年，海淀高技術製造業產值增長14.8%
，增速高於規模以上工業平均水平6.5個百分點。中關
村創業大街，如今已經成
為中國 「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 的著名地標，創客
雲集。

「開街」 一年，中關
村創業大街孵化創業企業
超過600家，其中獲得融
資的企業超過350家，平
均每家企業融資500萬元
，融資總額超過17.5億元
。連遠在京外的一些互聯
網著名企業也在海淀園設

立孵化器。今年9月
，身兼諾貝爾物理
學獎得主、企業家
、投資人三重身份的
喬治‧斯穆特，成為
海淀 「創客」 的一員，
在中關村創業大街投下
在華首筆投資。

領跑創新對接領跑創新對接 「「互聯網＋互聯網＋」」

從 「追隨創新」 和 「模仿創新」 的跟跑者，到如
今 「同步創新」 和 「引領創新」 的領跑者，海淀自主
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部分科學研究和產業技術已居於
世界領先行列。

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正式將
「互聯網＋」 納入未來中國發展的重大戰略。作為中
國 「硅谷」 ，海淀區抓住先機探索出一條 「互聯網+

雙創」 的道路。海淀率先成立全
國首家互聯網金融行業服務平台
「中關村互聯網金融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平台緊抓當前互聯網
金融領域的痛點，立足海淀的產
業集聚優勢，吸引互聯網金融機
構構建行業生態圈，促進行業抱
團發展，共同推進互聯網金融行
業的健康創新發展。100多家知名
互聯網金融平台已備案入駐。

海淀還推動互聯網私募股權
融資的模式創新與行業發展。通
過國際國內各類創新要素的整合

與重構，引導和推動產業升級，形成發展新動力。
今年，海淀加速推進中關村軟件城規劃和建設，

打造國家級軟件與信息產業創新基地。截至目前，核
心區以大上地為核心，已經聚集約1800家軟件和信息
服務企業，佔到北京全市的六成以上。

創新金融服務釋放資本力量創新金融服務釋放資本力量
創業投資是促進資本與創新結合的重要工具。海

淀區順應網絡時代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新趨勢，完善
資金鏈，打造創新創業金融服務體系，並針對創業者
的特點，設立專營機構，滿足企業特別是中小微多樣
化需求。

為積極發揮財政槓桿作用，海淀區創業投資引導
基金累計出資6億元，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基本形成了
對創新創業企業自初創期、成長期到併購期的完整支
持鏈條。在政策環境及服務體系的不斷優化下，海淀
區形成了銀行、保險、證券、股權投資、財務公司、
小額貸款公司等多種業態彙集的機構體系。

海淀的發展，不僅關乎北京及京津冀地區發展，
對於全國和全球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按照北
京市的規劃，預計到2017年底，海淀將形成一批創新
創業、科技金融、文化創意等新型業態集聚區；至
2020年底，具有中關村原始創新、技術服務能力及商
業模式創新優勢的創客群體和企業集群將持續產生。

此外，海淀還將支持科技型創業企業發展的 「事
前負面清單」 和 「事中事後監管」 的制度體系，形成
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集聚全球高端創新資源和創新
型人才的新海淀，正在穩步崛起。

海淀發展借外強內

▲▲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現場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現場

▲▲ 「「互聯網互聯網++」」 項目是項目是 「「雙創雙創」」 活動周上的最大熱點活動周上的最大熱點

▲▲中關村創業大街中關村創業大街，，創新創業的孵化器創新創業的孵化器

▲▲諾貝爾獎得主斯穆特在華首筆投資諾貝爾獎得主斯穆特在華首筆投資 「「O.MEO.ME 33DD」」
打印機簽約儀式打印機簽約儀式

▲▲再生水廠再生水廠

從習近平總書記率領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到中關村就創新驅動戰略進行集體學習從習近平總書記率領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到中關村就創新驅動戰略進行集體學習，，到到
李克強總理在李克強總理在 「「33WW咖啡咖啡」」 與青年人邊喝咖啡邊聊創業與青年人邊喝咖啡邊聊創業；；從國務院領導多次實地調查調研從國務院領導多次實地調查調研 「「
雙創雙創」」 ，，到北京市出台到北京市出台《《實施意見實施意見》》明確將海淀定位為明確將海淀定位為 「「高端創新創業核心區高端創新創業核心區」」 ；；從諾貝從諾貝
爾物理學獎得主喬治‧斯穆特在中關村投下在華首筆投資爾物理學獎得主喬治‧斯穆特在中關村投下在華首筆投資，，到眾多懷揣創新創業夢想的普到眾多懷揣創新創業夢想的普
通通 「「朝聖者朝聖者」」 ……集納了科技……集納了科技、、人才人才、、資本資本、、服務服務、、區位等眾多優勢的北京市海淀區區位等眾多優勢的北京市海淀區，，不不
僅成為首都經濟轉型升級的引領者僅成為首都經濟轉型升級的引領者，，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引擎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引擎，，更為全國更為全國 「「雙創雙創」」 工工
作做出了表率作做出了表率，，並以堅實的步伐並以堅實的步伐，，邁向具有全球影響力創新創業的高地邁向具有全球影響力創新創業的高地、、具有全球影響力具有全球影響力
的科技創新中心的科技創新中心。。

文文 曲正曲正、、張帥張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