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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电子卖场到“创业咖啡馆”再到“智造大街”，不
断“变脸”的样貌，呈现的是中关村与时俱进的发展与转型。

十多年前，中关村的电子卖场闻名全国，太平洋电脑城、海
龙、中关村e世界等商场大楼往往人山人海，挤满了各地来采购电
脑、数码相机、手机配件、内存条、光盘等电子产品的顾客。不
过从5年前开始，中关村电子卖场一改往日人头攒动的火热景象，
开始走向萧条。

如今，当记者再次置身于原先电子卖场的区域，看到的已是
完全不同的场景：在海龙大厦的门口，一张告示写着“即日起停
止营业，进行升级改造”，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7日；在中关村e
世界的外墙，记者满眼望见的都是“创业公社”“国际创客中心”

的广告招牌，而楼内则仍然处于施工改建的状态；唯一还有卖
场的鼎好商城也已经少了许多零售的摊位，取而代之的是苹

果、联想、小米等大品牌的旗舰店、体验店。
而从鼎好出发向西 800 米，那里便是著名的中关村

“创业大街”，3W 咖啡、车库咖啡等就坐落在那里。
只不过，中关村的创业场和相关平台早已“溢出”

了这条街的范围。比如“创业公社”“中关村梦
想实验室”，他们也都在附近开张并运营。

事实上，早在 2013 年，中关村就正式提出
建设“一城三街”：“一城”即中关村软件城，

“三街”就是科技金融一条街、知识产权保护和
标准一条街、创业孵化一条街。其中创业孵化一
条街定位在原先的海淀图书城。

2015年10月，海淀区政府正式对外宣称，中
关村大街未来3-5年内将完成转型，现有15万平
方米的传统电子卖场将逐渐腾退。升级后的中关
村大街南起白石桥、北至清华大学西门，全长7.2
公里。目标是至 2017 年底，形成一批创新创业、
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新型业态集聚区。2020年
底，中关村大街及周边地区持续产生具有中关村
原始创新、技术服务能力及商业模式创新优势的
创客群体和企业集群。

对于中关村当下在创新创业领域的规划和
发展，程静认为，经过“双创”的初期发展，
当下的创新创业需要有更细化的平台和资源共
享机制，让创业者对资源的需求和服务及资
金的提供者之间能够有更精准的对接。

“比如‘创业大街’的孵化器，就是给
了初出茅庐的创业者们一个迅速了解创业要
素、获得天使投资的场所，避免创业初期
的迷茫。不过企业做大了，就可能需要新
的平台，需要专业领域的技术、服务支
持。‘智造大街’就是为智能制造的企业
服务，让他们在‘加速期’快速成长。”

如今，创业大街和智造大街已在市场
化运作中产生了联系。作为“北斗七星”
工业设计之星的云智造公司，正是在创
业大街孵化的。在工信部副部长怀进
鹏看来，“如果创业大街重在提出想法，
智造大街则是把看明白的事做明白。”

实际上，不止于是创业平台之间
的联动、“大街”之间的联动，中关
村的整个创业领域都在联动。完善
产业链、做大服务平台、细分领域
（比如知识产权、金融、硬件制
造、培养孵化等等）、资源共享，
中关村的创新创业一直在向不断
成熟发展的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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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故宫之于北京，歌剧院
之于悉尼，埃菲尔铁塔之于巴
黎等，优秀建筑所承载的远非
建筑本身的功能，而是一个城
市的象征符号。

然而现在，中国城市地标的
种类变得更加多样化，一些创新云
集的地方正在跻身一些城市的地
标，比如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
江，深圳的南山、前海……

可以说，创新中心跻身城市地
标，本身就是一个由“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迈进的故事，
代表着一个城市转型升级的追求。因
为城市的发展，本来就应该是多元化
的，既有古老的文明传承，更应该有创
新的热忱。因此，城市地标的不断丰富，
代表着城市的文明进步。

就说北京的中关村智造大街吧，这
里围绕智能制造领域而聚集着敏捷制
造、工业设计、技术研发、检测认证、
市场推广等服务资源。谁能想到，这条
曾经是宾馆、餐饮、IT 企业交错混杂的
大街，如今却成为了高端智能、创新的
代名词，成为北京的创新地标。

过 去 已 在 身 后 ，
从中关村智造大街的
转身，人们所能看到的
是，北京这座国际化大
都市对于创新的热忱和
向创新迈进的精气神。

创新当然在任何地
方都可以展开，但是当一
个创新云集的地方成为城
市地标，还是具有很强的
示范效应，有助于聚集和
增添城市的创新活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
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
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即便
在同一个城市，也需要有一个
相对集中的中心来吸引各类创
新要素的汇集。因为就创新活
动本身的特点来看，具有集聚特
征，创新群体不仅需要在空间上
集聚，更需要频繁互动交流以及
观念的碰撞，让人才、技术、资金
等各种要素在多个创新群体之间
多元、双向地流动。因此，目前无
论在世界范围、还是在国内，创新
在地理空间上集中的趋势正变得越
来越明显。一些创新企业云集的地
方发展成为一个城市的创新地标，既
有助于通过密切高效的交流，来吸引
和激荡创新活动的开展，更能让人们
相信一个城市追求创新的决心。

摊开中国城市的版图，随着越来
越多的创新地标崛起，创新创业的活
力将充分涌流，激荡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社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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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的转型与蜕变
——从“创业大街”到“智造大街”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从读书到工作，我在中关村将近20年时间。
这20年，中关村的变迁不可谓不大。”作为一位老
中关村人，程静颇为感慨地告诉记者。

程静是“中关村智造大街”运营方代表、北
京海东硬创科技有限公司CEO。前不久，她的团队
所运营的中关村智造大街就在北京市海淀区五道
口腹地开街。继全球首条创业街区——中关村创
业大街之后，这是中关村的又一条特色街区。中
关村“智造大街”？这条街会有什么看点？与之前
的“创业大街”“创业咖啡馆”相比，“智造大
街”的开设会给创新创业带来什么新的发展优
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实地采访。

五道口，各大高校和科技型企业聚集的地方。从五道口地铁站出发，
向西大约行进 500 米，记者便来到“智造大街”的入口。曾经，这里是

“清华园宾馆”的所在地。不过现在这个招牌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
“中关村智造大街”“敏捷制造快制中心”等标志。

不仅如此，这里原先一栋栋贴着白瓷砖的小楼，摇身一变，成了灰色
与橙色相间、充满科技感的现代建筑，并按照ABCDEFG的字母对每幢楼进
行标注；曾经宾馆门口乱停车现象严重的狭窄街道也已成为宽敞平整的步
行街，分布着各式各样的现代雕塑、科技新品以及大大小小的智能机器人。

据“智造大街”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条街的科技感并不只体现在外形
上，在许多街面的许多公共设施里，“智能制造”的元素更是充分体现。

比如街上一些建筑的墙体上有着郁郁葱葱的绿植，这样的植物墙是由
痕灌技术支撑——这种技术能够让水滴“悬而不露”，既能省水，又能保
证墙体上的植物吸饱水、透足气。而对小偷等不法分子来说，走进“智造
大街”或许是个“灾难”。因为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的支撑下，任何
一个进入街区的人，面部特征都会被街区布设的摄像头“捕捉”并记录下
来。当你再次光临街区，监控屏幕上也会认出你这个“熟客”。

此外，能够进行大街景观展示的智能水幕，通过太阳能发电并提供移
动终端充电的智能路灯，兼具提供休息场所、上网、用电、调节局部气温
与空气质量的水源制冷除霾智能体验亭，这些仿佛只有在科技馆里才能体
验的新技术在这里都可以近身接触。

不过，这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之所以能够在这里频频现身，关键
离不开“智造大街”最核心的“敏捷制造快制中心”。走进这座中心，记
者已被各式各样的制造、检测设备看得眼花缭乱。隔几步就在墙上出现的

“请勿拍照”“注意保密”等字眼，更让人觉得这个“快制中心”足够神
秘。

3D打印机、材料测试仪、贴片机、温湿箱、滚筒测试……据现场工作人员
介绍，这个中心不仅应用的设备精度高、性能好，而且运作设备的团队也是
千金难求，成员们都在微软、诺基亚等大型科技公司有过工作经历。

“比如我们的温湿箱，能够检测的温度在零下70摄氏度到180摄氏度之
间，同时正负误差在0.5摄氏度；检测的湿度范围为10%RH-98%RH，正
负误差为1%。同时还有超温安全断路器，以便保护产品的安全。而像有的
温湿箱不仅可测量的温湿度范围窄，同时误差较大，结果很不准确，不利
于被测试的产品在实际中的运用。”负责该实验室检测工作的北京神州泰
科CEO邬世翔这样表示。

据了解，目前“智造大街”已投入使用的场地达3万多平方米，共有
21家企业签约，另有23家等待审查。这些能够拿到入场券的企业都需要通
过“高标准”的审核。

吴双对自己的企业能够入驻“智造大街”感到高兴。他告诉记者，这

与他所在的团队的实力有很大关系。“我们掌握着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的
重大科研成果，这项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同时也拿过863、973专
项，以及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他入驻的企业通常也有着类似情况。”

不只是国内企业和创新创业平台关注这里，国际巨头也青睐这条刚
刚开张不久的大街。例如曾经成功孵化谷歌的、美国最大的孵化平台
Plug and Play 以及 ARM 和中科创达合作的安创加速器都将陆续入驻中
关村“智造大街”，微软、谷歌、高通等国际知名企业也将与“智造大街”
开展合作。

李铁生，是北京硬创空间的董事长。他的团队主要负
责“敏捷制造快制中心”的设备提供及产品制造、检测服
务。在他看来，这条街远远超出“街”的物理概念，而是
一个服务于智能制造尤其是中小型科技公司的平台。

“为什么您的公司不直接入驻中关村‘创业大街’，而
选择要‘另起炉灶’？”记者好奇地问道。

“因为智能制造是一种‘硬’科技，它对设备、对场
地、对流程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李铁生这样回答。

采访中，李铁生告诉记者，平时活跃于中关村“创业
大街”的创业者不论涉足哪个行业，一般都以开发互联网
的应用平台 （比如 APP） 为主。所以他们所需的一般是几
台电脑、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以及足够快的网速。这些
配备对于物理空间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但是‘智能制造’不一样，我们需要有制造产品、检
测产品的实体设备，同时被生产出来的产品 （哪怕只是小
批量的样品） 也都需要足够大的空间来安置，所以像‘创
业大街’的各种孵化器就无法满足‘智能制造’创业者们
的需求，更不用说‘咖啡馆’里的一个座位。”

物理空间的不足恐怕只是“智造大街”另起炉灶的原
因之一，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智能制造”从研发、设计到
样品制造、检验检测各个环节需要十分密切的联系，甚至
这种联系需要派人亲自去对接、现场监督，不能只通过
互联网交流。

比如在有关“电场传感器”的成果转化过程中，
吴双和他的团队对“智造大街”深有体会：“之前没
有‘智造大街’的时候，我们想把成果产品化，
就需要全国到处跑，去联系工业设计公司、样品
生产的公司、各种不同性能检测的公司。这些程
序通常没办法在一个城市直接完成。”

而现在，吴双很欣喜地告诉记者，从设计方
案开始，自己就可以在“智造大街”进入“一站
式服务”。比如“敏捷制造快制中心”的小批量样
品生产，比如测试实验室对产品的温度、湿度、
扭曲、摔打适应能力进行检测，自己的产品是否
合格，性能怎样，不出这条大街就能一应俱全地
解决。

“毕竟不是做软件检测，只需要发个程序包
给对方然后等着收检测报告就行了。很多时候
我们的研究员必须站在流水线或检测仪器前做
观察才放心。以前我们要全国满处跑，而现
在，有问题也只需要楼上楼下跑，最多跑到
邻近的楼里去求助。”

据李铁生介绍，以 PCB 制板为例，如
果没有“智造大街”的集聚效应，产品的
生产周期为 15-30 天；而现在，只需要
3-5 天。万一还有更深入的问题需要解
决，周边的“帮手”同样也不少。清华
大 学 、 北 京 大 学 、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科学院等高校院所都离“智造大
街”不远，为它的运行提供了足够的
智力支持与设备保障。

“为了让科技类企业能够在这个
街区完成自己从研发到生产到推广的
所有环节，降低沟通和交易成本，
我们集中打造了名为‘北斗七星’
的产业生态，就是围绕智能制造领
域，打造涵盖敏捷制造、工业设
计、技术研发、检测认证、小批
量试制、科技服务、市场推广 7
种服务的服务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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