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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跳舞拍照的智能机器人、敏捷优雅的相扑机器人、
大排长龙的“霸蛮”快闪店……这是近期举行的 2019年中
关村创业大街国际创意集市上的场景。

到今年6月，中关村创业大街已经开街五周年了。5年
来，中关村创业大街累计孵化 3451家创业团队，累计获得
融资团队 1181 家，总融资 731 亿元……海淀区委书记于
军表示，5 年时间，中关村创业大街从创新创业要素集聚
的 1.0 版本，到形成创新创业生态的 2.0 版本，以及不断升
级转变，已经成为具有创新力、国际范、全开放的重要创
新载体、创新平台、创新空间，成为了中关村最具标志意
义的代表。

而今年的中关村国际创新集市，则彰显了中关村创业
大街进入到了全球产业创新生态的 3.0阶段。5年来，中关
村创业大街创新生态发展得怎么样，“双创”升级的成果
又如何呢？近日，本报走进中关村创业大街，进行了实地
探访。

“和美国硅谷一样有吸引力的
创新创业圣地”

今年 6月，一辆由奔驰卡车改造的“移动孵化器”从中
关村创业大街出发，开赴杭州、上海、成都、深圳等城市，对
接各地生产合作伙伴、政府资源、孵化器、加速器到这个卡
车里，开启两万五千公里的“双创中国行”，帮助更多人将
创新创业落到实处。

这是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知名企业推动全球创新创
业服务的一个缩影。

5年来，中关村创业大街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
作”的运营思路，大力实施“产业创新”“全球创新”“互联网+

‘双创’服务”三大战略，发展形成初创服务、加速服务、产业
创新服务和全球创新服务四大服务功能，构建起了完善的
创新产业生态体系，全力打造全球产业创新生态加速平台。
这个生态不仅汇聚了大量的国际国内资源，还通过“四个服
务”，链接起优秀创新创业资源。

一走进创业大街，笔者就看到坐落于大街东侧的 3W
咖啡，这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众筹咖啡馆。

咖啡店内客流涌动，一面贴着知名天使投资人照片的
墙壁将这个空间一分为二。这里一边是喝咖啡聊天的顾
客，一边是助力创业的工位。这个非同寻常的科技孵化器
是投资人“寻找项目的好地方”。

如今，这个咖啡馆每日客流超过3万人次，已在全国一
线城市开设多家门店，累计有 13 个孵化器，每年承办 100
余场的互联网活动粉丝见面会、产品发布会、创业沙龙等。

全国首家创业博物馆、全国首家百度大脑创新体验中
心……中关村创业大街通过“互联网+双创”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模式，为创办新企业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初创服务。在
过去几年提供的创业咨询超过 1.6 万次，深度服务企业
5000家，免费帮助创业者新创办企业1900家。

亚杰的摇篮计划、联想之星的CEO特训班、北创营的
创业加速营、创新加速“翼”计划……这些加速计划都是创
业大街为优秀企业提供的成长加速服务。

除了初创企业，中关村创业大街也关注大企业，并为
其提供产业创新服务。目前，创业大街设立了大企业联合
创新，帮助200家创业企业跟大企业形成对接和服务，成立
了中关村融创企业开放促进会，到目前为止合作的大企业
超过130家，涉及到9大领域。

不只是国内，创业大街也致力于将国际创新创业资源
引入中国，打造全球创新服务。目前已落地3个国际创新中
心，跨境对接了超过500个国际创业项目，落地了6家国际
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初步形成了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渠
道。去年底，创业大街在巴黎设立了联络处，并于今年5月
份参与法国的活动。

德国人魏叶特是中关村创业大街启动的全国首个全
球创新社区的首位外籍员工，负责接待国外政府或企业考
察人员，为他们在此开展国际创业项目提供咨询服务。来
华十余年，他已经把创业大街当自己家了。

“对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创业者来说，中国中关村是和美
国硅谷一样有吸引力的创新创业圣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大企业和创业者来这里寻找机会。我很
看好我的工作前景。”魏叶特对未来充满信心。

根据中关村创业大街发布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创新生
态》报告显示：五年来，这里累计孵化3451家创业团队，其中
外籍和海归团队409家；累计获得融资团队1181家，总融资
731亿元，融资比例34.2%；对接合作领军企业130多家；合作
法律、知识产权、财税等专业服务机构100多家，各类投资机
构、天使投资人、银行等超过2000家。

“这不仅是一个办公空间，
更是一个生态环境”

中关村创业大街长约 220米，大街南侧高高的门楼上
面写着“中国海淀图书城”几个大字，这里曾经是热闹非凡
的海淀图书城。201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书城
也面临着转型升级。

在大家挠头之际，当时的海淀图书城管理人员发现了
咖啡与草根创业者之间的关系——用咖啡集客，吸引互联

网人来此创业。在海淀区的统筹引导下，图书城从做一杯
咖啡开始，最终转型成为闻名全国的创业大街。

2014年6月12日，大街正式开街，更名为“中关村创业
大街”，为首条创新创业街区，位于我国创新创业资源最为
密集的中关村核心区。首批进驻街区的专业服务机构包括
联想之星、36氪、3W咖啡、车库咖啡等十余家企业。图书城
摇身变成创业街，大街上的各类创新创业机构为创业者搭
建交流平台和项目对接的地方。

“找人、找钱、找技术、找市场”，为了让“创业者找得到
投资人，投资人找得到好项目”，当时的创业大街，给初出
茅庐的创业者们提供了一个迅速了解创业要素、获得金融
法律服务、吸引天使投资的场所，让他们避免创业初期的
迷茫情况。

那些在中国互联网和投资界声名显赫的“大佬”们时
常回来这里坐坐，等待那些埋头写代码或修改商业计划书
的创业者。而创业者也脚踏实地坚持梦想，是大街成就了
他们，也是他们成就了大街。

2015年刚回国，张弓和小伙伴们成天泡在咖啡馆讨论
创业方案。“朋友打电话问我在哪，我还是会说‘我在海淀
图书城’呢！”

创业大街是张弓创业的第一站。“当时我在创业大街
溜达，看到创业会客厅外有党徽标志，心想这里办事肯定
靠谱，进去咨询创业事宜后，我当即决定入驻创业大街。”
如今，张弓创办的“佳格天地”公司通过先进的技术，为中
国的农业插上数据的翅膀，助力乡村振兴。

“在中关村有很多东西是国外没有的，政府相关部门
会和我们对接，帮我们解决发展困惑。”张弓说。此外，高新
科技企业的聚集也给张弓很多帮助，“这不仅是一个办公
空间，更是一个生态环境。”

如今，越来越多的创新要素齐聚创业大街，百度大脑
创新体验中心的落地让大街极具科技感和创新感。AI教你
弹尤克里里，表情街机邀你做“影帝”……这里汇集了来自
于百度大脑及各个AI生态合作企业的最新产品，将高大上
的黑科技拉到普通大众身边，让AI可以被感知被体验。

中关村创业大街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联合百度开放AI
技术创新资源，吸引和培训AI开发人才，帮助更多的AI技
术和产品实现应用，构建大中小企业共享共建丰富活跃的
AI生态。

“不是咖啡凉了，
而是更适合创新创业的环境”

“5年前，创业大街的团队在对面一个楼上的二楼，一
个大开间，十几个人围着一个大桌子一坐就开始了筹备工
作。2017年，因团队扩充工作人员坐不下，我们又搬了一次
家。如今的工作地点是我们的第三个办公室。”中关村创业
大街总经理聂丽霞说。

如今，创业大街上，新的创新需求和深度服务更多了。
五年来，创业大街完成了从一条街到一个生态的蜕变。在
国内，中关村创业大街各服务机构不断地向全国各地输出
创新服务资源、模式和理念。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深化，降税减费政策的进一
步落实，中关村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最多跑一次”等便
捷服务推出，让创业者们有了更多获得感。

“海淀区推出‘集群注册’政策，免费为我们这样的初
创企业提供注册地址，真是太意外了！”今年4月，中关村创
业大街的北京博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跃曦拿着
刚刚打印的营业执照开心地说道。

“集群注册”服务是中关村创业大街于 2019年全新推
出的服务产品“翼”计划的一部分。截至目前，已有10多个
企业通过此方式拿到营业执照。

据了解，“翼”计划分为振翼、展翼、比翼三个阶段，为
优秀创业项目提供从 0-1、从 1-100 过程中的全方位精准
支持。振翼阶段将为初创企业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初创服
务；展翼阶段会为项目团队提供各项政策对接、产业对接
和投资对接机会；比翼阶段，获得认可的团队将有机会获
得中关村创业大街自有投资基金或大街生态内投资机构
的全方位投融资支持。

30余场创客马拉松活动、3个国际创新中心……如今，
创业大街变成了一条生态链，链接起了国际国内的优秀创
新创业资源，以及创新创业的相关主体和合作方。

互通互鉴的重要性，对于创新创业来说也是一样。
“3.0 版本下，融合创业团队、领军企业、孵化机构、专业服
务机构、高校院所以及政府部门等创新主体，在全球合作
的背景下，中关村创业大街一定会持续成为全国创新创
业的孵化体系和组织体系的风向标。”聂丽霞接受笔者采
访时说道。

如今的创业大街已经是国际范儿、年轻化的城市创新
空间。这个空间里有容纳 20 个人到 300 人的活动场地 25
个，10—150平方米的独立办公室50个，开放工位1000个，
这五年，在这里举办的活动有 5600场，创业大街已经变成
了创新创业青年开放交流并开始创新创业起步的地方，也
是青年人打卡的地方。

“从喧嚣走向安静，从热闹走向理性，中关村创业大街
不是咖啡凉了，而是更适合创新创业的环境，更符合创新
创业的规律。”于军这样说。

在中国，作为一条以创业大街直接命名
的街道，中关村创业大街享有很高的知名
度，当然，在中国的版图上，还有很多城
市，也在纷纷打造自己的创业街或是创新园
区等，为那些勇于创新创造的人们，提供了
将梦想变为现实的机会。

或许有人会问，创业就创业吧，为什么要搞
创业大街，这样的做法，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吗？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我们听说了一个故
事，有一位创业者说：“你知道人们为什么会
愿意在这里吗？你待久了就会发现，这里常
常出现的人，假设放在其它地方就是 freak，
是怪胎。可是在这里，你不会认为自己奇

怪，由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奇怪，但是，多
少创业者不正是从别人眼中的怪人一路拼搏
出来的呢！”这个案例形象地说明了创业大街
所能带来的环境红利。

5年前，中关村在创业园的基础上，将海淀
图书城直接华丽转身打造了中关村创业大街。
在大街创立之初，也不少人发出疑问：年轻的
创业者们在这里喝个咖啡，做做路演，是不是
真的能创造一个个大企业？如今，5年过去了，
中关村创业大街，从1.0发展到3.0，以突出的业
绩，印证了创新创业在这里的勃勃生机。

事实上，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发展只是一
个缩影，随着中国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的不断优

化，越来越多科技工作者、留学归国人才、在
校大学生投身创新创业之路，打造了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

创业大街能不断转型升级，与中国良好
的创新创业氛围是分不开的。当下的中国，
已然成为创新创业的一片热土。前不久举办
的2019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让人们
看到，各级政府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措施，让创业创新者按照市场规则公平竞
争、轻装上阵，为这些造梦者提供茁壮成长
的“阳光雨露”。就拿北京市海淀区来说，在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方面，探索“互联

网+双创服务”新模式就颇具亮点，继推出
线上线下“创业会客厅”后，2018 年 2 月中
关村创业大街推出创业会客厅“码上办”，让
创业者在办理事项时 “一次办好”“一扫办
成”。

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也得益于体制机
制障碍的突破和良好发展环境的营造，这一
切让创新创业动力澎湃。长期以来，中国创
新领域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多头管理、条块
分割；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薄弱；
创新评价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通过坚持问题
导向，中国聚焦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
轮驱动，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各

类创新主体活力，加强科技体制与经济体
制、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精准对接和协调
配合，以改革为科技创新打破束缚、扫清障
碍、释放潜能、注入动力，提高国家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进而迈向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创业的未来还需要不断升级。无
论是创新创业的主体，还是创新创业的服
务主体，升级都没有止境，企业固然需要
不断升级才能做大做强不落人后，服务主
体也需要对现有政策实施效果及时进行评
估与动态调整，对有悖于促进创新的陈规
旧 制 要 抓 紧 修 订 ， 让 政 策 更 好 地 服 务 创
新、促进创新，为培育有潜力的企业打造
更好的环境。

“创新决胜未来。”在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中，通过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一个个区域创
新发展的新高地凸显，一个个创新创业个体，
在一个又一个创业街、创业园区变身创新雄
兵，勇敢地走向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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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茶座 创业大街吸引力何在
叶晓楠

5月28日，在北京市中关村举行的第五届“互联网+教育”创新周上，
工作人员正在展示多款人工智能教育产品。 郭俊锋摄（人民视觉）

8 月 1 日，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创业大街，阳光明媚，天气晴好。
创业大街的主形象标志在阳光中清新美丽，吸引游人观看。 （资料图片）

6月 15日，在北京中关村举行的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上，家
长带着孩子参观口腔临床微机器人手术系统。 春 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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