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子座的创新脉动
□记者 王思达 寇国莹

①保定中关村
创新中心举行的一
场科技成果推介会
上，当地企业财务
人员崔红娟刚刚在
会场坐定，就忙着
打电话叮嘱同事不
要迟到（本报资料
图片）。

②保定中关村
创 新 中 心 北 大
1898咖啡馆内，创
业 者 们 正 在 交 流

（本报资料图片）。

“扈总，上次跟您说的企业入驻的事怎么样了？您可得帮我们惦记着！”
2018 年 11 月 24 日，保定市中关村创新中心，扈德辉又收到了企业急于进驻的咨询电

话。“现在，创新中心每腾出一个空位，就有 3 家企业在排队入驻，其中多数是来自北京的团
队。”

150公里，40分钟，风驰电掣的高铁，将北京和保定两座城市连成一体。随着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提出，中关村首个京外创新中心在保定双子座大楼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为协同发展而来

时 间

2018年11月24日

地 点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沿着保定市朝阳大街往北，有一条3公里
长的宽阔大街——京津保创新创业大街。

这条创业大街上，有两座外立面由深色
玻璃幕墙组成的大楼。这两座颇具现代气
息、紧紧相依的大楼，就是中关村在京外设立
的首个创新中心——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双子座”。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第一次见
到双子座大楼，就是在 4 年前的今天。”11 月
24日，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一间办公室内，北
京中关村信息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项目负责人扈德
辉回忆。

2014 年 11 月 24 日，扈德辉和北京中关
村信息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石七
林来到保定，考察在当地设立中关村创新中
心的可能性。

“2013 年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北京中关村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
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
未来，中关村要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力度，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

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2014 年 2 月，京津冀
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同年底，中
关村管委会、中关村发展集团牵头成立了信
息谷公司，谋划拓展中关村的‘版图’。”谈及
中关村“走出去”的初衷，扈德辉表示。

此时，距北京仅 150 公里，产业、人才基
础都不错的保定，成为中关村向外“扩张”的
合适之选。

楼外草坪齐整、车位充沛，楼内装修完毕、
宽敞明亮⋯⋯保定双子座大楼过硬的硬件和
环境，给扈德辉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

除了硬件和环境，让扈德辉印象颇深的，
还有保定市政府对中关村项目表现出的极大
热情和诚意。

“我们考察完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保定高
新区领导就亲自带队到中关村回访，深入洽
谈合作。之后没过几天，我陪石总又去了一
趟保定，就中关村落地事宜进行详细商谈。”
扈德辉清楚地记得，短短一周时间内，他们就
和保定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三次会面。

在频繁沟通后，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意
见：20年长期合作，前 10年免租金运营，请中
关村来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政

府不干涉具体经营，双子座大楼由保定市交
给中关村全权运营。

保定在交通、人才、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
势，以及对中关村项目表现出的极大诚意，令
中关村运营团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不久，
在保定设立中关村创新中心的合作意向基本
达成。

2015 年 4 月下旬，由扈德辉和他的三位
同事组成的“创新四人组”正式入驻保定，开
始了创新中心启动前的紧张筹备工作。

“那段时间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熬夜工
作，但大家干劲儿十足。”扈德辉说，创新中
心挂牌前后的 4 个月时间里，他们北京、保
定两地跑，几乎住遍了双子座对面的锦江
之星快捷酒店的每个房间。

2015 年 4 月 28 日，中关村在京外设
立的首个创新中心——保定中关村创新
中心正式挂牌。

两天后的 4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
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乘上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
的快车。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是中关村‘走出
去’的第一个项目，而中关村最有价值的是
其创新文化和创新基因。因此，创新中心挂
牌伊始，我们就设立了将中关村的创新基因

‘带土移植’的目标。我们绝不是只做招商引
资，而是让创新理念在保定形成气候，使创
新中心真正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扈德辉说。

创新基因和服务意识，这个来自中关村
的新理念、新思路，在两地联姻的第一天就
得到体现。

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前一天，会务组突然
收到来自中关村的“紧急通知”：改变已经安
排好的座位布置。

“按照惯例，会场正前方只设置两排领
导席。但中关村方面提出，一定要把与会高
新企业代表安排到前排，还要在椅背上标明
公司名称。”保定市高新区管委会一位工作
人员回忆。

第二天的揭牌仪式上，部分高新区领导
只拿到了“站票”。事情虽小，对保定当地人

的触动却很大。
揭牌仪式当天，40 多家北京高科技企

业、8 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近 10 家金融
投资机构的代表，从中关村赶到保定参观
考察。

5 月 28 日，创新中心“满月”的日子，13
家企业和机构实现入驻签约，活动和洽谈接
待工作随之不断增多。可是在最初的两个月
时间里，相对于面积6.2万平方米的大楼，这
里仍显得空空荡荡，保洁人员看着都心急。

这时，一家保险公司找上门来，想包下
两层办公区。这个听起来很有诱惑力的请
求，却被扈德辉一口回绝。

“智能电网、智慧能源、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研发是创新中心的产业定位。
如果不满足产业发展要求，在模式、产品、技
术等方面不具备创新性，即便是有实力的项
目，我们也未必接纳。”对于创新中心的入驻
企业，扈德辉心中有自己的“门槛”。

在他看来，把大楼填满、谋求短期租金

收益不是中关村来保定的目的，牢记创新基
因植入，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打造创新生态
系统，才是关键。

扈德辉这种看似固执的坚持，最终得到
了大量创新企业的认可。如今，创新中心企
业入驻率超过 94％，入驻企业一半以上来
自北京，包括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华凯光子
在内的227家知名企业和机构注册办公。

据统计，创新中心入驻企业研发投入累
计已超过 1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3600 多
个。预计到 2018 年底，入驻企业年营业额
将突破17亿元。

“后来我才听说，在创新中心最初的运
营过程中，当地也曾有过一些质疑的声音，
譬如‘花了几个亿把楼盖得这么好，保定人
自己管理不行吗？’”扈德辉说，“我们当时并
不知道有这些声音，也没多想，只想如何把
既定的目标尽快实现，等到后来我们听到别
人给我们‘还原’这些声音的时候，质疑早就
烟消云散了。”

“双子座”大楼西北方向约 2.5 公里，是
保定中关村创新基地。

这个由总部研发办公中心、高端人才服
务配套中心和标准化高科技厂房组成的基
地，作为中关村落地保定的第二步，已于
2016年4月28日正式运营。

11月24日下午，创新基地3A厂房内，工
人们正在忙碌。这是玄云涡喷动力设备研发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2300 平方米的车间内，
现代化车床设备和生产线让人眼前一亮。

玄云，国内唯一一家自主研制微型涡喷
发动机的民营企业。5 年的自主研发，让玄
云获得了十几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2017 年，他们自主研制的微型涡喷发
动机卖出 1500 余台，销售额约 2000 万元，
其中80%卖到欧美发达国家。

很多人想不到，这样一个前景光明的科

技企业，几个月前还“隐藏”在保定市郊一个
条件简陋的小村庄里，而且即将要“飞”出保
定，落户他省。

“大概是今年 2 月初的一天，我听说这
个企业的情况后，立即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
去现场拜访。”扈德辉回忆。

开车大半个小时，扈德辉一行七拐八拐
进了村，来到一处简陋的厂房。数九寒冬，
走进厂房，室内比室外还冷。用塑料布搭起
一片棚子挡着寒风，再加上一台台铸造车床
和调试设备，就是团队的生产车间。

“都知道创业艰苦，身处其中才更能体
会有多么不易。”扈德辉感慨。

“当时，常州、泰州等几个城市的园区，
已经给我们开出了诱人的入驻条件。正在
犹豫的时候，扈总找到我们，从趋势、市场和
潜力等几个方面给我们做了分析和预测。

他还说，我们只需要专注研发和市场，资源
对接与相关服务可以交给中关村来做⋯⋯
我们入驻创新基地这几个月来，中关村在军
民融合、高新企业资质申报、产业资源对接
等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
助。”玄云公司负责人王冬说。

扈德辉的“一揽子”服务承诺，将玄云留
在了保定。今年 7 月，玄云公司正式入驻中
关村创新基地。

“我们的目的，就是培育和留住更多像
玄云这样的‘金种子’，让创业企业通过中关
村平台在保定生根发芽，长成大树。”扈德辉
表示。

如今，乘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东风，保
定、石家庄、秦皇岛等地的中关村分园已经
先后落地生根，中关村创新资源与创新基因
的种子也播撒在这些城市。

创新基因“带土移植”

让更多“金种子”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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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双子座
大楼（中关村创新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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