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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六稳”“六保”决策部署，中关村科技

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关村管委会）6 月

16 日通过线上新闻发布会形式正式启动实施“千

帆计划”。该计划针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订单不

足、成本高企等突出困难，围绕订单、服务等核心

需求，由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大企业、孵化器和科

技服务机构推出。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百十千

万”，即大企业提供百亿元订单，孵化器等科技服

务机构提供十亿元服务包，还有千余名创业导

师，共同助力上万家中小微企业千帆竞发、百舸

争流。

坚持问题导向，凸显三大
特点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面临着订单、资金、用工、供应链等一系列压力和

挑战。此前，针对产品推广应用、资金、用工等问

题，中关村管委会发布了三批科技抗疫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服务清单，推出了“中关村企业抗疫发展贷”

“中关村创投战疫行动”“抗疫情助就业”等举措，有

效缓解了科创企业的部分困难。

此次中关村管委会启动实施“千帆计划”，主要

有三大特点：

一是聚焦企业需求，出实招解决科创企业订

单和服务痛点。市场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检验

企业技术产品的试金石。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技术

产品和服务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市场推广能力和

经验相对不足，使得企业新技术新产品难以迅速

打入市场、赢得客户认可。企业拿不到订单，形不

成稳定收入，房租、人员等成本还要刚性支出，对

企业生存造成巨大压力。尤其是今年以来，受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可以说举步维艰。通过实施

“千帆计划”，中关村管委会将会同市国资委、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等部门及相关市场主体，积极动员

大型央企、市属国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拿出

采购订单和投资并购需求；推动孵化器和专业机

构拿出办公空间、创业培训、知识产权、检测认证、

财法税、市场推广等服务资源，集中面向科创企

业发布，给订单、给市场，切实降低企业在房租、

专业服务、产业资源获取等方面的成本，通过“大

手拉小手”“众人拾柴火焰高”，实现以强扶弱、共

克时艰。

二是强化协同联动，尽全力为科创企业提供

量大质优的精准支持。订单和服务体量足够大，

才能惠及广大科创企业。目前，中关村管委会已

经征集和筛选了 150 多家大企业，182 亿元订单和

收并购需求，大企业参与积极性远超预期，北京各

高精尖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有更多机会找到对应的

订单需求，一些前沿科创企业还有可能获得相关

产业资本的投资支持；上千家孵化器和服务机构

拿 出 了 最 好 的 服 务 资 源 ，价 值 规 模 10.09 亿 元 ；

1115 名导师也是精挑细选，是行业一流的创业服

务专家。同时，采取相关措施，确保每一笔大企业

订单真实有效，相关条件科技型小微企业够得着、

用得上；每一家孵化器和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资

源足够优惠，服务质量不打折扣，企业使用起来足

够便捷；参与千帆计划的每一位导师是高水平、有

热情、有资源的专业人士。此外，中关村管委会也

在征集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需

求，目前已有 8000 多家企业提交了 1.7 万条有效

需求。

三是采用 AI 技术，切实打破供需信息壁垒。

千帆计划的供需信息量十分巨大，传统手段很难在

短时间内完成有效匹配。为保障订单和服务的高

效、精准对接，以及工作常态化推进，中关村管委会

搭建了线上供需对接平台，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实现供需有效匹配。后续将不断引导大企

业、小企业、机构等在平台上发布信息，让平台成为

大中小企业融通、各类专业服务资源汇聚的重要载

体，降低获取有效信息的成本，让市场之手能够更

好的发挥作用。

首批订单破百亿，上万家
企业受益

“千帆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推出百亿元业务订单。截至目前，中关村

管委会面向中钢集团、三峡集团、中航集团等 49 家

大型央企，首钢集团、北汽集团等 15 家市属国企，

交控科技、亚信、东土科技等 72 家民企，空客、英特

尔、日立、村田制作所等 15 家外企，征集了产品订

单、投资并购等需求，规模已经超过 182 亿元，其

中，订单 122亿元，投资并购 60亿元，集中向科创企

业发布。后续还将持续征集发布大企业业务合作、

场景开放、技术研发、投资并购等各方面的订单和

需求。

二是推出十亿元服务包。联合启迪、九州通

等 44 家中关村硬科技孵化器，优客工场、中关村

医疗器械园等 150 余家创新型孵化器，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中心）

等 44 家技术转移服务平台，以及一批专业服务机

构，向科创企业优惠提供办公空间、创业培训、知

识产权、检测认证、实验条件、云服务、财法税、市

场推广等服务资源，服务包价值规模达 10.09 亿

元。其中，低价或免费提供近 40 万平方米办公空

间，预计减免房租 1.87 亿元；93 家孵化器承诺提供

新入驻企业工位注册费减免，预计为企业节省

1440 万元；65 家技术平台及实验室的相关服务 6

折起，预计优惠 6600 余万元；知识产权、市场推

广、创业培训、财法税等服务费用大幅优惠，预计

减免 7.2 亿元。

三是推出千名创业导师辅导。从中关村孵化

器、在京一流高校院所和中关村知名企业家、投资

人中，筛选 1115 位有能力、有资源、有热情的创业

导师，形成创业导师库。面向初创企业，通过专业

指导、经验分享、技术交流、资源对接等方式，提供

高水平的线上线下辅导服务，让小企业能够方便地

与知名企业家、优秀创业导师对话，获得更直接、更

有效的专业辅导。

四是广泛征集初创企业技术产品和服务需

求。为尽快促成供需对接，中关村管委会已经同步

征集了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需

求。截至目前，共有 8000 余家小微企业响应，其

中，5400 多家提出了技术产品推广需求；2587 家企

业提出空间需求；对检验测试、知识产权、培训辅

导、财法税和人力资源有需求的企业分别为 2902

家、2695 家、827 家、2904 家。千帆计划正式发布之

后，直接受益的初创企业将很快突破上万家。

推出四大措施，确保实施
成效

“千帆计划”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中关村各分

园管委会协办，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中关村

创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中

关村融创企业开放创新促进会承办。将从四个方

面稳步实施“千帆计划”，确保取得实效。

一是搭建线上对接平台，保障海量供需信息高

效匹配。中关村管委会经过前期比选，决定“千帆

计划”线上服务平台由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大企业可以随时发布采购订

单和业务合作需求，服务机构可以及时发布所能提

供的各类专业服务，中小微企业也能够发布其技术

产品以及服务需求，平台将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实现供需信息有效匹配和撮合，并将匹配

信息自动推送给有需求的企业或服务机构。企业

和服务机构也可在平台上自主查询订单和服务资

源等各类信息。同时，平台还将不定时开展线上路

演和推介活动，拓宽大中小企业间、企业和服务机

构间的沟通渠道。

二是强化线下撮合，提升对接成效。依托中关

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中关村创业生态发展促进

会、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中关村融创企业开放

创新促进会，为线上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的企业提供

信任背书、组织一对一沟通等后续服务，并积极整

合中关村各分园政策和资源，促进合作事项尽快落

实、落地，保障优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在京长期稳

定发展。

三是多部门联动，协同促进“千帆计划”深入

实施。此次“千帆计划”实施得到了市国资委、市

经济与信息化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多

部门、多条线动员大企业和相关机构，在很短的时

间内，提供了大规模的订单、服务及导师资源，并

且有效保障了相关订单和服务资源的真实有效。

后续各部门还会进一步加强协同，推动“千帆计

划”深入实施。

四是持续征集资源，保障“千帆计划”长期推

进。“千帆计划”线上服务平台将长期向初创企业、

大企业、服务机构等开放，作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的重要渠道，持续服务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

同时，中关村管委会也将继续推动更多订单和服务

资源在平台上发布，吸引更多创新创业主体入驻，

助力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不断完善，惠及更多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

发挥三大优势，助推高质
量发展

下一步，在实施“千帆计划”的同时，中关村管

委会还将持续强化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发挥科技创新优势，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

武器。中关村将继续大力支持包括病毒检测、疫苗

药物、医疗器械等方面的技术攻关，进一步推动科

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储备，以科技创新更

好地应对疫情防控。

二是发挥科技金融优势，激发科技型创业企业

发展活力。中关村将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推动创投、上市公司、孵化机构、金融机构等紧密合

作，对科技型创业企业进行投资和融资加速。同

时，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贷贴息及天使投资补

贴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帮助企业低成本地获得发

展资金支持。

三是发挥技术引领优势，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和

新动能。中关村将深入研判发展机遇和产业风口，

推动相关科技型创业企业借势而上，抢抓新基建等

新机遇，全力打造 5G、智慧医疗、工业互联网、智能

装备、无人经济等创新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增长

点和新动能，助推北京高质量发展。

百亿订单、十亿服务包、千余名导师，服务上万家企业

中关村推“千帆计划”支持科创企业发展
■相关链接

“千帆计划”工作内容

（一）工作组织

“千帆计划”由中关村管委会主办，各分园管委会协办，中

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中关村创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中关村

技术经理人协会、中关村融创企业开放创新促进会具体承办。

（二）工作目标

实施“千帆计划”，搭建线上服务平台（网址:www.zgc-

qianfan.com），联 合 中 关 村 200 家 孵 化 器 ，100 家 大 企 业 ，

1000 家服务机构，推出百亿订单，十亿服务包，千余名导

师，服务 10000 家科技型初创企业，持续助力企业在京平稳

健康发展。

（三）资源和服务内容

1.百亿元业务订单

（1）通过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中关村融创企业开放

创新促进会发动所联系服务的央企、行业领军企业、上市公司

等大企业，征集包括业务合作、技术研发、兼并收购、投资等需

求在内的订单信息，向科创企业定向发布，推动大中小企业技

术或业务合作，拉动企业业绩增长。推动大企业释放订单规

模达到百亿元。

（2）组织中关村创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中关村技术经理人

协会征集梳理科创企业拟推广的技术产品，加强宣传推介并

向参与计划的企业定向发布。

2.十亿元服务包

通过中关村创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

会，联合中关村创业孵化机构、技术转移平台、专业服务机构，

向科创企业提供办公空间、创业培训、财税法咨询辅导、技术

产品宣传推广等综合服务资源以及知识产权、检测认证、设施

设备、云服务等专业服务资源。推动服务资源价值达到十亿

规模。

具体如下：

（1）空间服务

200 余家孵化器目前可为企业提供约 90 万平米办公空

间，给予新入驻的企业 1—3个月的免租，价值约 1亿元房租减

免。推动中关村技术转移平台优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进入

孵化器，享受更加系统专业服务。

（2）设施设备服务

推动中关村孵化器实验室以及技术设备给予企业市场价

格 6—8折的优惠。

（3）创投服务

梳 理 80 余 家 孵 化 器 持 有 200 余 支 基 金 的 投 资 能 力 ，

重点投资有需求的优质科技型创业企业；积极链接中关

村抗疫发展贷、中关村创投战疫等资源，提供多方面投融

资服务。

（4）知识产权服务

通过具备较强知识产权服务能力的孵化器以及孵化器链

接的 200 余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免费为企业提供高水平知

识产权导航、申请、保护等咨询，给予优惠服务，帮助企业构建

良好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定期梳理在孵企业研发合作需求，

通过技术转移机构，免费为企业对接匹配高校院所研发资源。

（5）创业培训服务

梳理孵化器现有培训资源，通过中关村“火花行动”

“创业服务+”等平台免费提供项目路演、政策宣讲、创业

课程等服务；通过孵化器免费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系统性

培训课程。

（6）基础服务

发动 200余家创业孵化机构，通过线上线下多种途径，免

费为初创企业提供工商财税法、人资社保等一站式创业基础

服务咨询。

（7）市场推广

通过孵化器自有宣传平台和推广渠道，免费为优质初创

企业宣传技术产品、推广市场、开拓销售渠道。

3.千名导师辅导

通过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中关村创业生态发展促

进会、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联合中关村 200 余家孵化器、

40 余家技术转移平台，发动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成立包含千

余名导师的创业导师库，面向在孵科技型创业企业，采用经验

分享、专业咨询、创业研究、政策指导、技术交流等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提供专业技术、法律、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

销以及财务管理等全方位服务。

（四）实施方式

一是搭建线上对接平台，保障海量供需信息高效匹配。

由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大企业可

以随时发布采购订单和业务合作需求，服务机构可以及时发

布所能提供的各类专业服务，中小微企业也能够发布其技术

产品以及服务需求，平台将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

现供需信息有效匹配和撮合，并将匹配信息自动推送给有需

求的企业或服务机构。企业和服务机构也可在平台上自主查

询订单和服务资源等各类信息。同时，平台还将不定时开展

线上路演和推介活动，拓宽大中小企业间、企业和服务机构间

的沟通渠道。

二是强化线下撮合，提升对接成效。依托中关村企业

家顾问委员会、中关村创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中关村技术经

理人协会、中关村融创企业开放创新促进会，为线上达成的

初步合作意向的企业提供信任背书、组织一对一沟通等后

续服务，并积极整合中关村各分园政策和资源，促进合作事

项尽快落实、落地，保障优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在京长期稳

定发展。

三是多部门联动，协同促进“千帆计划”深入实施。此次

“千帆计划”实施得到了北京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多部门、

多条线动员大企业和相关机构，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了大规

模的订单、服务及导师资源，并且有效保障了相关订单和服务

资源的真实有效。后续各部门还会进一步加强协同，推动“千

帆计划”深入实施。

四是持续征集资源，保障“千帆计划”长期推进。“千帆

计划”线上服务平台将长期向初创企业、大企业、服务机构

等开放，作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重要渠道，持续服务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同时，中关村管委会也将继续推动

更多订单和服务资源在平台上发布，吸引更多创新创业主

体入驻，助力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不断完善，惠及更多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

“千帆计划”保障机制

（一）成立“千帆计划”执行工作组

联合四家承办单位成立“千帆计划”执行工作组，由中关

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秘书处作为办公室，牵头搭建“千帆计

划”行动资源对接平台，会同中关村融创企业开放创新促进会

持续征集大企业资源；由中关村创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中关村

技术经理人协会分别动态征集科技型创业企业需求。

（二）加大对合作机构的支持力度

统筹做好宣传工作，对资源贡献大、服务效果好的大企

业、各类服务机构进行优先宣传推介，优先享受中关村创业服

务相关政策支持。

（三）加强服务成效总结

“千帆计划”执行工作组定期梳理服务工作成效，及时挖

掘服务典型案例，总结工作经验，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扩大计

划影响力，争取各类主体的更多支持。

（数据和图片来源：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