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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是一个技术密集型、资本密

集、人才密集型产业，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

持续不断技术创新，以及坚强的战略定力，

才能把产业做好。正如中关村发展集团总

经理宣鸿在本届“芯动北京”论坛致辞中指

出的那样，当前集成电路产业正在步入颠覆

性技术变革时期，也将迎来重要的机遇，只

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生态体系

建设，持续推动自主创新，助力企业做大做

强，才能最终实现产业的自主可控。

苗军也表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关键就在于创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目

前无论规模还是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

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只有将先进的集成

电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才能提升我国集

成电路的行业竞争力，而创新的关键在于

创新要素的集聚。因此，发展集成电路产

业关键是聚集适合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创

新要素，而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园区可以

发挥重要的作用。”

回顾近年来 IC PARK 的发展历程，正

是在不断践行这一理念。从 2015年开工建

设起，IC PARK 一直致力于不断优化产业

生态环境。建设之初，管理团队即制订整体

规划，将园区的发展目标定位为 IC 设计产

业的生态运营平台、跨界融合创新综合服务

商。为了保证规划能够落实，园区将50%面

积自持运营 20 年，以确保产业方向不会改

变。此外，园区还联合行业服务机构、投资

机构、孵化机构等共同打造“十一大产业服

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

服务。

随着进入运营期，IC PARK 所提供的

产业服务也在不断升级。对此，苗军指出：

“园区的工作核心就是要为入驻企业提供优

质的服务，要让企业感觉到入驻不仅是搬了

一个地方，而是获得更好的产业生态，获得

更多的行业资源。这是一个学问，也是一个

课题。所以从2018年11月正式开园之后，将

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所做的工作核心就是

围绕提升服务能力展开，从软件到硬件，着

力构建园区的产业生态服务体系，为进驻企

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十一大产业服务平台’

是园区建设之初我们提出的，随着园区运营

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十一大产业服务平台’

之外，我们再次提出打造‘一平台三节点’的

目标，这是我们在‘十一大产业服务平台’基

础上提炼形成的，更加切中当前产业需求。

希望通过打通IC设计企业发展中遇到的主

要‘梗阻’节点，帮助企业快速成长。”

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副总经理许正

文指出，“一平台”重点是要打造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一站式企业服务平台，以平台为基础

汇聚各类社会资源和专业机构，完善园区的

创新生态系统。目前，线下平台基本建成，

服务大厅300平方米、服务窗口5个、服务机

构52个、培训教室有40余人机位；线上服务

系统也已经正式运营。“一平台”就是要打造

线上线下相结合，面向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全

方位、全过程的服务价值链。“三个节点”则

是瞄准 IC 设计企业发展中普遍遇到的人

才、资金与小微企业孵化难题，通过芯创空

间对原创性企业进行培育孵化；通过中关村

芯学院培养多层次的人才队伍；通过园区创

投基金建立面向孵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投

融资服务体系。

通 过“ 一 平 台 三 节 点 ”的 建 设 ，IC

PARK 希望将园区打造成为中国芯片设计

产业技术创新的高地。

IC PARK：为自主创芯“加油”，全力构建IC产业新生态

9月11日，“第三届‘芯动北京’中关村IC产业论坛”正式召
开。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IC PARK）连续三年成功举办“芯动
北京”论坛活动。自去年11月IC PARK开园以来，经过不到一年
时间，IC PARK已经构筑起相对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吸引了包
括比特大陆、兆易创新、兆芯、文安智能在内的50余家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入驻，园区总产值248亿元，占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产值
半壁江山。

在谈到未来工作计划时，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董事长苗
军表示：“随着落成开园，IC PARK已经全面进入运营期，这是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全球IC产业环境变化速度加快，企业发展
面临更多挑战，也就需要更高水平的产业配套服务给予支撑。如
何有效联合行业服务机构、投资机构、孵化平台等，构建相对完
善的产业服务体系，为IC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全方
位的服务，将是IC PARK今后工作的重点。IC PARK有信心完
成好这项工作。”

作为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毫不夸张地

说，集成电路产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人

才。然而，根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

白皮书（2017—2018）》的数据，我国集成电

路行业从业人员规模在 40 万人左右。到

2020 年前后，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人才需求

规模约为 72 万人左右，人才缺口 32 万人。

人才因素是阻碍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

最大问题之一。

IC PARK将集成电路设计人才培养作

为一项工作重点。在本次论坛上，不仅举行

了中关村芯学院的揭牌仪式，同时成立中关

村集成电路设计园人才产业化联盟，为提升

集成电路产业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人才链

的建设添加新动力。

许正文介绍说：“中关村芯学院是中关

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发起设立的开放性IC产

业培训平台，旨在落实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

合要求，培养集成电路专业人才。”对于中关

村芯学院下一步的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要加强与高校院所、企业机构合作，构

建‘技术+双创+产业+国际化’四位一体的

课程体系；二是组建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

人才产业化联盟，打通人才供需链条，培养

应用型人才；三是依托园区‘一平台三节点’

产业服务体系，延伸服务链条，助力企业创

新创业及产业发展。”

苗军表示，芯学院定位于弥补高校和市

场之间的缝隙，课程设计更重视应用局面，而

非基础理论的教育。通过芯学院可以给在职

人员提供一条再提升的途径，通过实训课程

企业员工可以扩展视野，增强实战技能。中

关村乃至北京市最大的优势是人才优势，中

关村是智力密集型企业圣地。IC PARK的

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关村人才资源丰富的

优势，打造中国芯片产业创新高地。

表面来看，现在的中国集成电路企业并

不缺乏资金面的关注，但是这并不包括小微

型IC设计企业。对于数量庞大的小微型IC

设计企业来说，融资依然是一大难题。

对此，许正文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小微

IC设计企业高风险的运行特征决定的。从

资本的角度来看，小微型 IC 设计业的主要

特点可以概括为：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要

求高，市场化程度高，创造性要求高，产品和

技术更新快，与这些特点相对应的就是高投

资风险。因此，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和债券

等传统融资方式很难与之相匹配。所以处

于种子期与初创期的小微型IC设计企业除

了创业者的自有资金外，不得不依赖天使投

资和风险投资进行融资。但是另一个问题

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并不成熟，特

别是对于 IC 设计这种高专业度的领域，一

般缺乏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投资经理很

难驾驭。因此，对小微型IC设计公司来说，

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就需要一个平台给予

支持。一般来说，可以扮演好这个角色的，

往往就是产业园区。

本次论坛上，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

中关村创投与部分企业签定了认股权协

议。为了更好地满足 IC 设计企业发展需

求，IC PARK成立了中关村创投基金，总规

模 15亿元，一期目标募集 3亿元，现已募资

完毕，进入正式运作阶段。而随着认股权协

议的签订，IC PARK 又增加了一项产业服

务的利器。

苗军指出：“创投基金的成立有两个方

面的考量，既要追求社会效益，又要追求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我们成立创投基金

可以更好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有利于将国

家战略与园区产业服务相结合。同时基金

也要有回报，在经过慎重选择、周密调研、公

允估值等严格程序之后，将可实现园区发展

与企业发展相结合。”

根据 IC PARK 最初的规划，园区将吸

引龙头企业2~3家、中型企业30~50家、小微

企业100家，最终形成一个良性的企业生态

系统。经过3年左右的建设期与将近1年的运

营期，比特大陆、兆易创新、兆芯、文安智能、

永信致诚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已经签约入驻。

“今年以来，我们工作的侧重点将转向

扶助小微企业发展上来。”苗军告诉记者，

“龙头企业对园区早期开发建设的确具有重

大的标杆作用，但是从成长性的角度来看，

小微企业也有着非凡的意义。小微IC设计

企业是集成电路产业中最具创新活力的一

个部分，在它们当中有希望走出中国最具创

新性的公司。因此，培育小微 IC 设计企业

成长，激发其创新活力，是中国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的重要一环。”苗军指出。

但是，集成电路创业投入大、门槛高、失

败率高，普通集成电路创业者不敢创业，即

使走上创业之路，面临的挑战也很多。因

此，做好产业孵化器对于培育初创企业快速

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成立了园区孵化器公司芯创空

间，专门拿出 3000 平方米的空间用于小微

企业的孵化，小到 1~2 人的组合，多到十几

个人的团队，只要具有创新性，符合条件都

可以进入。孵化器不仅可以为创新创业企

业提供办公空间，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一对一

的创业导师服务、融资服务、政府资源对接

等。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对高新技术

成果、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创新创业企业进

行孵化，降低初创企业的创业成本和创业风

险。”许正文指出。

本次芯动北京论坛上，多家创新创业企

业与芯创空间签署了入孵协议，清华大学核

芯互联、南京大学明瞰科技、北京大学微宝

金网，以及来自韩国的 MEMS项目，将进入

园区孵化器。苗军指出：“小微企业是中关

村着力扶持发展的重点。这些企业的活力

强、转型快、市场敏锐度高，只要适时给予资

金、人才、管理以及合作伙伴导入的支持，就

有望使其快速做大做强，进而推动我国 IC

设计产业的发展。”

成立“芯创空间”，为小微IC企业量产打造孵化器

“一平台三节点”，产业服务再次升级

建立“中关村芯学院”

为IC人才培训添一份力

设立“中关村创投”

目标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

本报记者 陈炳欣

未来目标

国际一流的集成电路特色设计园

IC PARK的发展始终是北京集成电路

产业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

经信局副巡视员姜广智在本次论坛中指出，

集成电路作为十大高精尖产业发展的一个

代表性的产业，是北京市的优势产业之一。

在谈到北京市集成电路产业的三大特点时，

姜广智首先提到北京在 IC 设计领域的优

势，紫光展锐、智芯微电子、豪威科技、兆易

创新等企业居于国内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前

列，寒武纪、地平线等企业形成国内最大的

人工智能芯片产业集群。

苗军进一步指出：“北京市的最大优势

之一就是智力资源密集。这里集中了北大、

清华、中科院等国内最优秀的高校和科研院

所。IC 设计作为高智力产业，能够充分发

挥北京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势。IC PARK作

为 IC 设计领域专业特色精品园区，就是要

将基金、人才、应用场景、空间等产业发展的

关键要素组合好，为北京市的集成电路发展

提供保障，与北京市的新定位相一致。”

目前，IC PARK 入园企业总数已经超

过 50家。预计明年 150家企业入驻的目标

将基本完成，实现 IC 业产值 300 亿元。在

谈到下一步规划时，苗军表示，按照最初的

规划，园区内IC设计企业约占50%，其他为

IC 设计上下游的企业，在园区内形成一个

初步的产业生态。就现在入园企业现状来

看，IC设计企业占比已经接近 80%，已经超

过最初设定的目标。下一步，他们要适当加

大上下游应用企业的引入力度，吸引智能硬

件、软件应用、网络安全、物联网等 IC 应用

企业入驻，增加园区企业间的业务互动。园

区将引导应用企业与 IC 设计企业相结合，

不仅是空间的结合，更主要是业务的结合，

一些IC设计企业完全可以为应用企业做定

制开发，应用企业也可以不断引导设计企业

的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应将设计与

应用紧密结合起来。

“当然，在 IC PARK的所有工作中，以

IC设计为核心这一条是不能变的。园区将

始终以 IC 设计的产业服务商作为定位，通

过我们的集成性工作为企业提供专业化产

业生态，使园区成为国际一流的集成电路特

色设计园。”苗军指出。

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董事长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董事长 苗军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