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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梦想小镇是时任浙

江省省长李强亲自命名建设的新型
“众创空间”，也是浙江省首批37个
省级特色小镇之一，已有 810 余个
创业项目和近 7800 名创业人才入
驻，形成了一支以“阿里系、浙大系、
海归系、浙商系”为代表的创业“新
四军”队伍，并集聚金融机构 510
家，管理资本 1200 亿元，随时可以
为入驻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梦想小镇坐落在杭州市余杭
区未来科技城（海创园）腹地，采用

“有核心、无边界”的空间布局，其
中核心区规划 3 平方公里，17 万方
先导区块已全部建成，涵盖了互联
网村、天使村等。其中，互联网村
重点鼓励和支持“泛大学生”群体

（毕业 10 年内的大学生）创办电子

商务、软件设计等互联网相关领域
产品研发、生产、经营和技术(工程)
服务的企业；天使村重点培育和发
展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着力构
建覆盖企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
金融服务体系。

小镇每月举行一次创业大赛，
脱颖而出的项目和团队即可入园。
入镇创业项目将获得最长 3 年的免
租办公场地、最高 100 万元的风险
池贷款、30 万元商业贷款贴息及云
服务等扶持政策。

一些孵化成功的项目已迁出梦
想小镇，进入附近的“加速器”进行
产业化，周边恒生科技园等近10个
重资产的传统民营孵化器正在向重
服务的众创空间转型。在更大范围

内，小镇里涌现的创业项目和投资机
构用互联网思维渗透、改造传统企业，
互联网+农业、+商贸、+制造等新产
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小镇所在地仓前是一个拥有 880
多年历史的古街，街上保留了章太炎
故居等文保单位以及一大批古建筑，
又有余杭塘河、西溪湿地等良好的生
态环境基础，构成小镇发展的又一优
势。同时，小镇内部及周边公共配套
也在不断完善，

据悉，梦想小镇预计 3 年内集聚
大学生创业者 1 万名，创业项目 2000
个，基金管理及相关机构300家，实际
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000亿元，金融资
产总额超过3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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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小镇：

3年内集聚大学生创业者1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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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栖小镇是浙江省首批创建的
37 个特色小镇之一，位于杭州市西
湖区，规划面积3.5平方公里。

云栖小镇的前身，是西湖区转
塘科技经济园区。2013年，西湖区
整合杭州云计算产业园、阿里云创
业创新基地两大平台，打造国内首
个以云生态为主导的产业小镇——
云栖小镇。

从工业园区到特色小镇，不只
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基于云计算产
业的特点，进行腾笼换鸟，淘汰科技
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业，腾出足够
空间引入了更多面向未来的互联网
企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小镇已引进涉
云企业 300 余家，产业覆

盖云计算、大数据、APP 开发、游
戏、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已初步形成
较为完善的云计算产业生态。这些
团队集聚了众多业内精英，其中不
乏拥有微软、华为、网易等著名互联
网公司多年从业经验的人才。

基于云产业的特点，小镇构建
了“创新牧场-产业黑土-科技蓝
天”创业创新生态圈，让创业变得更
加便利。“创新牧场”就是集合阿里
巴巴、富士
康 、Intel、

中航工业等优势资源，通过“淘富成
真”、阿里潮电街“创星基地”、云栖
Techday 等创业创新平台等，打造
全国独一无二的创新服务基础设
施。“产业黑土”是指运用大数据，以

“互联网+”助推传统企业的互联网
转型。“科技蓝天”是指创建一所国
际一流民办研究型学院，就是浙江
西湖高等研究院。

小镇还拥有真正服务于草根创
新创业的云栖大会，目前是全球规
模最大的云计算以及 DT 时代技术

分享盛会，今年参展的
国内外知名
企业约 400

家，包括Intel、HTC、Docker等企业。
小镇还在不断完善生活配套，营

造良好的宜居宜业环境。
据了解，5 年内小镇将实现云计

算相关产值超过 200 亿元、税收 10 亿
元，成为传统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的典
范、特色小镇建设的样板。

云栖小镇:

国内率先以云生态为主导产业

临安云制造小镇是浙江首批省
级特色小镇之一，位于杭州青山湖科
技城，总体规划 3.17 平方公里，计划
打造中国首个以智能装备产业为特
色 的 创 客 天 堂 、文 化 小 镇 。 预 计
2017 年，小镇将实现总产值 239.5 亿
元、税收 12.8 亿元，吸引游客 40 万人
次以上。

近年，杭州一些制造业企业陆续
搬迁至临安，包括杭叉、西子联合等大
型工业企业，如何把互联网、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植入传统装备制造业中
去，是这些制造企业面临的难题。而
云制造小镇有了这些产业基础，依托
46 家科研院所等创新载体，实现了优
势互补，重点围绕智能装备产业，主攻
研发、创意设计、品牌营销等价值链高
端，同时加快网络信息、生物医药等新
兴产业培育发展，打造智能装备研发
制造创新基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
孵化基地。

云制造小镇总体布局包括“一轴
一脉两区”。“一轴”即大园路创新发展

轴，“一脉”即苕溪绿色水脉景观走廊，
“两区”即核心区众创空间和智能装备
提升区。核心区众创空间是一个完整
的科技产业培育体系，包括科创服务中
心、科技创意园等创业创新平台，以及
产业服务和商业服务配套设施；智能装
备提升区重点建设智能物流装备产业
园、高端成套设备产业园、信息基础设
施产业园等重点装备制造产业智能化
提升改造项目。

为吸引项目和人才，小镇各方面服
务也明确到位。3 年内，对于经核准入
驻的企业，提供人均 20 平方米、最高不
超过 300 平方米的免租金办公场地；加
速孵化企业将获得最高不超过 1000 平
方米的免租金办公场地。而首轮获得
300 万元及以上融资的企业，再给予两
年免租期。云制造小镇还将提供厂房租
金补助、创业融资资助、云服务补贴等创
业服务。同时，经认定的入驻创业团队，
可优先申请简装创客公寓；自行租房的
创业团队主要成员，可根据相关规定享
受每月住房补助。

云制造小镇：

把制造搬“云上”

湖州丝绸小镇是浙江省首批培育
的37个特色小镇之一，位于湖州市吴
兴区东部新城、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距
钱山漾遗址仅 2 公里，规划总面积
6.38平方公里。

小镇计划利用 3 年时间，建设成
为集丝绸产业、历史遗存、主体旅游于
一体的开放式“丝绸文创度假小镇”。
同时，重研发、强设计、创品牌，打造微
笑曲线两端，实现全产业链发展；力争
打造全球丝绸时尚设计中心、丝绸产
品交易中心和丝绸文化体验中心。

目前，小镇环绕西山漾湖面，形成
了活力镇中心、创意新丝巢、风尚丝绸
秀、丝路夜明珠、浪漫丝艺园、隐逸度
假区等 6 大核心功能区，并通过滨水
景观环线有机融合。

活力镇中心是小镇最核心商业文
化功能区，承担了大量旅游、产业、居
住人群的配套服务功能。

丝绸产业园是丝绸特色产业的核
心功能区块，包含企业运营总部、丝绸
研发设计中心、茧丝绸交易中心、私人
定制中心等功能。目前已签约引进

20多家丝绸龙头企业。
风尚丝绸秀是时尚大师及品牌设计

师的工作室集聚区，也是丝绸设计、艺术
展示、时尚秀场、定制培训和商业休闲等
风情特色产业体验街区。

丝路夜明珠——“消失的世界”魔幻
主题公园是小镇文化旅游开发的重要引
擎，突出互联网全面融入、魔幻特技应
用、趣味教育3大特点。

浪漫丝艺园占地约2000亩，其中婚
庆主题公园、钱山漾文化交流中心已经
建成并对游人开放，丝艺花海、小镇客
厅、非遗博览园、创意文化村等4个项目
已于 2016 年 8 月底主体封顶。隐逸度
假区是小镇的生态休闲度假养生区。

整个小镇，水面、桑园 5 平方公里，
建设用地 1425 亩，计划 3 年总投资额约
51亿元，目前已累计投入约15亿元。

链接：钱山漾遗址是原始社会晚
期的一个村落，距今 4700 多年，属良渚
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残绢片和丝、麻
织品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丝、
麻织品，证明了湖州是丝绸文化的发
祥地之一。

丝绸小镇：

打造丝绸文创
度假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