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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新区!"咖啡!创业# 创出新时代新未来
! 张璐 本报记者 李争粉

咖啡!创业 发力新时代

咖啡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 在
西安"以咖啡为桥梁纽带的#咖啡!创业$
模式"让历史与时尚融合%创新与创业激

!"#$ 年 % 月 !% 日! 西安高新区诞生首个汇聚创客的咖啡主题街
区""
"西安创业咖啡街区#街区打造的$天使楼%等创新创业载体!吸引品

荡!
正如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

牌咖啡&创业咖啡和咖啡创业等不同业态入驻!聚集各类创新创业要素!

永康所说&#咖啡厅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营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开街一年多来!这里引进各类创业服务机

一种文化氛围"更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

构共计 &" 余家!包括车库咖啡&'( 高新创路空间&)*+,-. /01+- 等一流

共享的"用于碰撞智慧"对接人才%技术和

众创空间!持续引进了 234 硬件加速器&喜马拉雅丝路总部等国际&国

资本资源"寻求合作的创业创新平台' $

内知名创新创业机构#

而绘制西安(咖啡!创业$版图的主力

一年后的 !"5& 年 % 月 !% 日!嘉会坊""
"西安创业咖啡街区 !6" 精

军正是西安高新区) 作为西安高新区创新

彩亮相# 嘉会坊不仅融合$科技创意7现代时尚%理念!更以打造$科技硅

创业的先头兵和一面旗帜"西安高新区创

坊&商业坊&休闲坊&旅游坊&示范坊%为定位!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进一

业园以独具特色的("!#$孵化器集群式发

步整合时尚潮流&娱乐休闲&文化艺术&创新创意&国际商务&高端金融等

展和(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的

功能!进一步构建$空间7创投7资源7服务7生活7休闲%的全要素双创生态

科技创业全链条孵化"打造出中国科技企

圈!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高地%$创业福地%和$创富胜地%#

孵化器齐聚高新!从载体到平台!加速构建多元孵化体系#

到从属类别#
为了帮李婧取得这个许可证!让 97咖啡烘焙作坊尽快落地!从选址

如国际顶级加速器 )*+,-. /01+- 联才工坊&链接以色列资源的中以

规划&场地施工改造到烘焙设备安装调试!从增加行业目录$焙烤咖啡%&

创新中心&服务草根创客的车库咖啡!以及致力于互联网创业的 '( 高新

业孵化器五大模式之一的(西安模式$"实

西安高新区创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嘉会坊""
"西安创业咖啡街区

公示直至发证!西安市各级食品药监部门全程介入# 他们从$市场管理员%

创路空间等国际知名创咖!西安交大 5&%; 双创基地&北大 5&%& 咖啡&西

现了 "$% 版本点状到 &'% 版本线状的完

!68 的落成!标志着西安创业咖啡街区总面积拓展至 ! 平方公里!进一步

转变为$企业服务员%!从$政府执法者%转变为$企业指导师%!从$按部就

电石头众创空间等高校众创空间及以丝路硅谷&白马金服&金服时空等为

构建$空间7创投7资源7服务7生活7休闲%的全要素双创生态圈#

班干%转变为$创造条件干%!由原来的$制度规定怎么办就怎么办%变为

代表的诸多金融机构!一同为创业者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美延展!

过去企业需要实体空间!可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空间&距离

$可以给企业这么办那就创造条件办%# 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开始了牵一发

国际知名创咖&高效众创空间&金融机构的相继汇聚为创客推开世

在 西 安 高 新 区 的 双 创 ('% 时 代 "
&%") 年 * 月 &* 日" 西安创业咖啡街区

变得不再至关重要!立体化&深度垂直的服务渐渐成为企业的需求!完善

而动全身的$变革%!赴外地考察&特事特办&上门指导&规划布局全力当好

界之门的同时!97以及星巴克&樊登读书会等包括公寓酒店&餐饮休闲&

适时而生" 并通过平台搭建和服务升级"

的双创生态体系正在走进现实# 西安创业咖啡街区从帮助小众创业到推

$金牌店小二%!最终只用了不到 %8 天的时间!完成了咖啡烘焙项目的落

读书交流等元素的机构!也让创业以外的生活不乏激情与精彩#

创新服务模式"加快打造(全要素创新创

动大众创业!从提供区域创业服务到实现全社会的创业资源整合!以科技

地和生产加工!创造出行业奇迹!体现出西安效率#

业生态圈$! 一年后的 &%"+ 年 * 月 &*

金融撬动创业资本!整合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创业导师等社会资源!构建

日"经过拓展升级"嘉会坊**
*西安创业

持续创新适应时代需求的创业生态#

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 !85& 年 $ 月 !' 日!西安高新区北美,硅

!85& 年 : 月 !: 日! 李婧拿到陕西首个 97咖啡烘焙的食品小作坊

谷-离岸创新中心揭牌!这是西安高新区为探索构建具有引才引智&创业

生产许可证!烘焙作坊开始了生产加工# 李婧激动不已)$作为土生土长的

孵化&专业服务&政策保障!具备技术&资本&人才双向交流等功能的国际

"西安创业咖啡街区 !68 就是要让创业者都能便捷且低
$嘉会坊""

西安人! 我为家乡政府的办事效率感到骄傲! 为西安的巨大变化感到自

化服务平台# 也成为促进中美双方人才交流&技术合作!让硅谷的企业$引

集地$上升至(西安首个国际化现代时尚

成本地汇集融合!让所有'金种子(都能在良好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最终培

豪# 我的亲身体验证明!西安高新区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了+ 这是创业者

进来%!西安高新区的企业$走出去%的良好开端#

街区$"再到如今的(创新创业国际时尚引

育一批极具成长性的新产业# %西安高新区创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的福气# %

咖啡街区 &'% 盛大亮相"从(咖啡创业聚

领区$和(青年潮流生活方式引领区$)
如今的西安高新区创业园正积极营

诸如此类的例子!去年以来!在西安数不胜数!在西安高新区更是屡

高效!生态 营造最优!双创"环境

见不鲜# 用速度和效率来诠释今年以来的西安高新区!最为精准不过#

升级版"助力西安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创新

'68 版本国际化之路迈进# 这也象征着西安高新区的国际化路子也越走越
广&越走越远#

同时!以西安高新区创业园为代表的众多孵化器孵化模式趋向更加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 走过 !: 年历程的西安高新区创

$以往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 选址需要避开商

专业化&精准化&多元化!以期创业者在西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如提供

业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进一步树立创新发展理念!高举创新改革

业区!但是我们却要在商业区!办一个本地没有前车之鉴的'厂店结合的

基础双创服务的$双创服务站%!是一个一站式创业服务大厅!采用$线上7

大旗!打好$创新牌%!让$西安模式%在新时代实现完美的延展!为西安高

咖啡馆(!很多外地朋友听了我们的构想曾打趣地说)'这样的模式在西安

线下%服务模式!向西安高新区乃至西安市的优秀企业&初创企业&拟注册

新区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泡出属于浓浓的$咖啡7创业%味!

从没有过!想突破估计难于上青天# (%素饮*糖人咖啡工厂店负责人席东

企业提供工商注册&人事外包&税务代理&法律咨询等各种服务# 再如城市

坦言!完全没想到!素饮*糖人咖啡工厂从$点子%诞生到

"$秦英汇%系列活动之一的$西安高新企业大学*精准创
创新创业品牌""

完成工商登记&再到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西安高新区

业训练营%! 可以说是西安高新区在企业孵化服务工作中的一个新举措&

只用了 '' 天!打破了纪录#

一大新亮点#

造(咖啡,创业$新未来"全力打造(双创$
创业的时尚新名片)

如今!对标美国硅谷&硅巷&硅滩!着力打造升级版的嘉会坊!正朝着

$到现在!我想起来依旧觉得很激动!设想提出后!

事实上!在咖啡品牌不断做出改变!在众多机构着力布局嘉会坊的

西安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相关领导!西安高新区行

背后!是西安高新区近年来持续鮸力攻坚!举全区之力加速汇聚创新创

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工商局和食药监局!不仅亲自上门协

业资源!做足$咖啡7%文章的结果#无论是以 ';8 度创新$无国界%&创业

调相关工作! 还专门建立工作群实时讨论出谋划策!加

$无时差%为服务模式!建成的西安首个国际化现代时尚街区西安创业

班加点为工厂店的各方面审批服务事项提供帮助# %席

咖啡街区!还是以$青年潮流生活方式引领区%为定位!全新打造的咖啡

东说#

街区 !68 全面升级版嘉会坊!都是西安高新区为创业者量身定制的梦想

素饮*糖人咖啡工厂的设立让席东感受了西安高

之舟!为创业者提供的展示自己的大舞台#

新区$速度%! 97咖啡创业者李婧对此更是深有同感#

开放!创新

曾留学法国的李婧对咖啡情有独钟# $我想投资开

打造双创升级版

办一家集'开放式生产7餐饮7零售7文化体验(等多元素
营造双创生态仅靠自家努力!非明智之举# 强挖本土创新资源!实非

为一体的咖啡新式体验店# %今年 ! 月!李婧诞生了这样
的想法# 97咖啡烘焙是一种全新业态!在西安高新区&
西安乃至陕西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食品目录中均找不

远见#
近年来!西安高新区秉承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了众多国内外顶级

美国的 =1>?@ 曾在建设国际化街区企业座谈会上说道# 为了$国际

嘉会坊!一场嘉年华释放的浓浓国际范

化%的目标!其实每一位创业者都在努力着!他们积极献言献策!为
嘉会坊今后的国际化建设群策群力#
目前! 嘉会坊已持续引进了来自美国硅谷的 234 硬件加速
器&创新孵化以色列先进技术的中以众创空&有着百年历史风云的

! 本报记者 李争粉报道

"欧美同学会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以及联才工
国际留学生团体""
坊&汇湖国际生态创新空间等数十家国际化创业平台!同时相继举

!85& 年 5! 月 '8 日<!85% 年 5 月 5 日! 嘉会坊新年国际狂
欢嘉年华在西安高新区火热上演#在为期 ' 天的活动中!来自西班

西安素来以古文化之都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可随着城市的

办西安国际创业大会&中韩创业项目交流国际化活动# 此外!更有

不断发展!在璀璨的千年古都文化之上!又延伸出了一种更为贴近

星巴克&97A3BC&/D)&太平洋咖啡&E3F3GG3 等品牌咖啡!同步

牙团队表演的花车巡游和乐队演出&街舞表演粉墨登场#这场国际

时代发展&锦上添花的东西!那就是更加富有蓬勃朝气的时尚化与

展示国际咖啡品位#

化的活动&时尚潮流的跨年元素!吸引了大批西安市民&外来游客

国际化#无疑!西安高新区这片区域就是凸显这个时代特色的肥沃

以及创业者前来# 这里被热评$国际范儿十足%的同时!又让人不禁

土壤#

思考)西安高新区在 !85% 开局之时!这场嘉年华到底释放了什么
信号.

打造国际化的时尚地标
!85& 年 5! 月 '5 日!大家最期待的跨年之夜如期而至# 夜晚
的嘉会坊!灯光璀璨&游人如织# 由巨型木偶萝拉&安卡巨鸟引领!

国际专家智囊团为西安高新区注入活力后! 硅谷创业团队携带美

休闲坊&旅游坊&示范坊%为定位!打造更时尚&更潮流&更活力&更

功能性社区!理所应当的成为了高新时尚与潮流的前沿阵地!可媲

国优质项目的路演! 更是预示西安高新区探索国际化的能力越来

先锋的时代元素!打造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城市新地标!吸引更多国

美香港$兰桂坊%&上海$田子坊%# 跨年之夜!位于城市商务中心的

越强/伴随着中俄青年创业孵化器交流项目的启动!来自俄罗斯的

际友人来这里生活&发展&投资和创业#

嘉会坊彻夜通明!跨年不眠夜!数万人在这里集聚!在时尚与潮流

青年创业者们与西安高新区的本土企

的碰撞之中!这里不仅仅是西安双创事业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成为

业家&创业小伙伴碰撞出了思想火花#

了引领古城国际化的时尚地标#

为创客推开世界之门

化&多元化的嘉会坊!饱受青年群体欢迎的各种不同风格街头演出

是归国潮!大西安现在要建'留学生之
城(!需要打造国际化平台!嘉会坊就是

欢快的音乐和游客互动&派发小礼物!不时与开心的孩子们合影留

作为西安青年潮流生活方式引领区!元旦假期!在倡导国际

$感恩现在生活在美好的国家和美
好的时代!我们经历了留学浪潮!现在

面人偶&可爱的小丑&热情火辣的桑巴女郎等则贯穿其间!伴随着

仿佛让人置身于充满创意色彩的奇幻王国之中#

充分融合$科技创意7现代时尚%理念!以打造$科技硅坊&商业坊&

据了解!举办嘉年华的所在地是由西安高新区倾心打造的嘉
会坊#这个自西安创业咖啡街区升级而来的集创业&休闲为一体的

装扮精致的六大女王花车粉墨登场!开始狂欢巡游#各种装扮的假

念# 充满异域风情而又美轮美奂的表演&到处洋溢着的欢乐笑声!

未来!西安高新区将继续围绕$国际化%这一目标!致力于打造
年轻活力的 !H 小时城市聚落的嘉会坊! 将进一步规划 '68 版本!

!85& 年 % 月 !% 日! 作为西安创业咖啡街区 !68 版本的嘉会

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 !85% 年!希望

坊惊艳亮相!以$更时尚&更潮流&更活力&更先锋%的国际化气质!

嘉会坊一如既往成为创业者的热土和

为西安创新创业注入了强大动力!为众多创客衔接国际资源!推开

坚强的后盾# %嘉会坊入驻机构欧美同

世界之门#

学会相关负责人在嘉年华跨年仪式上
感言#

也同步上演!街舞&泡泡秀&乐器演奏&吉他弹唱&人体雕塑艺术&近

自开街以来!西安创业咖啡街区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持续不断

景魔术等街头艺术献技/现场还设置了空间 '= 立体画装置!画中

地探索和实践!不断汇聚国际创新创业资源#举办了多场各类国际

$想要变得更加国际化! 就要具有

事物既能深藏画中!又能飘逸画外&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强大的视

论坛&峰会# 继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新加

国际化视野! 更多地参与国际化组织!

觉冲击为嘉会坊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坡&日本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 !5 位商界&学界知名人士组成的

不断吸引国际化企业入驻街区# %来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