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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入选榜单发布

喜讯！ 天河科技园有7家企业上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3 月

15 日，2018 年广州“独角兽”创新企

业入选榜单发布。 根据广州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公布的 2018 年广州“独

角兽” 创新企业榜单， 今年共有 39

家企业上榜， 其中天河科技园有 7

家企业入选，占全市的近 1/5。

据了解， 发现广州“独角兽”

创新企业活动由市科技创新企业协

会等举办， 旨在挖掘广州地区创新

性强、 增长速度快、 发展潜力大的

创新企业， 涵盖大数据、 云计算、

信息技术、 物联网、 生物医药、 人

工智能、 新能源、 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 按规模和特点， 广州

“独角兽” 创新企业榜单分“独角

兽” “未来独角兽” “高精尖” 创

新企业三个子榜单。

本次全市共有 39 家企业上榜，

入榜企业地域集聚效应明显。 2018

年“独角兽” 创新企业、“未来独角

兽”、“高精尖”成长企业主要分布在

黄埔（

广州开发区

）、天河、南沙、番

禺、海珠等地域，大体沿广州科技创

新走廊分布， 其间呈现出部分密集

节点， 高密集节点主要是黄埔、天

河。 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 生物医

药、大数据、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 综合来看，三个榜单企业主要

集中于 IAB、NEM 等战略新兴产

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工智能、信

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聚集的天河科技

园，也有 7 家企业入选，占全市的近

1/5。 其中，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

同时入选“2018 年广州‘独角兽’创

新企业入选榜单” 和“2018 年广州

‘高精尖’成长企业入选榜单”。 广州

骏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三维

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入

选“2018 年广州‘未来独角兽’创新

企业入选榜单”。

2019天河科技园 5G产业研讨峰会召开

园区企业抢抓 5G发展机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通

讯员 王飞）

日前， 由天河科技园管

委会、 广州天河科技园信息产业联

合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联合主办的“5 限想象，

G 致动能”2019 天河科技园 5G 产

业研讨峰会在天河人才港召开。 天

河科技园管委会产业处副处长于晓

凡等出席大会并致辞。 极飞科技、北

明软件、欢聚时代、网易、小鹏汽车、

太平洋网络、南方测绘、中长康达、

佳都集团、品高软件、火烈鸟、君海

游戏， 华为等各行业龙头企业代表

共 40 余人参加。

本次研讨峰会， 广州联通与华

为公司分别作了主题演讲， 并在会

后进行了深入研讨。 通过本次研讨

会，各企业对 5G 行业应用更加明确

了解发展思路。 据了解，参会企业涵

盖云计算、大数据、无人机、物联网、

智能制造、游戏文化、车联网、数字

政务、 互联网、AR 及地理空间信息

等相关领域。

据介绍，2019 年是 5G 发展元

年，广州联通紧抓时代浪潮，将以更

加开放的心态面向科技园企业与产

业链合作伙伴，加快推进 5G 商用步

伐，充分释放混改动能，共同推动产

业智能化、数字化，实现与产业链上

下游无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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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百田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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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岗 位 ： 人 力 资 源 专 员

（

2019

应届生）、新媒体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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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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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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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玫

通讯员 尹赐安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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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研讨峰会在天河人才港召开。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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