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酷狗公司坐落在羊城创意产业园。 信息时报记者叶伟报 摄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Hello

Kugou！ ”这一段极具标志性的声音，

可以说伴随着 80、90 后成长， 也为很

多人开启了享受音乐服务的一扇大

门。 经过 15 年的积累探索，起步于天

河的酷狗公司已成为中国数字音乐行

业的领航者。

布局音乐全产业链生态

据了解， 酷狗公司是中国极具技

术创新基因的数字音乐交互服务提供

商，也是互联网技术创新的领军企业，

致力于为互联网用户和数字音乐产业

发展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2004 年，

酷狗公司起步于国内首个网络音乐

PC 端，后续发布手机客户端。 公司依

托海量正版音乐曲库， 从数字音乐版

权运营出发，随后陆续推出酷狗直播、

5sing、酷狗唱唱、酷狗 KTV 等音乐产

品，并自主研发蓝牙音乐耳机、智能音

响、互联网蓝牙音箱等硬件产品，从软

件到硬件布局音乐全产业链生态。

自公司创建以来， 一直在数字音

乐发展上大胆尝试，与大量唱片公司、

版权管理机构合作探索发展思路，积

累了海量的数字版权， 并在推动更广

范围内的跨行业、 跨平台的合作上作

出努力， 在艰巨的全球音乐数字化进

程中作出自身的贡献。

据介绍， 酷狗技术研发人员占总

员工人数的 70%， 优质的创新技术助

力每年专利申请量、 授权量的持续增

长，形成了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截至

2019 年第一季度，酷狗专利申请总量

超 1400 件， 项目不仅覆盖音频识别、

音频提取、音频控速等音频处理技术，

也涉及信息显示技术、外观设计、硬件

产品技术等领域。

立足天河深耕大湾区市场

“广州是流行音乐的发源地，拥有

大量音乐创作企业、唱片公司，也有很

多相关的人才， 这对于创业者而言具

有先天优势， 而天河的政策以及人才

基础则是我们发展的沃土。除此以外，

广州天河宜居、包容，商贸氛围好。”从

2004 年落户天河五山，到如今驻扎羊

城创意产业园， 作为一家土生土长的

总部企业， 酷狗公司副总裁赵海舟对

天河的发展有着强烈的信心。“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蓝图下，我们更有信心。

作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类企业，酷

狗将立足天河人才、配套等优势，继续

深耕大湾区市场，吸引港澳人才。 ”

“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源，企业的

发展离不开人， 天河科技园多个园区

都紧邻高等院校， 为我们提供了充足

的人才供应。”酷狗公司对人才的渴望

显然易见， 政策方面的支持更是企业

发展的助力。赵海舟介绍，在早年创业

时期， 酷狗就曾享受过天河区提供的

人才补贴、 创新项目奖励等一系列优

惠政策，直至如今，依旧享受着天河带

来的“红利”。“天河的创业政策十分实

在，服务也非常到位，这的确给了创业

公司很大支持。直到现在，区委区政府

每年还上门探访我们， 大家反映的问

题，能很好很快地得到解决。 ”

酷狗公司：

数字音乐行业的领航者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郑晓玫 ）

在医

院，不用排队就能完成医保支付；足不

出村， 家门口就能完成社保缴费……

如今， 每个人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手

中那张社保卡，从看病、缴纳社保、就

业， 到各类民生补贴发放等都在逐步

通过它来实现。但大家可知道，社保卡

的“服务者”之一就有坐落在天河智慧

城的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

称“德生科技”）

。随着社保卡“一卡通”

持卡人覆盖率已达 91.5%， 德生科技

的任务是致力发挥社保卡作为政府与

群众之间重要的信息与金融通道的价

值，让社保卡成为幸福生活的载体。

专注于社保领域纵深发展

作为业内首家 A 股上市企业，德

生科技成立于 1999 年，是国内人社行

业信息化领域的领先企业， 已重度垂

直社保卡行业 20 年。 近年来，公司定

位于“社保卡综合运营服务商”，不断

巩固传统社保（制发）卡业务，大力推

进用卡环境规模化建设， 创新运营服

务体系， 以大数据为基础精准服务到

持卡人。

“我们放弃了横向业务，选择在纵

向领域深耕，才有了今日的成效。 ”德

生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公司业务现

已覆盖全国近 150 个城市， 服务群体

过亿， 在基层农村设立超两万个服务

网点， 社保卡用卡环境建设已取得规

模化成效。

该负责人表示， 这一方面标志着

公司紧随国家社保卡“一卡通”趋势，

在社保卡应用服务上稳步布局； 一方

面有利于企业在业内形成全产业链竞

争优势， 打破单一产品模式可能造成

的同质化竞争。在华东一些城市，仅社

保缴费服务业务已达到近千万频次，

缴费规模达数亿元， 这意味着公司已

经夯实推进社保卡基础应用的粘

性策略。

风口之下企业迎来发力点

据了解，今年以来，人社部力推社

保卡“一卡通”，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前

提，是让群众“有卡可用”和“用卡方

便”。 德生科技以“平台+终端”大力覆

盖的基层服务网点， 正是将各类服务

下沉到 C 端人群的终极触点，令群众

可以足不出村， 在家门口享受各种社

保卡服务的便捷。上述负责人介绍，用

卡环境的规模化推进， 也是公司迈向

“社保卡综合服务运营商” 的稳固基

石，只有紧紧围绕触达的持卡人，将各

类政府民生更加主动精准送达， 社保

卡作为政府与群众之间重要的信息和

金融通道的价值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同时， 德生科技社保卡应用服务平台

的丰富性才会不断呈现。

据介绍， 德生科技前期以社保卡

基础应用之一“社保缴费”的方便性，

有效激活了网点应用， 并逐步叠加了

就业、农产品电商、医保移动支付等服

务，尤其在今年以来，全国财政部、人

社部等七部委联合发文推进财政补贴

发放“一卡通”专项治理工作，社保卡

因为其天然政府通道属性， 成为多地

补贴发放优选载体， 由此带来的服务

业务渐成风口。

至今， 德生科技在四川乐山、 眉

山、 宜宾、 泸州、 德阳等多个城市，

在所覆盖的制、 发卡区域的相关服务

也在规模化推进中。 该负责人还提

到， 社保卡的应用还远远不止于此，

人社部规划的社保卡“一卡通” 应

用， 还将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未来， 群众甚至可以依托社保大

数据信用体系， 实现创业贷等多种金

融业务。

乘着东风， 德生科技的业绩得以

不断提升。 该公司近日发布的业绩报

告显示，2019 年上半年营业总收入为

1.8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72%；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2719.74 万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9.89%。

德生科技：

让社保卡成为幸福生活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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