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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科技园与华为公司开展深入交流活动

共谋高质量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陈瑞雄 詹璟梓 梁景辉）

为加强与企

业的联系，在过去的 7 月，天河科技园

与华为公司互相考察走访， 开展深入

交流活动。 7 月 3 日上午，华为公司中

国区副总裁陈斌首先带队来到天河科

技园参观考察，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主

要领导参与交流活动。

考察团实地参观小鹏汽车、 南方

测绘、网易公司，并与管委会举行座谈

交流。 天河科技园领导介绍了天河智

慧城的区位特点、 高新技术产业特色

和经济发展规模， 希望双方加强交流

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陈斌表示，华为

公司将充分发挥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智能终端和平台渠道优势， 在 5G 应

用、 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建设和智慧

城市等方面进行合作， 努力为天河智

慧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参与推动天

河智慧城高质量发展。

7 月 26 日，天河科技园产业联合

会及园区企业开展“走进华为”活动。

一行人深入考察深圳坂田研发基地、

东莞松山湖基地， 并就华为对智慧园

区的布局、 建设、 管理等实践经历进

行深入的探讨。

在交流分析中， 双方结合天河科

技园独特的地理、 产业优势及园区成

熟运营模式， 一致认为可以联合园区

各细分领域行业的企业， 发挥优势，

运用 5G 通讯、 人工智能、 云数据平

台等技术挖掘、 整合园区资源， 提升

服务管理效能； 双方表示， 可在原有

合作的基础上， 从技术联合开发、 商

业资源互换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如华

为可与园区企业共建区域性安全可靠

技术和产业联盟

（简称 “安可联盟 ”）

，

结合工作实际， 推动安可联盟落户软

件园区； 软件园工业互联网产业初具

规模，华为能发挥领头羊作用，与园区

的相关类型企业结对共建， 并扶强扶

大， 吸引更多工业互联网优质企业落

户园区， 壮大工业互联网产业的集聚

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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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园 进 行 考 察 交

流。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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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余杰 林莹 ）

日前，在天河智慧城天顺

路，一个“高大上”的公交停靠站综合

体———天顺e站亮相。 这不仅是一个

公交站，市民还可以在此购物、停车、

解决“三急”。 由于是港湾式公交停靠

站， 公交车停靠时不占用原来车道，

启用后将有效缓解交通拥堵问题。

据了解， 天顺e站是天河区首个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综合体，位于天河

智慧城天顺路。 该站规划用地面积

62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3平方米，

集公交站、停车场、便利店、厕所多功

能于一体。 该项目是天河区政协主席

会议督办重点提案，天河科技园管委

会作为牵头单位，专门成立提案办理

工作领导小组， 多次现场勘察论证，

最终选址天顺路作为试点，并多方协

调解决规划改造、拓宽车行道、安装

候车亭等问题，历时4个月建成，工程

总投入约200万元。

记者看到， 天顺e站位于原天顺

路公交站点处， 外观为黄白色建筑，

十分大气。 在站点一侧是一个300平

方的小型停车场，有10个车位供市民

临时停车。 目前便利店还未营业，“计

划是引进一个连锁便利店，正在推进

中。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 该站点有320路、

901A路、901路、78A路公交在此停靠，

天顺路为双向单车道。 以往公交停靠

在道路车道内， 停车时会占用车道，

如今的港湾式停靠站通过改造拓宽

车行道， 不占用原来的机动车道，降

低了公交停靠时对交通的影响。

据介绍， 天顺e站毗邻粤港澳大

湾区

（广东）

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天河

软件价值创新园、网易总部等多个省

市重点项目， 以及天河湿地公园、天

河区图书馆天河科技园分馆，未来人

流和车流量会更大，综合体的落成也

是为未来交通提前布局，优化天顺路

公共交通系统，服务周边大中小型企

业员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阚

倩 林莹）

7 月 15 日上午， 广州市天河区

法院凤凰人民法庭正式启用。

凤凰人民法庭位于天河区东北部，

法庭的启用对于缓解天河东北部群众

“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问题，促进东

北部、 特别是天河智慧城加快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 进一步优化天河营商环境具

有重要意义。 法庭将抓好执法办案第一

要务， 积极参与基层建设， 强化诉源治

理，服务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把改革

创新、 走在前列意识贯穿法庭建设全过

程，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智慧法院

建设等方面大胆探索， 努力建设全省一

流、全国领先的示范性现代科技法庭。

据悉， 天河区法院兴华人民法庭也

在同一天启用。 两家法庭均配置 3 个专

业审判团队，实现“1:1:2”人员比例，即 1

名法官、1 名助理、2 名书记员配备。主审

法官均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 平均办案

年限在 10 年以上。两家法庭形成一西一

东两处“延伸触角”，司法服务辐射区域

面积达 67.9 平方公里，预计年收案 7000

至 9000 件， 将为 61 万当地群众提供便

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天河软件

园科韵分园的企业有福了！ 8 月 2 日，园

区启动“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将进一步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园区还

将迎来微改造，对道路进行品质化提升。

为落实政务服务便利化、 助力企业

创新创业和推进科技金融融合， 由天河

科技园管委会、天河软件园管委会，天河

区科工信局、天园街道办事处指导支持，

广州市天河科技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主

办的“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启动仪式暨企

业服务专场会议召开， 吸引了园区上百

家企业参与。据悉，该平台将为企业提供

包括政务、专项、管家等服务，如代办工

商及税务业务、 提供优惠奖励项目自核

和申报服务等，全方位满足企业需求。会

上， 天河软件园管委会为企业代表现场

讲解“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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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车站好便利！ 可停车如厕购物

天河启用两家人民法庭

科韵分园启动

“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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