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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河科技园再赴征程

构建高端高质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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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一年， 天河科技园交出了完美答卷，

2020年天河科技园将进一步提升， 预计实现营业

总收入 2638�亿元，同比增长约 8%。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通讯员 陈瑞雄 练河昌

2019 年，天河科技园牢牢

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广深科技

创新走廊创新节点发展战略

机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全力推动园区提质增

效。 作为广州市重点打造的十

大价值创新园之一，天河软件

价值创新园有序推进，带动作

用日趋明显，2019 年 9 月 10

日顺利通过专家中期评估，1-

11 月实现营收 367.93 亿元。

作为天河软件园价值创

新园的管理机构，天河科技园

管委会稳步推进价值创新园

开发建设工作，2019 年在招商

引资、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

设、宜居宜业环境等方面都取

得了新的成绩。 2019 年，园区

企业佳都、北明入选中国软件

百强企业名单；极飞科技入选

2019 年广州“独角兽”创新企

业，驴迹等 3 家企业入选未来

“独角兽”企业。

据悉，去年价值创新园新

引进企业 102 家，其中 IAB 企

业占比超 80%，新增注册资本

过亿元企业 7 家，包括光亚光

大供应链、桐悦网络、尚阳云

计算、水晶球数字科技、晟忻

科技、华海置地、极飞实业。

天河软件价值创新园稳步推进

步入“20”年代，历史翻开

新的一页。据悉，2020 年，天河

科技园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

预计 2020 年天河科技园实现

营业总收入 2638 亿元， 同比

增长约 8%； 天河软件园实现

软件业务收入 1286 亿元，同

比增长约 12%。

新的一年，天河科技园管

委会将提高站位，谋划平台发

展出新出彩。

高水平推进天河智慧城

核心区控规调整，完成控规调

整成果编制及产业发展、城市

更新与土地整备、 综合交通 3

个专项规划，开展绿色低碳发

展、地下空间开发、土地利用

研究，并同步完善园区公共服

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释放

园区发展潜能。 开展天河智慧

城创新发展研究，包括启动园

区“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适

时启动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申报中 ）

建设发展

规划研究等。

同时，加快推进天河软件

价值创新园建设，以重点产业

项目为载体，以骨干企业为支

撑，提升产业环境，引领关联

行业集聚发展，不断提高创新

园高端软件辐射与输出能力。

据悉，2019 年， 价值创新

园 11 个重点产业项目投资约

14.71 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

160%，其中 5 个省市重点项目

（

孵化三期、 宝供物流总部项

目、 中移动南方基地二期 、网

易总部二期 、时代

E-park

（天

河） 二期

） 共计投资 11.08 亿

元，完成年度投资 159.94%。

今年天河科技园预计营收 2638 亿

园区的高质量离不开基础配套

的完善， 优越的环境可为企业创新

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为此，2020

年， 天河科技园将致力于打造国际

一流的发展环境。 首先，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 计划完成道路建设共 2 条，

推动开展基础设施项目、 公共配套

项目共 6 个，总投资共计 2.16 亿元。

结合综合管廊建设进度， 完成南部

道路（

一期 ）

工程、软件路西延长线

及支路工程等 2 个项目建设， 开展

华观北五街及周边道路、 规划沐陂

东路及周边道路等 4 个项目前期研

究，适时开展 10 号路前期工作。

同时， 统筹考虑天河软件价值

创新园、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总部

基地、 地铁 21 号线等重大项目建

设，深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研究，完

善主干路网，强化公建配套，加快南

部人才公寓、 东部公共文化设施等

配套项目开发建设研究。

在加快土地征储出让方面，

2020 年计划推进 10 宗地块土地征

储工作。 为提升园区环境品质，天河

科技园将加快推进科韵园区提质增

效，结合天河“互联网+小镇”概念规

划设计，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整治

园区及周边环境， 完善公共配套设

施， 营造舒适安全优美的创新创业

空间。

围绕打造国际一流创新创业环

境，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

）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综合考虑广州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与北五小区整治， 进一步优化天

河湿地公园及周边景观品质， 深化

公共服务配套和标识系统建设，探

索研究北区环境整体提升。 优化智

慧城核心区交通内循环，强化地铁 6

号线高塘石站、21 号线智慧城站与

园区各关键节点的交通接驳， 解决

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完善配套打造国际一流发展环境

据了解，2020 年天河科技园还

将进一步发挥创新引领的作用，构

建高端高质产业体系。 一方面多措

并举开展招商选资， 另一方面全力

加快 6 个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推动

广建智慧天地项目尽快竣工验收，

加快宝供物流总部、 中国移动南方

基地二期、网易总部二期、时代项目

二期和涞馨总部及研发大楼 5 个项

目建设进度； 引导龙粤移动电子商

务产业基地、孵化三期、天河智悦广

场、致远、群豪等 5 个项目尽快投入

使用。

此外，强化创新创业要素集聚。

以打造广州软件谷和科韵园区提质

增效工作为契机， 结合天河“互联

网+”小镇和天河软件价值创新园建

设， 推动创新要素加速向

园区集聚， 推动科韵园区

与高唐园区协同发展，塑

造广州软件产业品牌。 依

托品高、北明、佳都、南方

测绘等信创产业优质企

业， 发挥电子五所国家级

适配认证检测中心作用，

探索设立信创联盟， 加大

信创产业支持力度， 加快信创产业

集聚。 加快 5G 网络建设布局，积极

引导企业打造 5G 应用场景。

新的一年， 园区管理服务也会

进一步规范化。 如强化产业政策扶

持，开展 2019 年度园区产业扶持政

策实施情况绩效评价；强化与组织、

人社、住建等部门沟通协调，发挥特

殊人才入户白卡指标、 人才公寓指

标积极作用， 着力解决企业人才入

户、居住、子女入学等难题；推进国

企管理制度化， 加快高新集团体制

机制改革等， 助力园区发展动能提

升。 高度重视健康素养促进行动项

目工作，围绕“大卫生、大健

康”理念，积极推动活力健康

园区建设。

创新引领构建高端高质产业体系

地铁

21

号线天河智慧城站。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摄

天河智慧城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构建高端高质产业体系。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