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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期间居家

防疫， 人们在家上网

的时间随之增加，直

接带动游戏产业增速

提升。浩翔科技、轩辕

网络、 国测规划等天

河科技园企业敏锐地

捕捉到这一变化，积

极研发新技术推动新

产业发展……

变压力为动力、

化危为机， 天河科技

园的企业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中促进经济向

好发展， 培育壮大新

的增长点增长极，牢

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第一季度， 天河科技

园 营 业 总 收 入

414.72 亿元，同比增

长 0.4%；天河软件园

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316.31 亿元，同比增

长 1.5%。

记者了解到， 天河科技园管委

会通过重点企业服务专员持续跟踪

区重点企业， 主动了解企业复工复

产和扩大生产中需要协调解决的问

题， 主动提出协助企业解决各项困

难的服务， 增强企业对未来市场的

信心。 加强地块开发建设服务工作，

安排专人为企业提供从项目报建到

建成投产全过程服务， 妥善解决项

目跟进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推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 天

河科技园管委会建立健全政策扶持

机制， 确保扶持措施落实到位。 首

先， 通过加强政策宣传的方式， 向

园区广大企业宣传市、 区两级各项

复工复产政策， 并通过现场走访的

形式， 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全力确

保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

两手硬”。 其次， 通过落实租金减

免政策以及鼓励载体服务机构免租

减租的方式， 减轻企业压力。 据了

解， 该委全面落实天河区惠企“15

条” 措施， 对 21 家承租行政事业

单位的实体中小微企业、 82 家承租

国有经营用房的企业减免租金合计

1142 万元， 着力帮扶企业渡过难

关。

此外，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还建

立健全共同抗疫工作机制。 天河科

技园总工会安排园区 76 家企业工

会按上缴工会费返还比例购买疫情

防控物资， 降低企业复工复产物资

采购成本。 深入挖掘园区企业科技

战“疫”亮点，积极引导园区企业运

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新产品、新

技术，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累

计报道园区企业 80 家次。 园区企业

围绕智能设备、 系统研发、 医药开

发、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等方面加大

产品研发和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园区共有 36 家

企业 48 项产品或技术被广东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纳入《广东省大数据、

人工智能企业助力抗疫复工产品资

源信息名单》。

园区管理有温度：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是一场与

病魔较量的阻击战， 也是一场与病

毒赛跑的科技战。 面对疫情冲击和

经济下行压力， 天河科技园内的高

新技术企业， 以强大的韧劲战胜困

难、逆势而上，捕捉机遇化危为机，

加大研发力度，不断创新产品，研发

新技术、推动新产业发展，在疫情下

开辟全新的“战线”。

企业发展韧劲足：抓住机遇开辟新“战线”

广州市浩翔计算机科技有限公

司对 5G 技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

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

术以及应用拥有深刻的理解和丰富

的研发经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全国各地纷

纷针对疫情强化疫情管控措施。 针

对疫情防控的需求， 浩翔科技利用

自身技术优势迅速推出面向校园、

办公楼、社区、园区等场所的“无接

触” 人脸识别及体温测量于一体的

疫情防控系统，为抗击疫情助力。

据了解，浩翔 AI 体温监测预警

系统是一套完整的人脸识别+体温

测量+大数据统计的疫情防控一体

化解决方案。 体温人脸智能识别终

端通过红外热成像技术， 在人脸识

别同时实现检测人体温度， 将体温

检测与人脸识别、 门禁考勤系统融

为一体，并应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一个集“应

用、管理、预警和基于大数据分析”

的人脸识别门禁和体温检测管理系

统。

浩翔科技———“AI智能体温监测预警系统”助力科技防控

2020 年春节前夕， 突如其来的

新冠病毒疫情使得全国人民措手不

及。 凭着对急诊急救工作、急危重症

业务的认知和理解， 轩辕网络旗下

子公司广东医通软件有限公司的核

心团队敏锐地察觉到， 疫情期间群

众看病需求与医疗服务供给、 医院

感染控制管理、 区域疫情防控要求

之间的矛盾。 核心技术团队取消春

节休假，远程办公分析疫情的走势，

以及不同时期、 不同场景下需求痛

点难点， 制定了急诊发热门诊预检

分诊、隔离病房远程监护、区域疫情

联防联控 3 套解决方案， 在假期结

束后第一时间提交给相关医院和医

疗卫生主管部门，获得领导、业务部

门的一致认可。

其中， 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合作的预检分诊项目，以“平战结

合”的创新思路与模式，有效解决了

疫情期、 非疫情期下重点对象———

发热患者的服务和管控问题， 既保

障了医疗服务的正常供给， 也保障

了医、护、患三方的生命健康。 此案

例获得了第四届智慧医疗创新大赛

广东赛区第二名的佳绩， 即将代表

广东参加全国总决赛。 4 月，与南方

医院联合申报的 AI 创伤急救课题

立项通过。 医通人正在以科技赋能

急危重症，为行业和患者创造价值。

轩辕网络 ———智慧医疗解决方案保障疫情期间医疗服务

广州国测规划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拥有十余年国土资源领域的行业

积累， 在自然资源调查、 数据融合

建库、 自然资源大数据、 国土空间

规划、 政务服务信息化、 智慧城市

时空信息平台、 农业农村信息服务

以及智慧物联监测等方面掌握核心

技术并具有核心竞争力。 在疫情期

间， 国测规划依托自身丰富经验和

核心技术， 利用春节假期， 成立疫

情防控服务平台项目组， 加班加

点， 各司其职， 充分发挥团队成员

主动性和积极性， 耗时一月推出

“社区疫情防控服务平台”， 并免费

提供街道办、 社区/园区使用， 辅

助复工复产期间的基层疫情防控工

作。

据了解， “社区疫情防控服务

平台” 补足基层单位所需的信息化

辅助手段， 整体工作按照“网格化

部署， 网格内防控” 的总体思路进

行组织和安排， 将基层防控任务拆

分为街道办、 社区/园区、 小区/企

业三级进行工作部署， 由小区物业

和企业分摊基础性的防控任务， 并

实行物业/企业负责人责任制的网

格内防控模式， 以有效解决基层工

作人员不足、 摸排汇总量大等问

题， 确保防控目标的达成， 并显性

提高工作效率。

国测规划 ———“社区疫情防控服务平台”助力基层防控信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