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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马世安 邝雅丽 唐丽 ）

为帮助有出行

困难的考生安全准时到达高考考场，

广州公交集团昨起推出“如约助考，旗

开得胜” 党员示范出租车爱心送考活

动，白云

（广交）

公司、广骏公司精心挑

选300辆优质出租车，全力保障今年的

“爱心送考”。

据了解，即日起至7月4日，考生可

拨打白云

（广交 ）

020-96122或广骏

020-86231800爱心电召热线， 优先预

约广州公交集团优质出租车，进行“点

对点”“一对一”的送考服务。 其中，广

州市特困家庭子女考生、 行动不便考

生，均能享受爱心义载服务。 同时，广

州公交集团辖下近1万辆出租车，在高

考期间也会为广州考生提供优先电召

接载服务。

今年的爱心送考车队继续配备爱

心防疫文具包， 包括文件袋、2B铅笔、

签字笔、笔芯、尺子、橡皮刷等，更配备

一次性医用口罩和消毒湿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

员 汪张跃）

昨日， 由广州市林业和园

林局指导， 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主办， 广州市白云山雕塑景区

管理中心

（广州雕塑公园）

和广州雕塑

院承办的“雕刻岁月光辉 致敬生命守

护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主题雕塑作品展” 在广州雕塑公园雕

塑馆正式开展。 从昨日起至7月12日，

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

昨日上午，简短的仪式后，主题雕

塑作品展正式启动。 红布拉开，由广州

雕塑院院长许鸿飞设计的钟南山院士

半身雕塑展露，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据介绍，该雕塑取材于钟南山1月28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许鸿飞将整

个雕塑设计成一座山体的形状， 命名

为《山高人为峰》。 据了解，本次展览共

展出雕塑作品41件。 其中21件“红色”

题材作品， 通过雕塑手法缩影提炼中

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以来的风雨历程

和辉煌成就， 既塑造了在烽火岁月历

史中为求得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不懈

奋斗的解放军人， 如《背对背》《战利

品》《烽火少年》，也有表现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新时期各岗位上的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如《周末》《鹰击长空》《荣

誉与使命》。 此外，还有20件“抗疫”题

材作品，或捕捉瞬间，或凝练战疫大场

景，或塑像人物，共同彰显“战疫者”的

人文光辉。

展览期间， 雕塑公园还设计了一

条红色教育线路， 将承接各级党组织

预约开展的“我在党旗下的誓言”主题

党日活动。 党员可参与重温入党誓词

和“有句话我想对党说”留言活动，也

可以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到抗击非典纪

念园参观、瞻仰和凭吊。

广州创新型城市发展报告昨日发布，报告显示———

广州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刘晓丽）

昨日，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广州蓝

皮书： 广州创新型城市发展报告

（

2020

）

》

（以下简称 《广州蓝皮书 》）

。

2019年 ， 广州创新型城市指数为

367.75，同比增长27.63%。 创新型城市

发展呈现四大亮点， 如创新要素加速

集聚，创新环境显著改善；广州技术创

新能力全面提升， 知识成果快速增长

等。

冷泉生态系统进入预研阶段

《广州蓝皮书》 从科学与技术创

新、企业与产业创新、创新要素与环境

三个维度， 构建了广州创新型城市指

数。

2019年，广州瞄准国际科学前沿和

战略必争领域，建设冷泉生态系统、动

态宽域飞行器试验装置、 人类细胞谱

系、 极端海洋环境综合科考系统等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 为前沿科学技术和

经济社会重大需求问题研究提供长

期、关键的科学技术支撑。 目前，新型

地球物理考察船、 天然气水合物钻采

船等项目已启动建设，冷泉生态系统、

人类细胞谱系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进

入预研阶段。 整体来看，广州依托重点

研发计划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重点研发计划

全面推进，技术输出能力显著提升，技

术策源功能日益凸显。

技术研发平台方面， 广州去年新

增18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总数达到68

家， 分布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累计孵

化培育企业数量超570家。 截至去年年

底，广州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0家、省

重点实验室237家、 市重点实验室165

家。 另外， 广州科技孵化平台日益丰

富。 去年，广州新增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10家，数量居全国第一，新登记众

创空间50家， 新增孵化面积35万平方

米。 截至去年年底，广州拥有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36家、众创空间252家，孵

化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米。

广州高技术制造业势头强劲

广州企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创新

型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也成为一大亮点。

《广州蓝皮书》指出，去年广州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3709家，总数达到12100家，同

比增长2.59%。同期，广州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入库9283家， 位居全国城市第

一；新增2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累计

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9家。

2019年，广州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达到740.26亿元， 同比增长21.0%。 其

中，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产值

增长53.5%， 生物药品制造业产值增长

23.7%。从智能装备与机器人产业来看，

2019年1～9月， 广州智能装备与机器人

产业增加值为198.86亿元， 同比增长

14.4%。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等一

批装备智能化水平领先的企业带动相

关产业创新发展。 总的来看，广州高技

术制造业势头强劲，医疗仪器设备及器

械制造业、生物药品制造业等产业表现

尤为突出。

区域创新各具特色

黄埔区：加快知识产权综合改革试验

去年，黄埔区加快推进国家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新增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4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53家，分别占全市新增数的57.1%和

47.3%。 2019年1～11月，黄埔区企业专利申请量6558件，占全市30%；企业发明专利

授权量2051件，占全市39%；PCT国际专利申请量423件，占全市36%。

南沙区：拥有省级研发机构达13家

去年，南沙区加快推进大湾区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建设，布局建设华南唯一

的国际IPv6根服务器、深海科技创新中心基地、冷泉生态系统大科学装置等重大

科创基础设施；开工建设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国科大广州学院等一流大学；新

落户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省实验室

（广州）

、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大湾区

创新中心等科创平台； 新增广东智能无人系统研究院等4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截至去年年底， 南沙区拥有省级研发机构总数达到13家， 约占全市的1/5。

天河区：孕育互联网的“广州军团”

去年1～6月，天河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68.81亿元，同比增长9.4%，总量及增

速均领跑全市。截至去年8月底，天河拥有科技类企业7.7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400家，位居全市第一。此外，天河集聚了167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的240个项目，

并孕育出以网易为龙头的互联网“广州军团”。

出租车爱心送考 送你爱心防疫文具包

即日起至7月4日广州高考考生可优先预约

雕刻岁月光辉 致敬生命守护者

广州创新型城市指数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00.00

140.71

180.64

219.79

288.14

367.75

海珠区：数字经济创新产业集群加快形成

去年，琶洲会展与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

东省实验室

（广州）

获批建设，吸引集聚了腾讯、阿里巴巴、国美、唯品会、小米等

一批数字经济领军企业，计划总投资达725亿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为主导的创新产业集群正在加快形成。

“雕刻岁月光辉 致敬生命守护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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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主题雕塑

作品展”昨日在广州雕塑公园雕塑馆正式开展。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广州公交

集团推出党员

示范出租车爱

心送考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