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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高新区

02

聚焦天河新势力 培育发展新动能

天河高新区为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自 2017 年以来， 天河依托天河

智慧城、 天河智谷片区， 积极谋划天

河高新区。 今年 2 月 25 日省政府同

意认定天河高新区作为省级高新区，

广州时隔 32 年迎来了第二个高新区，

这也是广东时隔 7 年来认定的首批高

新区之一。

天河区将围绕打造全省领先的创

新驱动发展示范区、 新兴产业集聚

区、 转型升级引领区、 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目标， 全力推动高端要素向天河

高新区加速集聚， 力争到 2023 年，

天河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超过 330 亿

元， 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220

家， 基本构建起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

和创新创业生态， 实现各项评价指标

在同批次省级高新区中排名靠前， 力

争成功晋级国家级高新区。

布局北中南三个区块

20个项目集中在高新区

天河高新区位于天河区东北部，

比邻广州科学城和天河智慧城， 南望

天河中央商务区和广州国际金融城，

规划面积为16.17平方公里， 由北部片

区、 中部片区、 南部片区三个区块组

成。

其中， 北部片区规划面积为 1.07

平方公里， 东至柯木塱南路， 南至火

炉山， 西至华南快速路， 北至广汕

路； 中部片区规划面积为 2.64 平方公

里， 东至岑村新村， 南至环城高速，

西至华南快速路， 北至火炉山； 北部

及中部片区重点打造成为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集聚区。 南部片区规划面积

为 12.46 平方公里， 东至珠吉路， 南

至广园高速路， 西至科韵路， 北至华

观路， 计划构建“三芯四廊七单元”

的空间格局。

7月23日，天河区推动广州天河高

新区加快建设现场会暨重点项目建设

推进会在天河智谷片区举行。 此次活

动集中签约、 开工、 奠基项目共 36

个， 项目总投资超 800 亿元， 涵盖了

广州太平金融大厦、 南粤银行等金融

企业总部， 粤科孵化器、 玖的数码、

趣炫网络等数字技术行业领军企业，

广氮项目、 阳光城等民生幸福类房地

产项目。 其中， 有 20 个项目集中在

天河高新区。

近 700家科技企业集聚

产城融合宜居宜业

产业集聚。 天河高新区周边集聚

了近 700 家科技企业， 基本形成以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 以科技研

发、金融服务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涌现出了一批行业龙头企业。 目前已

有近 50 家“高新、高质、高端”总部型

企业递交投资落地意向，百田信息、德

生科技、江西贪玩、玖的数码等 7 家企

业已拿地，预计今年15 宗产业用地出

让完成后，总建筑规模将达 67.1 万平

方米，总投资超 150亿元。

宜居宜业。 据了解，天河高新区基

本构筑起外通内达的交通循环配套网

络，布局“五横三纵”高快速路网络、

“四横六纵”内部路网体系，有效实现

“互联互通”。 同时，重磅打造了与清华

附中合作学校、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

医医院等一批优质教育医疗资源。 日

航酒店、中央大厨房、万科云城城市综

合体等相继投入运营， 商业配套设施

不断完善。

目前， 已成立了市领导领衔的开

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按照“条件成

熟一片、 开发利用一片、 及时见效一

片”的思路，高标准先行成片开发和建

设小新塘片区和马鞍山片区。

发展软件与新兴产业

重点打造“天河智谷”

据了解， 立足天河区产业发展基

础， 天河高新区将重点发展软件与信

息服务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创意

等数字经济关联产业， 加快培育区块

链、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

新兴产业。 比如，此次集中奠基项目之

一的粤科孵化器天河国际智能制造产

业园区，计划总投资约6亿元，建设广

东工业互联网协同创新中心， 将引入

粤科金融集团和粤科孵化器已投资或

待孵化的优质高新技术型智能制造产

业链的创业企业，项目建成后，将带动

数十亿以上的产值。

而即将动工的玖的总部大厦，计

划总投资约5亿元，将建设玖的科技总

部、玖的虚拟现实研究院等空间，承载

总部办公、 科研、 展示和产业孵化功

能。 预计竣工后5年营收突破10亿元，

税收1亿元以上。

同时， 天河高新区将重点打造以

产业功能为主导的“天河智谷”，重点

布局5G、高端软件、工业软件、物联网、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产业方向。 整个

片区将分为三期进行开发 ： 近期

(2020-2022

年

)将集中力量建设主干道

和核心景观环境， 力争首批引擎型产

业项目落地；中期

（

2023-2025

年）

基本

实现片区发展目标， 软件及配套服务

产业聚集；远期(2026-2030

年

)基本完

成片区开发建设，片区产业发展成熟。

其中， 马鞍山片区今年以来已出让产

业用地4宗， 受让企业为粤科孵化器、

龙狮篮球俱乐部、 玖的数码、 百田信

息； 小新塘片区航天一期北已出让产

业用地3宗， 受让企业为江西贪玩、德

生科技、安泰化学。 7宗产业用地总建

筑面积约为15.58万平方米， 预计总投

资额超40亿元。

据悉，下一步，天河区将着力把天

河高新区打造成为产城融合的科技新

城， 建设成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

的核心节点、 国内领先的智慧产业专

业新区、 宜居宜业的国际一流创新创

业平台， 助推广州国家创新中心城市

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建设， 成为广东

省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重要平台。

部分新开工项目

投资单位：

广东趣炫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选址：

天河科技园高唐新建区 AT0305146 地块。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占地 10476 平方米，容积率 1.6。 项目计划总

建筑面积约 26560 平方米， 其中地上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16760 平方

米，地下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9800 平方米，建筑高度 30 米。

项目总投资：

25000 万元

项目效益：

建设趣炫网络总部办公大楼及打造网络经济、时尚文化的产

业孵化基地，项目建成后预计将带动 1000 个就业岗位。

趣炫总部项目

项目选址：

天河智谷天健东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着力打造依托 5G 技术支持的工业互联网应用研

发及系统集成，将围绕工业互联网对产业提质升级的功能，建设产业智

能实验室、 智能示范车间、 产业智慧管理中心等。 项目用地面积 4878

平方米，建筑面积 19512 平方米，容积率 4.0，建筑高度 48 米。

项目总投资：

60000 万元

项目效益：

建成将引入粤科金融集团和粤科孵化器已投资或待孵化的优

质高新技术型智能制造产业链的创业企业，项目建成后，将引领智能产

业，带动数十亿以上的产值。

粤科孵化器天河国际智能制造产业园区项目

项目选址：

天河智谷天健东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将建设玖的科技总部、玖的虚拟现实研究院、VR

技术开发测试中心、5G+VR 边缘计算研发基地、5G 云 VR 应用展示、

VR+行业应用展示中心等空间，承载总部办公、科研、展示和产业孵化

功能。 项目用地面积 5317 平方米，建筑面积 21268 平方米，容积率 4.0，

建筑高度 48 米。

项目总投资：

50000 万元

项目效益：

预计竣工后 5 年营收突破 10 亿元，税收 1 亿元以上。

玖的总部大厦项目

7

月

23

日，广州市天河高新区正式揭牌。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