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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I·未来社区：

孵化百余家企业 二期即将亮相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在天河区科韵路沿线， 聚集着众多互联网

科技企业， 也形成了特有的“科韵路精神”。 良

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土壤， 也孕育出更多的新生

企业。 在天河科技园科韵路园区， 就有一个国

家级科技创新产业社区， 致力于培育“上市公

司+独角兽+未来独角兽+未来科技之星” 为一

体的生态链企业群， 它就是佳都集团重点打造

的 PCI·未来社区。

产业聚集打造企业孵化基地

来到科韵路园区， 在建工路旁边， 一栋橘

色与灰色相间的建筑赫然醒目。 不规则的盒子

造型的外立面， 似一个立体二维码， 颇具

科技感， 这便是 PCI·未来社区。 楼下

有餐厅、 图书馆、 咖啡馆， 楼上则

是办公空间， 涵盖联合共享办公

卡位、 独立房间、 独立楼层等

多户型， 满足创业企业不同阶

段需求。 这个集办公、 生活

配套为一体的社区， 吸引着

众多年轻的团队在此创业。

与其他旧改的园区一样，

PCI·未来社区也埋藏着“蜕

变” 的故事。 这里曾是一处旧

的办公楼， 2018 年佳都集团开

始对其进行改造， 打造为孵化基

地。 佳都产业发展中心总监徐诺一

介绍， “这里互联网科技产业聚集， 尤

其是以网易、 UC、 YY 等为代表的龙头企

业分布在周边形成产业带， 也催生了不少中小

企业， 有着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PCI·未来社

区作为企业链接器， 通过社区生态搭建、 孵化

管理、 特色赋能服务塑造 PCI·未来社区服务品

牌， 为企业从成立第一步到成长每一步提供孵

化扶持、 资源对接、 企业赋能等全流程创新服

务。

“龙头企业 +孵化” 构建创业生态

据了解， 佳都集团作为龙头

企业， 自身在孵化企业方面

有雄厚的实力及资金 ，

PCI·未来社区依托集

团， 通过建立“众创

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 科技创业孵化

链条和多层次创业

孵化服务体系 ，

成功孵化了一大批

科技型企业。 截至

目前， PCI·未来社

区累计服务企业达

178 家， 目前入驻企业

近 80 家， 单位面积产值

约 7.4 万/㎡， 企业累计估

值近 300 亿。

徐诺一介绍， “PCI·未来社区入

驻的企业以信息技术、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

兴产业为主， 社区可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市

场对接， 融资机构对接、 龙头企业对接、 政府

资源对接、 行业组织协会对接等落地措施， 促

进企业在生态建立、 产业引领、 创新赋能等方

面的积极发展。”

目前， 已有不少企业开始在业界崭露头角：

专注人脸识别的高科技企业———广州云从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和专注移动广告应用分发平台的

广州至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分别获评 2019 年

广州“独角兽” 创新企业和 2019 广州“未来独

角兽” 创新企业； 致力于大数据应用的广州拓

尔思大数据有限公司， 目前已跻身于国内大数

据行业的前列；

以

AI 赋 能

智慧零售， 助力零售行业转向全链路数字化的

图普科技， 斩获广州“高精尖” 企业荣誉。

品质服务丰富活动助力企业提升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 在理想的创业环境土

壤中， 也需要品质化的服务助其

成长。 为此， PCI·未来社区

积极为企业提供产业对

接、 科技金融、 政策

辅导、 人才落户等

具有特色性、 针对

性的 服 务 。 如 ，

针对中小型企业

发展痛点， PCI·未来社区依托专业化的金融服

务团队， 重点推出融资小管家服务， 从

企业诊断、 可行性分析到融资放款

提供一站式服务， 解决资金短

缺难关。

同时， PCI·未来社区

致力于将基地打造成更

加人性化、 企业共同

参与运营的协同社区，

通过开展企业团建、

社区文化、 人文关怀

等加强社区企业间的

交流互动， 实现优势

互补， 合作共赢。 “我

们设立了新 e 代学堂 ，

每周三为天使开放日， 旨

在搭建投资人与创业者深入

交流合作的平台， 为创业者提供

专业指导， 梳理商业模式， 对优秀的

项目进行资金支持。” 徐诺一介绍道。

记者在 PCI·未来社区看到， 这里还设有创

投会客厅， 是由 PCI·未来社区与广东省创投协

会联合打造的为创业企业提供高端私密洽谈的

场所， 不限于融资对接、 企业接待、 交流等，

省创投协会副秘书长长期驻点服务， 为创业企

业提供高质量、 高水平的服务平台。 据了解，

2019 年， PCI·未来社区累计举办创新创业服务

活动 80 余场， 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企业成长增添

助力。

打造品牌空间 PCI·未来社区二期将至

据了解， PCI·未来社区 （

科韵基地

） 作为

PCI·未来社区空间产品的“前头兵”， 形成了一

套有体系、 成制度、 高标准的产品理念， 通过

这些成果输出形成品牌， 又打造了包括 PCI·未

来社区 （

智慧城基地

）、 PCI·未来社区 （亿牛基

地）、 PCI·未来社区 （

科学城基地， 在建

） 在内

的多个具有差异化特点的空间。

2018 年， PCI·未来社区被认定为第二

批广东省大数据创新创业孵化园以及广州

市工信委提质增效试点产业园， 2019 年

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如今，

PCI?未来社区二期将至， 选址于科韵园区

建中路 58号， 目前正在进行装修改造。

据了解， 该社区定位于未来独角兽培育基

地， 以“高定位+聚产业” 为特点， 将通过

服务培养及遴选一批具有创新及产业价值的

优秀项目， 打造产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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