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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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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商务服务、专业孵化、投融资、云平台以及互助社群……

创锦产业园打造全链条孵化集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陈莉诗 吴淋

坚）

创锦产业园是一家综合性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培育单位园区。 园区成立于 2015 年 5 月，位于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北路

（科韵路创业带）

，属于长

兴街道岑村

（社）

物业，园区规划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

米，现有建筑

（孵化）

面积 2.1 万平方米，是第一批村

旧改升级为孵化器的物业， 于 2015 年 5 月完成改

造，目前由广州市创锦科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

园区重点孵化科技成果转化

（类型，产业方向）

的企

业，目前园区入驻企业 60 多家，已培育或投资的主

要代表性企业有广州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市裕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园区共有 4 栋办公写字楼， 4 栋共 21000 平方

米已登记为孵化器， 目前在孵企业 60 多家， 以科

技型企业为主。 园区入驻率达 99%， 累计全园入驻

企业约 90 家， 提供了近 600 个就业岗位， 企业获

得知识产权近 60 多个， 其中高企、 高培、 小巨人

企业共计 3 家， 挂新四板企业 3 家， 培育出一批科

技含量高、 核心技术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

位、 产品市场优势明显、 经济效益好的企业， 促进

了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 设立“创加壹” “微加”

投资基金， 投资孵化项目二十多个。 已构建出以

“众创空间、 商务服务、 专业孵化、 投融资、 云平

台以及互助社群” 为一体的良性创业生态圈。 先后

获得了国家级孵化器培育单位、 天河区创业基地称

号、 市青年就业创业孵化基地、 市创新创业示范孵

化基地等诸多荣誉称号。

2019 年，园区企业总产值达 102065 万元，同比

增长达 44%，企业在天河区纳税达 5123 万元。 其中，

广州贯通企业营收达 1050 万元，纳税额为 45 万元。

园区企业

广州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

月， 是一家由传统系统集成业务转型为互联网综

合运营服务的高科技企业。 贯通公司于2015年3月

入驻创锦科企业孵化器， 孵化器除了基础的物业

服务外，主要为该公司提供了知识产权服务、创业

导师服务。 贯通公司研发的产品属于国家重点支

持的领域，可以享受国家的政策补贴，于是孵化团

队联系合作的知识产权中介为其进行知识产权申

请， 截至2017年底， 贯通公司用于研发费用近76

万，已经拿到10件软件著作权，并已申报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申报广州市科技小巨人、广东省高企培

育入库、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等政府项目。

广东海纬地恒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海纬地恒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11月10日，是一家以工程测量、海洋测绘、

航空摄影、测绘软件开发为主营业务的高科技企业。

海纬公司于2016年8月入驻创锦科企业孵化器，孵

化器除了基础的物业服务外， 主要为该公司提供

了科技政策服务、创业导师服务，孵化团队通过定

期走访发现海纬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但

从未申请过科技项目， 于是孵化器主动联系科技

项目申报中介为其进行科技政策咨询与申报，目

前，海纬公司已申报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

报广州市科技小巨人、广东省高企培育入库项目。

创锦产业园招商联系方式：

陈莉诗13570385029

广州互联网产业园党委成立五年

党建引领促进企业发展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吴淋坚 黄江涛）

广州互联网产业园党

委（

以下简称 “产业园党委

”）是天河科

技园党委的二级党委， 成立于2015年9

月23日，今年进入第五个年头。 作为天

河区首家园区党建示范单位， 现有8个

党支部，在册党员113名。 在天河科技园

党委的领导下，经园区党委全体党员的

共同努力，在党委自身建设、服务园区、

促进企业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先后被评为“广州

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示范单位”

“广东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先进党组

织”“广州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先进党

组织”“广州市园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

工作示范点”等荣誉。

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促进企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五年来产业园党委积

极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各党支部通过发

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积极调动企业的创新创业

热情，促进企业的发展。

广州天拓网技术有限公司2016~

2019连续四年获得“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认证、此外获得广州互联网企业“最

佳服务商奖”“值得信赖的电商营销推

广机构”“中国年度优选雇主”等，该公

司2015年营收2.1亿元，2019年营收9.8亿

元，增长了367%。星辉天拓公司（2018

年

改为 “星辉游戏

”）先后获得“2019广州

互联网企业风云榜-最具创新力企业”

“2020广州互联网企业风云榜-最具创新

力企业”“广州文化企业30强”“2019~2020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16年度

最受欢迎发行商金苹果奖”“天府奖

2018年度最佳移动游戏发行商”“金钻

奖最具成长性企业”“金狗奖最具影响

力手机游戏运营企业奖”等荣誉。

希力支部将党员为公司的建言献

策活动形成了制度化的“党员议事会”。

“党员议事会”的议题围绕到产品研发、

内部管理、市场营销以及企业文化建设

和员工权益保护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的

合理化建议。 “党员议事会”为企业创

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2017年4月，品高软件牵头的“大规

模混合异构的基础架构云关键技术研

发及应用” 项目中共7人取得广东省科

学进步奖二等奖。 品高软件2019年净资

产比2017年增长70.59%。 公司近5年承

接了多项云计算与大数据专题省部级

重大创新应用项目等，技术成果得到国

际Forrester、Gartner认可， 积极参与2项

云计算相关的国家标准制定，获得广东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云计算应用试点单

位、 广州市技术创新标杆企业、2017年

大数据应用示范项目（

十大之一

）、入库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两高四新”企

业、广州市优秀企业称号等。 以大公司

获评为2017-2018年“医药供应链技术

服务案例”。

产业园党委勇担社会责任

记者了解到，产业园党委积极响应

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号召，参与脱贫攻

坚战、 社会慈善事业和抗击新冠疫情

活动，坚持履行社会责任，连续多年

组织党员前往天河区对口帮扶的连

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举办主题教育党

日活动暨助学活动，身体力行地为贫

困山区的孩子送上温暖，同时也让党

员同志接受党性教育。 2016~2019年，

捐赠连山金额累计约10万元、捐赠物

资约为15万元。 党委书记、天拓控股

董事长黄挺还以个人及公司名义热

心捐赠超过350万元用于乡村振兴、

文化教育、 脱贫攻坚、 灾后重建、抗

击疫情等领域。

另外，星辉天拓共捐资约30万元到

慈善基金会，用于帮扶贵州毕节纳雍县

曙光镇五三村扶贫等项目。 2020年，星

辉天拓以自身技术优势参加抗击疫情

工作，为广东海王医药集团在高效配

送药品过程中提供系统保障护航，远

程办公支持，解决实时问题 ，并在自

主研发的药嘀嘀平台免费为多个客

户提供线上应急物资销售软件，给各

大客户提供24小时远程技术支持。 紧急

自主研发“疫情物资预约平台”免费供全国

各地药店使用，该平台可发布口罩、消毒

液、酒精等疫情物资的预约信息。

创锦产业园招商图片。 通讯员供图

广州互联网产

业园党委组织党员

同 志 赴 湖 南 开 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