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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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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生科技计划以全资子公司广州德岳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项目运营公司， 在天河智

谷片区投资建设“社保卡应用大数据中心”项

目，项目包含社保卡数据应用研发中心、运营服

务中心、和营销中心等。 项目总建筑面积需求 2

万~3 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额近 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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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3 月中旬，品高云计算产业基地大楼

项目开工建设；3 月 18 日，联奕科技研发

基地项目举办开工仪式；4 月 15 日，时代

E-PARK

（天河）

二期竣工并正式开业，4

月底，广州天河软件园南部道路工程

（一

期）

将竣工……从高新产业建设齐头并

进到区域交通配套不断完善，2021 年天

河智慧城积极推进 27 个重点建设

项目， 掀起园区建设发展热潮，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历经多年耕耘，在天河智慧城集聚了

网易、佳都、南方测绘等众多总部企业、龙

头企业，成为广州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发展

新高地。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目光聚

焦到天河智慧城，带着重磅产业项目在此

安家落户。 据了解，此次 27 个重点项目涉

及百田、德生科技、贪玩、趣炫、金税等多

个高新技术企业，涵盖信息科技、游戏、人

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为智慧城的发展

注入新鲜“血液”。

其中，广州百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

投资 4.5 亿元建设百田办公楼项目， 项目

位于天健东 AT0607143 地块，建筑面积为

25224 平方米。据了解，该企业核心业务覆

盖游戏、动漫、早教、人工智能等领域，专

注并深耕互联网领域的市场研究和产品

研发，小云熊、百田教育和天梯网络均为

其全资子公司。 预计百田总部项目建成投

入使用后，将导入、外部引入关联企业达

20 家左右， 关联企业产值预计 20 亿元以

上，税收过亿，带动直接就业超 4000 人。

此次把总部大楼落户天河智慧城的，

还有广东趣炫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专

注于新文创产业的互联网企业，曾获“广

州优秀企业”“广州市未来独角兽创新企

业”“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等多项殊

荣。 据了解，趣炫办公大楼项目位于广州

天河科技园高唐新建区 AT0305146 地块，

总投资 2.7 亿元， 总用地面积 10476 平方

米, 总建筑面积 29762 平方米， 计划根据

不同功能分区分别建设 5 栋商业及办公

楼。

该项目将以网络游戏、 动漫视频、文

化创意、电商直播等产业办公为主，同时

按用地规划配建部分餐饮等商业用房。 项

目将结合园区的数字、动漫产业氛围及天

河湿地公园的自然景观，打造一个自然舒

适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目前，天河智慧城游戏产业发展势头

猛进，集产业研发、高端商务、全链条电竞

生态于一体的网游动漫和电竞产业集群

正在形成。 除了趣炫网络，全国知名游戏

公司———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也

把华南运营总部项目落户于此。 该项目将

承载贪玩集团管理、研发、发行及平台运

营智能，同时兼顾创新业务和产业孵化职

能，致力于实现从互联网公司向综合性产

业集团转变，投资总额达 25 亿。

高新技术产业扎堆落户

区域内交通进一步优化

交通作为人流、 物流的重要通道，也

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生产要素的流

动、 城镇体系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除了推进产业项目，天河智慧城还

致力优化区域内外交通格局，打造立体交

通系统和智慧轨道交通线网，力争到2025

年形成“五横三纵”高快速路网络、“四横

六纵”内部路网体系，实现天河高新区道

路交通内连外畅。

据悉， 今年天河智慧城将重点推进3

个交通项目建设，包括天河软件园软件路

西延长线及支路工程项目、天河软件园南

部道路工程（

一期

）和天河科技园10号路

工程， 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周边交通路网，

打通交通堵点，畅通交通内循环，显著提

升交通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企业和市民

出行条件。

其中，软件路西延长线及支路工程项

目新建软件路西延长线长283 米、 道路宽

度30米，支路长277 米、道路宽度20米；行

车速度设计为30千米/小时。 包括新建车

行道路面、人行道及无障碍设施、道路排

水管网、照明工程、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绿化工程等。 该项目已于今年3月1日动

工， 预计于9月完成竣工验收。 项目建成

后， 将改善天河智慧城核心区交通状况，

促进天河智慧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支持

交通结构调整和交通政策的实现。

为建立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天河

软件园南部道路工程（

一期

）也在积极建

设中。 据悉，该项目建设道路总长378米，

其中11号路

（天智三路）

长221米、宽20米，

13号

（天智二路）

路长157米、宽36米，建设

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

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电力工程等。

记者走访发现，位于天河智慧城地铁

口附近的天智二路已于去年11月竣工通

车，宽敞的双向六车道豁然开朗，交通顺

畅。 该路连通了沐陂东路与高唐大道，车

辆无需再经华观路绕行。 而且该路位于地

铁口附近，也为周边的人流和车流疏导分

散了交通压力。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另外的天智三路将于4月竣工， 届时会进

一步完善天河智慧城核心区交通基础。

此外，广州天河科技园10 号路工程也

已进入前期筹备阶段，今年计划完成项目

设计和施工招标等工作。 据悉，该路规划

为南北向城市次干路，北起华观路，南至

沐陂西路，双向4 车道，设计速度40km/h，

道路长约1.3km。 该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

分流科韵路交通流， 加密核心区路网结

构，满足日益增长的南北向交通需求。

今年还将推进

这些项目建设

联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奕科技研发基地项目

联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的教

育信息化综合服务提供商， 已与全国800多家

本科及高职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2021

年3月30~31日， 第二届“智慧高校CIO上海论

坛”在上海举办，联奕科技携智慧校园双循环

整体方案亮相引热议，为促进高等教育质量发

展改革提供了参考。

联奕科技研发基地项目位于广州天河区

天河科技园高唐新建区AT0305147地块2，总用

地面积6114平方米, 总投资3.5亿元， 计划建设

联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基地科研设计办

公楼，作为公司办公、研发及产品体验中心。 预

计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

教育信息化行业知名领军企业的领先地位。

金税信息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金税梦想大厦项目

金税梦想大厦项目位于广州天河区

AT0305147 地块八，项目包括总部办公大楼、IT

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院）

、IT 运维公共技术平

台、IT 运维会展中心、IT 运维服务中心、A 等级

机房、IT 运维培训中心、员工活动中心等。未来

计划每年举办科技创新及推广活动 30 场以上，

将着力构造综合性 IT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带

动区域产业升级，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卡应用大数据中心项目

天河软件园南部道路工程（一期）已

通车路段。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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