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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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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佩文）

4 月 26 日，长城战略咨询发布了《中国独角

兽企业研究报告 2021》。报告显示，2020 年中

国独角兽企业 251 家， 总估值首次超万亿美

元。 其中，来自天河智慧城的 3 家企业上榜，

包括浩云长盛、要出发

（酷旅）

、极飞科技。

根据报告，2020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

于 27 个赛道、88 个细分赛道。 从区域分布来

看，“北上杭深”继续成为独角兽高地，其中广

州有 12 家， 而有 3 家就来自天河智慧城，这

里成为培养独角兽企业的沃土。报告显示，浩

云长盛成立于 2013 年， 估值 18 亿美元，在

2020 年的 251 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估值排

在 103 位，分布于云服务赛道；要出发

（酷旅）

成立于 2011 年，估值 10.6 亿美元，在旅游体

育赛道；极飞科技成立于 2012 年，估值 10 亿

美元，分布于无人机赛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

4 月

22 日，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指导的中

国

（广州）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融合

大会召开。会上，天河区人民政府与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共同启动中

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广东分院暨国

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广东分中心

（以下简称“广东分院及分中心”）

的

建设， 促成广东分院及分中心落户

天河智慧城核心区。

为何会选择落户天河智慧城？

这与天河区及天河智慧城优越的资

源优势分不开。 天河区位列全国百

强区第二位， 是引领广州经济增长

的关键力量， 具备培育工业互联网

革命性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潜在

优势， 且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国内

领先， 集聚规模以上软件企业 1035

家， 为发展工业互联网领域相关产

业提供重要信息化技术支撑。 而天

河智慧城，更是创新资源集聚，不仅

聚集了大批软件和信息技术企业，

还有 28 个孵化器和 26 个众创空间

为优质企业的培育壮大提供物理载

体支撑。

此次以“中字头”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落户，将赋能广州打造国际“定

制之都”为主线，聚焦软件与信息服

务业、 智能网联汽车等若干优势产

业集群， 引导区内外软件与信息服

务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合作，

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支持

数字化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 逐步

推动实现工业互联网底层工业软件

自主可控。此外，充分发挥中国工业

互联网研究院平台招商优势， 合力

实现工业互联网产业链招商； 发挥

天河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先导区

的优势资源， 加快集聚工业互联网

行业高端创新人才。

据悉， 广东分院及分中心将围

绕工业互联网领域网络、平台、安全

三大功能体系， 推进工业互联网的

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和行业应用。强

化广东省在全国工业互联网战略布

局中的特色优势地位， 辐射我国华

南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带动新

兴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亿航智能飞行器研究院项目

将承载智能无人系统技术、编队集

群飞行技术的研发，无人机物流体

系的建设示范等功能。 通讯员供图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广东分院

暨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广东分中心落户天河智慧城

园区3家企业上榜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

报告2021》出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

讯员 于晓凡 ）

近日， 记者从天河

智慧城获悉， 今年天河智慧城成交

地块主要集中在天河广氮奥体片区

内， 四宗中标地块将计划建成中科

零壹风投大厦、 涅生科技电商基

地、 亿航智能飞行器研究院以及广

东文投大厦。

中科零壹风投大厦

广东中科零壹创新发展有限公

司是一家从事股权投资、 创业投资

等私募基金投资管理业务的资产管

理公司， 于 2021 年 2 月在航天奇

观一期北竞得地块， 拟建设“中科

零壹风投大厦” 项目。 该项目总投

资概算 3 亿元， 项目建成后规划为

科创企业提供融资咨询， 风险投

资， 创业指导， 科创资源对接等一

站式的金融支持， 加速孵化、 培育

科技含量高、 成长空间大、 自主创

新能力强的独角兽企业。

涅生科技电商基地

涅生科技

（广州）

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提供多平台、 多渠道、 全

链路电子商务一站式解决方案的电

子商务综合服务公司， 其新设立公

司--广州润生智慧谷产业园有限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在航天奇观一

期北竞得地块， 拟建设“涅生科技

电商基地” 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入

10 亿元， 项目建成投用后有望成

为天河区规模最大、 服务品牌最

多、 客户行业分布最广的电商产业

基地。

亿航智能飞行器研究院

（飞行器未来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是

一家全球领先的智能自动驾驶飞行

器科技企业， 其投资公司广州亿侨

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在航

天奇观一期北竞得地块， 拟建设

“亿航智能飞行器研究院

（飞行器

未来技术研究中心 ）

” 项目。 该项

目计划投资 5 亿元， 将承载智能无

人系统技术、 编队集群飞行技术的

研发， 无人机物流体系的建设示范

等功能， 汇集无人机行业及上下游

企业， 打造产业集群。

广东文投大厦

广东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是省级重点文化产业投融资示范

平台， 主要从事文化产业专业投资

和提供创新创业服务， 其于 2021

年 4 月在广氮片区竞得地块， 拟建

设“广东文投大厦” 项目。 该项目

计划投资 5.5 亿元， 将培育一批科

技创新准独角兽企业并扶持其上市

发展。

亿航飞行器亮相中超赛场 。

通讯员供图

上半年天河智慧城

新落地4个产业项目

上半年天河智慧城

新落地4个产业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