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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企业党员代表齐聚峰会

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趋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

讯员 梁景辉）

7 月 10 日， 宏太智

慧谷党支部和中长康达党支部联

合举办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趋

势峰会。 据了解，本次峰会邀请多

位优秀企业党员代表， 探讨在新

的历史阶段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的新趋势。

中长康达党支部书记江枚元

在致辞中表示，宏太始终践行“服

务大众创业，激发万众创新”的初

心使命， 通过伯乐咖啡路演和军

创大赛挖掘了一批科技含量高、

市场潜力大的好项目， 培育了 60

多家高新企业， 宏太将继续抓住

大湾区发展新机遇， 为广州经济

新发展作出新贡献。

大会上， 原广州市经济贸易

委员会党委委员、 总经济师黄冠

乔针对大湾区目前趋势， 预测未

来五年的产业发展新方向。 明霓

菲女子运动品牌创始人江旻舟、

珠海智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黄圣光分别分享了各自的

创业经历。

最后， 广州市工信局中小企

业处处长曾德峰为中小企业带来

了大湾区的红利政策。 据介绍，市

工信局正积极全面掌握样本中小

企业名单， 以服务推动企业加快

发展。 近期，市工信局组织申报首

批广州市“专精特新”企业，对中

小企业作针对性重点培优。 为加

强民营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市工

信局还组织申报 2021 年民营领军

企业，全方位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日前，

记者从广州市2021年全市城市更新

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新塘、新合公司

“城中村”改造项目（

以下简称 “新塘

新合项目 ”

） 宣布进入新的建设阶

段———50栋复建住宅楼全面实现封

顶， 其中11栋已交付村民，30栋已装

修完毕即将交付村民，9栋正在办理

竣工验收； 另外6栋融资区内返还村

民住宅楼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村

民回迁指日可待，未来将助力天河智

慧城产城融合。

据了解，新塘新合项目位于天河

智慧城，其改造进程对于天河区意义

重大。 2020年，天河智慧城被认定为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如今，园

区集聚了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为主

的科技类企业2200多家，形成了以高

端软件业为创新龙头引领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格局。作为天河经

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天河智慧城正

以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

发展， 以城市更新赋能产城融合，未

来着力打造成“智慧产业新区、品质

宜居新城”。

新塘新合项目落实"面向湾区的

天河智慧城"的区域整体定位，紧接

华观路东门户，目标打造新塘智慧综

合城区。 该项目结合旧村改造丰富科

教文化、医疗保健及购物等现代服务

配套， 打造现代高端智能型社区；同

时承接天河软件园片区，发展高新技

术创研服务， 推动金融科技服务、创

新孵化、 商务办公等高价值产业发

展， 形成智慧城核心区东部商务中

心；优化职住平衡，促进产城融合，项

目改造后释放产业空间43万㎡，预计

可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约167亿元。

该项目的实施将释放更多土地

资源， 帮助智慧城产业发展提质扩

容， 同时改善周边人居环境， 推动

“产、城、人”融合发展。 项目成功改造

后，建筑密度将显著降低，这里还将

建设总建筑面积约3.55万㎡的公共配

套设施， 安置区配置1所中学、1所小

学，新增3个幼儿园、文化站、居委会、

卫生站、公厕、肉菜市场等。

让产业用地有可持续发展空间，

让人才有安居乐业的环境， 为企业创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新塘新合项目的

改造将优化天河智慧城的生产、生活、

生态布局，增强总体竞争力，不断提升

发展的能级。据悉，预计待智慧城5条城

中村改造完成后，可释放产业用地76.5

公顷（

占比

18.2%）、公共服务设施、道路

及绿地131.99公顷（

占比

31.4%）、居住用

地212.2公顷（

占比

50.4%），释放产业空

间309.48万㎡。 届时，预计可拉动固定

资产投资超1200亿元，解决10万人的就

业需求和13万人的居住需求。

天河智慧城产城融合按下“加速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梁景辉 ）

为进一步推进天河科技园

数字化产业和智能制造业的紧密融

合，赋能园区企业，提升创新发展能

力，7 月 20 日，天河科技园信息产业

联合会组织园区的极飞科技、南方测

绘等 10 家代表性企业， 前往广汽埃

安新能源公司（

以下简称 “广汽埃

安”

）智慧工厂参观学习。

据广汽智能工厂相关负责人介

绍，广汽新能源智能生态工厂于 2017

年 9 月正式开工建设， 总投资 47 亿

元，占地面积 47 万平方米。该工厂既

是拥有物联网、大数据和个性化定制

的世界级数字化智慧工厂，也是拥有

智慧微电网、光伏等清洁能源和用电

储能系统的能源综合利用生态工厂，

更是面向未来的世界级智能化、网联

化新型示范工厂。

在座谈交流中， 天河科技园 10

家企业均提出了学习交流意向及合

作需求。广汽埃安负责人分享了建造

运营智慧工厂的经验并表示非常乐

意与天河科技园各行业企业共同成

长、共享成果，在产业链上形成强链

补链的关系。今后园区企业如在物联

网、信息网络安全、人力资源等方面

有业务需求，将深入开展对接合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周

楚芬 ）

日前，2020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

奖园区企业获奖名单公布， 其中二等奖

共108项，天河科技园有6家企业获此奖。

据了解，天河科技园6家获奖企业分

别是：广州科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

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云宏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海外建设咨询有限

公司、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蓝图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这些企业的项目涉及大数据、 云计

算等新兴领域，引领行业新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石

建波）

因天河智慧城地下综合管廊施工

导致高唐路南段近一年无法正常通行，

严重影响了周边企业和群众的通勤。 为

解决这一难题，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积极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通过

借地 7 米，为园区企业通勤让路。

早在 5 月 6 日，天河科技园管委会主

任邹彦庭带队走访时代 EPARK 二期，检

查天河智慧城综合管廊项目。 针对通行

难题， 他提出要完善制定高唐路南段双

向车道及人行道交通疏导方案。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服务中心牵头召

开工作协调会。 经现场勘测借道具有可

行性， 确定借道时代 E-PARK 项目东面

部分园林区域， 增设 7 米双向车道。 目

前，疏解便道已全面通车。 未来，高唐路

以南路段延伸将连通车陂路北延线。

深化产业对接 新基建融合

天河科技园组织代表企业走进广汽埃安

打通高唐路南段

解决企业群众“出行难”

园区 6家企业

获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产 业 发 展

趋势峰会现场 ，

与会专家发言 。

通讯员供图

图为企业代表人员在广汽埃安新能源公司参观。 通讯员供图

目前，疏解便道已全面通车。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