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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核心技术 做强广州产业链

佳都科技成为轨道交通产业链的链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廖云娜）

为进一步推动重点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 广州市正在聚焦先进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

21 条产业链，全面实施以市领导为“链

长”和以龙头企业为“链主”的双链式

“链长制”。 8 月 23 日，广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网站发布《关于开展“链金合作”

银行及社会资本（

第一批

）征集工作的

通知》，披露了《广州市重点产业链汇总

表》，列举了包括人工智能、轨道交通在

内的重点产业链目标规模，19 条产业链

链主企业初步名单正式出炉。

其中，佳都科技与参股公司云从科

技等链主企业，将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

发挥带动作用，构建融通发展的人工智

能产业生态。 同时，佳都科技作为主发

起单位参与成立的广州市轨道交通产

业联盟， 成为轨道交通产业链的链主，

正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广州轨道

交通产业体系，到 2025 年目标规模达 2

千亿元。

据了解，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

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在掀起重塑

各行各业的浪潮，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 佳都科技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链

主，同时也是轨道交通产业联盟的主发

起单位， 一直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引导带动人工智能

技术的多场景落地和与行业的深度结

合。 在“链长＋链主”双链式“链长制”架

构下，最核心的任务是制定各产业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佳都科技积极参

与轨道交通及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的编制及修订工作，提

出了以创新技术巩固产业优势、以大项

目建设大产业、构建协同共享产业体系

等稳链固链强链补链措施。

作为掌握世界级机器视觉及全自

动运行核心技术， 在人工智能场景深

度应用领域深耕多年的科技领军企业，

佳都科技将担负起链主职责， 加强与

“链长” 及牵头部门的沟通协作， 落实

市“链长制” 工作部署和任务安排，

结合自身在人工智能、 轨道交通、 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长期积累的

落地应用、 创新优势和重大项目推进

经验， 发挥好“链主” 企业头雁引领

和生态主导优势， 为广州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贡献佳都智

慧和力量。

据了解，即将于今年 9 月下旬正式

开通的广州地铁 18 号线和 22 号线，其

整体的智慧化设计和各项系统设备均

由佳都科技提供，全线应用公司“智慧

车站”系列新产品，开辟了“AI+轨交”技

术产品场景化落地和大规模创新应用

的又一重要实施空间。 两条地铁线路所

开展的智慧地铁建设与应用，实现了站

内乘客信息动态发布系统整合，搭建无

感支付票务系统，构建在线式集中式客

服系统，通过多功能融合型客服终端设

备，实现一站式自助服务，采用全高清

数字视频系统， 监控车站客流状况，实

现智能巡站功能，构建动态场景化客运

联控系统。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近

日， 广州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发布广州市“百年·百品”100

家品牌企业名单， 来自广州本土的

100 家品牌企业入选。 天河智慧城

园区企业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薇美姿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广

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佳都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选。

据了解，本次广州市“百年·百

品”发布暨“质量月”活动的开展是

全面展示广州市质量品牌建设成

就，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质量强市

的一次重要行动。 自今年 4 月启动

以来， 有近 400 家品牌企业参加评

选角逐，涵盖服务、制造、建筑和农

业等行业。经过初评、网络人气投票

及专家评审， 同时综合考量入围品

牌企业的体量规模、经营业绩、行业

影响力、品牌竞争力、社会贡献、社

会美誉度等因素， 最终推选出 100

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广州品牌企

业。

天河智慧城5家企业

入选广州“百年·百品”

100家品牌企业榜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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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日~7 日，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 吸引 15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 万余家企业注册

参展参会。 据了解， 天河展团率近

20 家服贸领域代表企业亮相“计算

机、电信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展示

天河企业在数字服务和文化出口方

面的创新发展成果， 其中园区极飞

科技、 三七互娱以及羊城创意产业

园均到场参与。

据介绍， 天河展团首次联合国

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和国家文化出

口基地参加服贸会， 并以“数字赋

能、文化融合、创新突破”为主题，设

置了 120 平方米的专题展区。现场，

分成信息技术、 游戏动漫、 跨境电

商、 工业设计 4 个最具代表性的功

能板块，代表企业有荔支网络、中望

龙腾、羊城创意产业园、汇量信息、

三七互娱、异想天开等。通过丰富的

多媒体设备和互动装置， 全方位展

示天河区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综合

实力。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计算机、

电信和信息服务” 专题展作为大会

重点专题展览，包含通信服务、软件

与信息技术服务、 电子信息及智能

终端、数字经济、产业服务等版块。

目前， 天河区同时拥有国家数字服

务出口基地和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两

大国家级服务贸易重点平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

近

日，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主办的

2021 年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竞

争力报告及前百家企业发布会在北京

举办，发布会上公布了 2021 年度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竞争力前百家企

业名单， 园区企业佳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北明软件有限公司、广州酷

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入选。

发布会上，发布了《2021 年度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竞争力报告》。 报

告研究显示， 竞争力前百家企业 2020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合计

18516 亿元，同比增长 16.7%，高于全

行业平均增速 3.4 个百分点。百强企业

中， 软件业务收入规模超过 100 亿元

的企业有 20 家，入围企业软件业务收

入门槛超过 15 亿元。 百强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4279 亿元，同比增长 31.3%，高

于全行业平均增速 23.5 个百分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王飞）

9月1日下午， 天河科技园信息产

业联合会以“产教融合”为主题，组织物

联网行业与教育信息化行业的相关企

业召开资源对接会。 天河智慧城物联网

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广东康利达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轩辕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然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荔峰科技（

广州

）有限公司、广州市

汇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河人才港等

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联合会秘书长王飞主持，介

绍了天河科技园及联合会的情况，并结合

到会企业实际对应解释了《广州市天河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实施

细则。各企业介绍了公司发展、核心产品、

产品优势、 功能特点及成功案例等情况。

企业认为，围绕“万物互联”发展物联网产

业， 需要大量的人力及智力资源支撑，而

教育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创新恰

好能有效赋能。尤其是教育数字化倡导产

教融合、实践育人，践行“把企业搬进校

园”的人才输出方式为物联网企业落地产

出提供坚实的人才资源保障。物联网联盟

理事长白小波介绍，现阶段康利达已与顺

丰、 京东等物流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可为企业培养中高职人才提供实训实践

的物流场景。轩辕网络陈统董事长等企业

负责人表示，各行业需资源共享、相互赋

能，抱团发展，要注重信息教育产出成果

与企业需求匹配，进一步满足用人企业具

体需求，以本次与物联网产业联盟交流为

例，深入认识到企业基于业务发展及资源

挖掘为着力点的人力资源需求层面，并邀

请康利达及然也教育、荔峰科技、汇朗教

育参观及共建其中高职教育、素质教育实

践基地。

园区3家企业

亮相2021年

服贸会展区

信息产业联合会举办“产教融合”资源对接会

这 3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

入选 2021年度软件百强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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