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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规划未来五年发展新蓝图

打造超大城市美好生活新标杆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全力做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

济、城市更新“双引擎”，以珠江沿岸

高质量发展引领带动全域高质量发

展，着力打造“湾区创新枢纽、都会

产业高地、美好生活样板”，全面建

成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创新发展示

范区”，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勇当排头兵……

10 月 16 日 -18 日，中国共产党广

州市越秀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

开，随着大会的召开，一幅越秀区今

后五年的发展新蓝图已经展现在世

人面前。

越秀区是广州市老城区，传统中轴

贯穿城区， 总面积为33.8平方公里，是

全市辖区面积最小的城区。 然而，广州

这个最小的老城区，在过去五年实现了

新的突破。 2020年，越秀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3370.05亿元，2016年以来年均增

长4.6%，区域税收年均增长6.1%，经济

总量保持全市前三，经济密度稳居全省

第一，获评中国百强区前十名。 2019年，

全区GDP首次突破3000亿元，2020年经

济密度接近100亿元/平方公里，以占全

市不到1/200的土地贡献全市近1/7的

GDP。

过去五年，越秀区加快发展动能转

换， 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之

芯”，获得国家、省市科技进步奖313项，

聚集高新技术企业644家、 较2015年增

长3.5倍，拥有国家级、省级等各类高层

次人才226名，专利授权、有效发明专利

量较2015年增长1.6倍， 成功创建国家

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区、广东省知识

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示范区。

同时，越秀区以人工智能与数字经

济为主攻方向，实施现代产业中长期发

展规划，促进企业总部化、楼宇高端化、

产业现代化，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

产业比重近7成， 转型疏解专业市场93

个，上榜世界500强企业2家、全市各区

最多，引进世界500强、中国500强项目

83个、总部项目74个，上市（

挂牌

）企业

69家，税收亿元楼宇65栋、比2015年增

加20栋，税收十亿元楼宇6栋，获批国家

产融合作试点区。高标准建设11个国家

级产业平台，广州民间金融街荣获全国

服务业区域品牌第5名； 黄花岗科技园

实现营业收入超1100亿元、较2015年增

长1倍；花果山小镇获评中国（

广州

）超

高清视频创新产业园区等三个国家级

称号，连续三届成功承办世界超高清视

频产业发展大会；北京路成功创建粤港

澳大湾区首个全国示范步行街，以全国

第一名的成绩获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

经济密度

稳居全省第一

过去五年成绩

未来五年， 越秀区将抢抓重大机

遇，全力做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城

市更新“双引擎”，以珠江沿岸高质量

发展引领带动全域高质量发展， 着力

打造“湾区创新枢纽、都会产业高地、

美好生活样板”，全面建成广州“老城

市新活力创新发展示范区”。 并将着力

打造都会现代产业新高地， 着力打造

国际大都市核心区新魅力， 着力打造

美丽宜居花城新形象， 着力打造超大

城市美好生活新标杆。

未来， 越秀区将充分发挥中科院

广州分院、 广东省科学院等大院大所

集聚优势，积极支持开展战略性、前沿

性领域基础研究，争取一批国家、省重

点实验室、战略性重大科技平台、重大

科技项目，不断增强科学策源、技术发

源、产业引领等核心功能，建成粤港澳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要承载

区。

同时， 越秀区将推动多元创新主

体蓬勃发展， 加快培育引进一批高新

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

角兽企业，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

建立联合实验室，让城区遍布想创新、

能创新、善创新的主体。

黄花岗科技园将进一步提质发

展，做大做强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园、

综合能源价值创新产业园等一批创新

园区，建设一批“硅巷”“硅楼”、创新街

区，布局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地理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重大

科技产业项目， 力争 5 年内营业收入

突破 2000 亿元。 花果山国家超高清视

频创新产业园区要以内容制作为核

心，吸引培育 5G+4K/8K、超高清影视、

动漫等创新平台和龙头企业集聚发

展， 力争 5 年内营业收入突破 1000 亿

元。 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

区要突出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临

床药物试验服务中心建设， 加快搭建

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

创新平台，培育引进一批临床应用、高

端医疗、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中医药

研发等领域的企业总部、研发中心、成

果转化平台，建立医院成果产业化、产

业成果进临床的医企融合示范，力争 5

年内营业收入突破 1500 亿元。

争当科技和产业创新应用示范区

未来五年规划

未来五年， 越秀区将围绕打造世

界一流滨水活力区目标， 强化规划引

领，有序推进沿岸闲置低效地块开发，

全力推进沿江“一区三品牌”建设，打

造特色鲜明、高端集聚、活力迸发的创

新引擎。

结合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建

设，全面提升二沙岛服务、文化、体育

等功能， 加快文立方文体产业演示中

心、 数字化体能测评训练中心等项目

建设，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体育培训、

健身休闲等产业， 把二沙岛打造成集

音乐岛、体育岛、生态岛、艺术岛于一

体的中央大花园。 越秀区正系统筹

划、稳妥推进北京路二期、三期工程，

加快北京路“南拓西联东延”，引进更

多首开店、旗舰店、品牌店、网红店，推

出一批有情怀、高品质的创意零售、特

色餐饮、精品旅游、复合书店等商业形

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千年中轴、

文化核心、城市客厅。

全力推进沿江“一区三品牌”建设

报告指出， 越秀将坚持创新核心

地位， 争当科技和产业创新应用示范

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珠江沿岸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

范区，着力打造都会现代产业新高地。

要坚持提高发展协调性平衡性， 突出

区域发展协同共赢、“两个文明” 协调

共进、发展安全统筹共抓，着力打造国

际大都市核心区新魅力。

未来五年，越秀区将学习北京、上

海等先进城市经验做法， 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深入推进“新城建” 试点； 探

索以街区为单元的更新实施模式， 推

动环市东、 五羊新城等重点片区更新

改造； 采用“绣花” 功夫， 推动一批

老城公共空间“微更新”， 激活老厂

房、 旧公房、 闲置地、 烂尾楼等“沉

睡资产”， 做强老城区“慢” 的特质

和“精” 的优势； 推进广州火车站升

级改造、 流花-矿泉商圈转型升级，

打造集交通枢纽、 商务中心、 展示中

心、 交易中心于一体的广州中央活力

区； 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征借地工作，

滚动开展动物园北门、 走马岗等一批

地块收储开发； 持续深化老旧小区改

造，深入推进旧楼加装电梯，打造多场

景复合的“未来社区”。

打造国际大都市核心区新魅力

在全市率先全面实现教育现代

化、打造“健康中国”典范城区、建设全

国养老服务先行示范区……越秀将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健全安

民为民的疫情防控体系， 完善保民暖

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提升惠民利民的

公共服务体系， 创新亲民便民的基层

治理体系， 着力打造超大城市美好生

活新标杆。

在提升惠民利民的公共服务体系

方面， 越秀区将高水平建设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化综合试点， 逐步实现

全区基本公共服务有标可依；落实“双

减”政策，深入系统推进基础教育综合

改革 12 项工程，在全市率先全面实现

教育现代化；建设越秀区医疗集团，完

善“全生命周期、全服务流程”的整合

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打造“健康中

国”典范城区；聚焦打造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推广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实现社

区颐康服务站全覆盖， 力争养老机构

护理型床位占 75%以上，建设全国养老

服务先行示范区。

而在完善保民暖民的社会保障体

系方面， 越秀区将着力推动“粤菜师

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 三项工程

羊城行动， 加强就业困难人员技能培

训、 精准帮扶和托底安置， 保持城镇

“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织密困难群

众兜底保障“六张网”，健全综合型社会

救助制度，深化“慈善之区”、残障人士

友好型城区创建； 加大力度发展保障

性、政策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

住房问题。

在亲民便民的基层治理体系方面，

越秀区将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强化街党

工委对部门派出机构的统筹管理，提升

一线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质量，切

实增强基层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以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抓手，健

全党组织领导的“五治融合”社区治理

体系，探索无物业管理小区多元共治新

模式，让社区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生动实践处处可见。

建设全国养老服务先行示范区

珠江两岸。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