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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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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河智慧城按下发展“加速键”

产城融合再跨越 营造宜居宜业新环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激发民企活

力，凝聚发展动能。天河智慧城主要布局新一

代信息技术、现代都市工业、数字创意产业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今，园区集聚了以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为主的科技类企业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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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园区企

业不断创新技术，积极拓宽产业，交出了亮眼

的“成绩单”。

20家企业入选

首批广州市民营领军企业

今年 10 月，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认定

了首批 144 家广州市民营领军企业， 其中有

20 家企业为园区企业。 据公示名单显示，宜

通世纪、酷狗、小鹏汽车、电声营销、超讯通

信、荔支网络、驴迹科技、奥格科技、北明软

件、极飞科技、品高软件、南方卫星导航、宇洪

科技、亚美、金税、高科通信、中长康达、国地

规划、辰创科技、火烈鸟网络等 20 家园区企

业入选“2021 年广州市民营领军企业”，占天

河区入选数的 69%。

多家企业入选广州“独角兽”

今年，广州市科技创新企业协会对 2021

年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榜单遴选结果进行

了公示， 共有 9 家来自天河科技园的企业榜

上有名。根据公示名单，来自园区的极飞科技

入选“2021 年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名单”；诗

悦网、骏伯网络、三维家、万丈金数、思迈特、

火烈鸟网络、锦行科技、辰创科技共 8 家企业

入选“2021 年广州未来独角兽创新企业入选

名单”。这些企业产业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工智

能、信息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文娱旅游等

方面。

极飞科技斩获

“中国管理实践的至高荣誉”

11 月 3 日， 全球管理界权威奖项 “拉

姆·查兰管理实践奖”获奖名单在《哈佛商业

评论》 中国年会期间揭晓。 极飞科技凭借其

“改变农业、改变世界的创新智慧农业解决方

案”，从全国近 300 个参选案例中突围，荣获

2021 年度全场大奖。

南方测绘被授予

“助力冬奥杰出贡献奖”

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The

XXIV Olympic Winter Games）， 计划于 2022

年 2 月 4 日开幕。在赛区前期建设工作中，南

方测绘北京分公司承接了张家口赛区“崇礼

区地上建筑普查和实景三维项目”与“北京冬

奥会张家口赛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实景三维

数据获取项目”，全力支持冬奥的赛事准备工

作。项目成果顺利通过验收，并得到了张家口

市崇礼区人民政府、 张家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张家口市崇礼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

高度认可，南方测绘被授予“助力冬奥杰出贡

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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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扎根天河智慧城的不少企业来

说，良好的营商环境、优质的产业集

群是吸引企业的“硬实力”，而宜居

宜业的环境则是留住企业的“软实

力”。 2021 年，天河智慧城着力推动

园区产城融合， 天河智慧城不遗余

力地为企业和人才提供更加优质的

发展环境， 解决人才生活上的后顾

之忧， 全力营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新

空间，为城市留住人才，助力企业取

得更大的发展成就。

今年以来， 天河智慧城积极推

动土地征收、储备、出让、管理一体

化高效运作。 系统完成天河科技园、

天河高新区土地集约利用全面评

价， 建立土地资源信息数据库和园

区开发建设项目库，制定《天河智慧

城核心区土地储备及出让 3 年计

划》，科学统筹推进园区土地征收工

作。 今年 7 月，新塘、新合公司“城中

村” 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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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改造项目目标是打造新塘智

慧综合城区， 项目改造后释放产业

空间 43 万平方米，帮助天河智慧城

产业发展提质扩容， 同时改善周边

人居环境，推动“产城”融合发展，预

计可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约 167 亿元。

在交通建设方面，6 个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其中南部道路

（

一期

）、 软件路西延长线已投入使

用，天河科技园 10 号路已完成设计

招标， 华观北五街和软件南街及支

路工程、 高唐北二街跨杨梅河桥梁

工程、地铁 21 号线智慧城站周边道

路工程等 3 个项目也进入前期工作

阶段。 广佛环线、机场二高、车陂路

北延线、火炉山隧道、华观路西延线

等重点主干路网项目建设协调力度

也在加大。 目前，火炉山隧道工程总

体形象进度约 20%，天河智慧城综合

管廊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 95%，华观

路西延线将于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园区配套方面，今年 9 月，清华

附中湾区学校、执信中学天河校区、

天河智慧城第一小学三所高质量学

校正式启用， 将进一步提升天河智

慧城周区域教育质量。 9 月底，以湿

地文化角为中心、 向公园周边辐射

的亮灯工程完工， 给夜间游玩的市

民提供更多安全保障。 今年，天河智

慧城全面提升数字配套服务， 推进

5G 智慧基础设施全覆盖，在天河智

慧城范围内协调建成三大运营商移

动 5G 站点约 220 个，实现智慧城内

5G 网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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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4月，中宣部会同交通运输部、文化

和旅游部等部门组织的主题宣传活

动“沿着高速看中国”采访团走进了

天河科技园， 深入了解见证中国软

件产业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巨变之

谜。

天河科技园 （

软件园

） 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成立于1991

年3月。 30多年来， 天河科技园聚焦

以高端软件、 数字创意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2020年， 园区实现

营业总收入2638亿元， 聚集科技企

业 2000多家，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1000多家， 培育了网易、 佳都、 南

方测绘、 小鹏汽车、 极飞科技、 北

明软件、 酷狗等一批龙头企业。

在天河科技园30年的发展历程

中， 有3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 对

后来广州乃至整个中国的软件产业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0年， 管

委会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软件产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 大力引进以游戏开

发为代表的软件企业， 使天河科技

园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游戏开发企业

最为集中的科技园区， 也使广州一

跃成为国内软件业创新创业高地；

2012年， 天河区谋划建设宜居宜业

的产业新城———天河智慧城， 8年间

让天河智慧城核心区集聚新一代信

息技术企业600多家， 成为广州加快

打造城市更新和人工智能与数字经

济“双引擎”、 构建经济“双循环”

的新高地； 2020年， 天河智慧城被

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定名为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天河区印发一系列产业政策，

着力推动天河智慧城高质量发展。

在新的发展阶段， 天河科技园

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进一步巩

固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大力

发展数字文化产业、 现代都市工业，

前瞻布局和加快关键未来产业、 高

端专业服务业集聚， 全面加速科技

创新资源集聚， 打造区域数字经济

发展引擎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策源

主阵地。

天河科技园深耕软件业 30年

从零开始，2020年园区营收已达 2638亿元

2021年，天河智慧城

这些企业“成绩单”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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