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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签约仪式。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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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技成果转化+精准扶贫”精品咖啡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符烽）10 月 8 日，华南理工大
学和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共同孵化的“湾创咖啡”在广州
（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
（下称“天河基地”）正式开业。
“湾创咖啡”致力于做一杯“科技
成果转化+国际发明专利+精准
扶贫”的精品咖啡，通过专利技
术的转化应用，链接资本、市场、
产业资源，开展咖啡深加工产品
研究开发、延长咖啡产业链，精
准扶贫云南咖啡种植户与咖啡
企业，为云南咖啡豆打开销售渠
道，全面推广中国咖啡文化。

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
局副局长周首、华南理工大学科
技成果转化办公室副主任葛瑞
明、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董
事长兼总经理秦海鸥、华南理工
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高级
工程师陈荣、纳斯特投资董事长
何荣天、力华投资董事长陈粤、
易创科技国际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 CEO 汤敏超、华南理工
大学《现代食品科技》杂志编辑
部主任古志平、湾创咖啡合伙人
陈文勇、丁瑶、康洁雅等嘉宾参

加开业仪式。

创建背景：科技成果转
化+精准扶贫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海鸥分享湾
创咖啡的品牌创建背景。“湾创
咖啡”是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
心和华南理工大学共同孵化的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同时，也是
华南理工大学对口帮扶云南的
重点扶贫项目，将打造成为天河
基地“科技成果转化+精准扶贫”
的典型案例。华南理工大学咖
啡科研技术团队从高校实验室
走出来，成立“华南理工大学咖
啡研究中心”，到云南帮扶咖啡
种植户和咖啡豆加工企业技术
改造，开展咖啡深加工产品研究
开发、延长咖啡产业链，然后，再
回到天河基地孵化产业化，让科
技成果和专利技术通过链接资
本和市场以实现产业化，做一杯
精品咖啡，为云南咖啡豆销售打
开市场，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
让优质的云南咖啡豆被市场认
可，为云南跻身世界精品咖啡产
区贡献一份力量，让中国的咖啡

文化走向世界，这是一趟“咖啡
豆的神奇之旅”，也是湾创咖啡
品牌创建的意义。

活动现场举行了科技成果
转化合作签约仪式。“湾创咖啡”
将作为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
与工程学院（下称“华工轻工学
院”）在天河基地的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
助力华工轻工学院更多的科技
成果在粤港澳大湾区转化、孵
化、产业化，同时，积极搭建与企
业协同育人平台，促进产学研用
紧密结合，探索形成特色的创新
创业实践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切
实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

故事分享：咖啡科技、扶
贫、创业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
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陈荣老师
分享了“咖啡科技、扶贫、创业”
的故事。2017 年 8 月，华南理工
大学领导带队考察孟连县咖啡
庄园，帮扶咖啡种植户和咖啡豆
加工企业技术改造，开展咖啡深
加工产品研究开发、延长咖啡产
业链，开发咖啡食品，将“喝咖

啡”推向“吃咖啡”。
陈荣介绍了湾创咖啡的加

工工艺，咖啡的生长环境要求及
湾创咖啡种植基地。湾创咖啡
选择云南云县作为咖啡基地，支
持云县漫湾镇种植咖啡，不仅保
留了当地的青山绿水，也很好的
开展扶贫工作。促进当地经济，
旅游与社会的有机结合，实现了
经济与社会双效益。陈荣表示
未来更多向同行学习，共同推进
中国咖啡事业的发展。

据悉，陈荣的“一种无水处
理咖啡鲜果的装置”于 2016年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一种咖啡食
品的制备方法和工艺”于 2020年
获得国际发明专利，“一种咖啡

鲜果的厌氧反应脱胶处理装置”
和“一种咖啡食品制作的混炼装
置”分别于 2016 年、2017 年取得
实用新型专利。

活动现场连线了云南 2个最
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咖啡种植
庄园，拉祜族芒掌咖啡庄园和佤
族班安咖啡加工厂，这两个庄园
都属于华工云南扶贫的咖啡庄
园。

在湾创咖啡品鉴会环节，湾
创咖啡合伙人陈荣、康洁雅与现
场嘉宾互动，分享咖啡知识，体
验咖啡冲泡。易创科技国际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 汤敏
超作为一名资深的咖啡爱好者，
与现场嘉宾分享咖啡知识。

数说未来智慧产业
本报讯（记者 麦博 通讯员 殷

莉）9 月 29 日，“智慧产业·数说未
来”2020火石创造“产业大脑”全国
巡展活动在广州启动。广东省发
改委、投促局，广州市发改委、越秀
区政府等领导，以及广州国际生物
岛、广州生物产业联盟、广东省电
信等园区、机构、公司代表参会，研
讨产业链现代化实现路径。作为
本次巡展活动的首发站，广州站取
得圆满成功，为广州建集群、强链
条提供了制度参考、实践借鉴以及
解决方案。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
问题日益凸显。尤其疫情暴发后，
全球产业面临重新洗牌之挑战；数
字浪潮袭来，“新基建”被多次提
及，为生命健康乃至全产业链带来
更多反思。

参会嘉宾就“产业数字化在产
业链现代化的应用与实践”进行研
讨。新的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双循
环的大环境下，各地产业发展面临
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开展新探索、

新实践。从链长制的“前世今生”
到渐成趋势，真正的实行离不开有
效的抓手或者工具，还需要有效识
别细分领域产业链中的优势环节
和卡脖子环节，去强链补链。而数
字化的方式将更高效地加强政府
和企业间的创新协同。

广东也提出“强链工程”，着力
强化重点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在强
链控链中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
重点打造 10个战略性支柱产业集
群和 1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广州部分地方也已开始推行链长
制。“在推进产业链现代化过程中，
除了制度创新，要让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深入参与，使得产业
更加智慧。产业和城市一样，都需
要装上一颗大脑。”参会嘉宾纷纷
表示认同。

当天，火石创造、广州生物工
程中心现场战略签约。双方将积
极发挥各自优势，共建广州生物医
药产业大脑等，进一步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中创军融·520众创空间揭牌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麦
博 通讯员 杨丹）“新征程，创
未来”。10月11日下午，中创
军融·520众创空间项目启动
暨揭牌仪式于广州市天河区
广州大道北 520 号举行。政
府多个职能部门、数家产业
投资机构、高等院校、创新孵
化园区、数十家科技创新型
企业、服务机构代表等120多
名嘉宾出席了揭牌仪式。

深圳市中创盈科产业投
资集团总经理戴卫红、天河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何淳
分别为活动致辞，并创业导
师、合作机构发放聘书。何
淳表示，退役军人是重要的
人力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促进
他们就业创业、引导他们积
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实践，对于更好实现退役
军人自身价值、助推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军融科创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斌，向到场嘉
宾分享了从事创业孵化和成
果转化的心路历程，并一同
为中创军融·520众创空间揭
牌。

据介绍，中创军融·520
众创空间是由广东军融科创
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创
盈科产业投资集团共同打造
的，以高学历成果转化服务

团队为基础，以生物医药为
主线，以退役军人为主要服
务对象的协同创新服务平
台，为创业者提供共享办公
场地、创新创业培训、项目孵
化、科技服务、成果转化、项
目 路 演 、投 融 资 对 接 等 服
务。筹备一年多来，目前众
创空间内共有入孵企业6家，
其中退役军人创立的就有 5
家，入孵及拟入孵项目截止
目前共有22项。服务的团队
有三个特点：成果转化团队
的骨干全员退役军人，创业
导师全退役军人，服务机构
70%为退役军人或军属创立
的企业。目前，众创空间共
有博士、博导组成的专家智
库专家306人，可为入孵项目
及企业提供创业孵化和技术
支持，其中，35%的智库专家
为退役军人。

目前，集聚成果孵化转
化、投融资对接、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服务等功能的创新性
平台相对较少，中创军融·
520 众创空间的正式成立弥
补了天河区的这一空白，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创军融·
520 众创空间能为退役军人
提供专业的就业创业和服务
平台，同时吸引更多的退役
军人汇集于此，成为更多优
秀退役军人企业成长的摇
篮，助力更多退役军人实现
创业梦想，真正成为让退役
军人实现自我价值，施展自
身能力的广阔天地。

另悉，即日起至 10 月 18
日前，所有达成签约意向的
企业，租赁场地时均可享受 9
折的租金优惠，退役军人带
项目、带企业入孵的，更是可
以享受8.1折优惠。

凝心聚力，筑梦前行，助力创业孵化和成果转化

火石创造“产业大脑”全国巡展启动

“人民出行”将改变我们的出行方式
本报讯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

让智能化遍布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民出行”作为智能化时代的产
物，将成为改变我们出行方式的催
化剂。

5G 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智能
化时代的进步，“人民出行”作为智
能化时代的产物，是利用 5 G智能

慢行交通数据平台，对电动车辆进
行管理，只需要扫一扫即可使用，
它能够改变我们的出行方式，让我
们上班更方便，更快捷，远离拥堵
的道路，远离拥挤的地铁公交，方
便自己出行的同时，还能给我们的
健康保驾护航，可谓是新型出行方
式的催化剂。 （欣桦）

智能化时代

揭牌仪式。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