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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世界
500强企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设立的专业子集团，是具有多功能、集团化经
营的大型信息化建设骨干企业。近年来成功
投资并承担国家、行业、集团各类信息化项目
2000多项，拥有多个实验室及研发中心，在信
息化相关领域已占据国内领先地位，在建设
领域具有丰富的投资、建造管理经验，已构架
集科研、投资、规划、咨询设计、软件开发、系
统集成及大数据运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中关村开放基金管理中心

中关村开放基金管理中心由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批复设立，是中关
村为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转化而成立的具备国
企背景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投资机构，专注于
中关村开放实验室等前沿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投资，聚集中关村科技创新资源向全国乃至
全球开放共享，致力于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北京中关龙成天合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是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
外作为签约主体和基金管理人。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88
年，是一家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共生共长
的海南本土标杆企业。经过 31 年的稳健发
展，已成长为以科技工业、高新产业园、产业
投资为主业的多元化集团公司，在海南的固
定投资超百亿元，员工万余人，其核心科技企
业“赛诺国际”于 2008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
市。集团科研平台拥有157项经授权专利、一
个国家级工程中心、一家省级创新研究院、一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丰富的科研资源及
超过200多名国内外高端科研人才支持下，不
断向市场推出来自航天科技应用、大健康、传
感器、新材料等方面的前沿科研产品，获得

“全国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
创新型企业”等荣誉。

（本版策划、撰稿/李飞 图片由海南现代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建设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是中
央的战略部署，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和关注，将之列为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先导性项目之一，并组建领导小
组，高位推动落实。一年多来，文昌市
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以及海
南省委、省政府要求，坚定信心，主动
作为，从编制规划、招商引资、配套基
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入手，为国际航天
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截至目前，文昌已谋划了航天城
建设的“一核两带”空间布局，设立了
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和投资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文昌国际
航天城的概念性规划和起步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制定了《海南文昌国际
航天城起步区建设实施方案》，起步
区的城市设计、智慧园区等配套规划
也已完成，政府相关部门正着手启动
建设配套基础设施。

在拓展商业航天应用方面，2019年
1月，由海南现代科技集团联合长光卫星
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海南首颗商业
卫星“文昌超算一号”成功发射并已与当
时在轨的12颗长光卫星星座组网，成功
开发运营涵盖“两违”整治监管系统、河
长制综合管理系统、非法采砂采矿监管
系统、生态环境保护服务四大城市综合
治理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在文昌市上
线使用并验收通过，在全国首创更新速
度最快、每月更新航天遥感数据开展的
城市精细化治理。

共建文昌航天智慧新城签约暨文昌航天超算中心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建设正式启动

合作
企业
简介

文昌航天超算中心

文昌航天超算中心位于文昌主城区，是
全国首个航天超算中心，将汇聚全国产学研
创新资源，支持各类研究机构开展大规模并
行模拟、数据分析、深度挖掘，不断积累科研
实力，以航空航天为核心，搭建生命科学、生
物医药、遥感遥测、气象预报、工业仿真、风洞
模拟等领域的计算服务平台，推动科研成果
在海南孵化，建成立足海南、服务全国、辐射
亚太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一流的高性能
计算研究及服务中心，目前已列入《智慧海南
总体方案（2020-2025）》重点项目，项目总体
规划及控规调整方案已评审通过并公示。

文昌航天智慧新城

文昌航天智慧新城依托文昌卫星发射中
心的战略势能，通过投资建设文昌航天超算
中心，打造基于“北斗+5G”的新一代网络空
间技术的“超级大脑”，在海南文昌国际航天
城起步区进行“5G+智慧城市”产业投资和建
设。项目将航天大数据和5G共享、融合、利
用，将应用至智慧公务、智慧环保、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智慧城管、智慧生产、智慧民生、智
慧安全等 40 多个领域，实现“善政、惠民、兴
业”的新型智慧产业园。新城将先行启动航
天文创、航天农业、航天康养等符合文昌资源
禀赋的前沿产业，大力推进北斗、遥感等航天
产业前沿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

风 好 正 是
鼓帆时，不待扬
鞭自奋蹄。1月
20日下午，共建
文昌航天智慧
新城签约暨文
昌航天超算中
心项目启动仪
式在文昌海天
花园酒家举行，
中国交通信息
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中关村开
放基金管理中
心、海南现代科
技集团有限公
司就共建海南
文昌国际航天
城起步区项目
达成合作协议，
并在各界代表
的共同见证下
签约，这标志着
海南文昌国际
航天城起步区
建设正式启动。

投 资 约 12
亿元，建设文昌
航天超算中心

一期 二期 三期

投资逾 100 亿
元，依托文昌航天超
算中心，打造文昌
航天智慧产业园

建成航天智慧新
城，力争将文昌打造
成为“新时代智慧城
市先行示范区”

文昌航天智慧新城项目计划
分三期完成总体投资。其中，项目
一期将投资约12亿元，建设全国
唯一的航天超算中心——文昌航
天超算中心，该项目位于文昌国
际航天城起步区，项目计划今年
上半年动工，力争2021年交付使
用。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建成后将
以航空航天为核心，为文昌国际

航天城的智慧新城提供强大的计
算支持，成为文昌航天智慧新城
的“超级大脑”。

项目二期计划投资超过100
亿元，将依托文昌航天超算中心，
打造文昌航天智慧产业园，具体应
用涵盖智慧公务、智慧环保、智慧
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城管、智慧生
产、智慧民生、智慧安全等40多个

领域，实现“善政、惠民、兴业”，大
力推进北斗、遥感等航天产业前沿
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项目三期建成航天智慧新
城，将与政府高度对接，力争将
文昌打造成为“新时代智慧城市
先行示范区”。

根据协议，中交信科、中关
村开放和现代集团三家企业将

携手发挥各自在网络空间技术
应用、5G 通信技术、超算中心、
智慧城市及其产业发展中资源、
技术、资本互补的优势，整合央
企集团以及中关村地区数万家
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数
字科技与移动通信相融合的前
沿成果转化，推进海南文昌国际
航天城建设。

高标准高质量规划
稳步推进前期工作

强强联手 共建文昌航天智慧新城

此次签约得到了省国防工办、
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
交通厅、省财政厅以及文昌市相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

签约仪式上，中国交通信息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袁航对文
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建设信心十
足。“相信在海南省委、省政府以及
文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依托
文昌航天超算中心现有的基础和
独特的区位优势，运用中关村开
放基金管理中心顶尖的网络空间
技术应用及服务资源，和中国交
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优秀的
资源开发能力，结合海南现代科
技集团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海南将有望开启智慧城市新时代，
文昌将成为‘新时代智慧城市先行
示范区’。”袁航说。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邢诒川表示，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此次合作将以“科创为动
力、健康为合力、文化为活力”打
造一体双翼的战略规划，与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共腾飞。“海南现代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与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同生共长的海南
本土标杆企业，此次与中国交通
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关村
开放基金管理中心强强联合，将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依托文昌航
天超算中心打造智慧城市‘超级
大脑’，以智慧航天海陆统筹理论
为引导，把空域、海域、陆域作为
一个整体，统筹资源开发、环境治
理、区域规划，同时，发挥文昌市
的区位优势，推进智慧城市产业
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向全国乃至全
球进行应用拓展和产业落地。”邢
诒川说。

中关村开放基金管理中心创
始人戴焕忠表示，很高兴参与文昌
航天智慧新城的建设，该中心将会
把各种技术、产业元素与文昌对接
整合，在海南省委省政府、文昌市
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指导下，与中交
信科集团和现代集团务实合作，做
一篇金融、科技和产业融合的文
章，打造一个现代化新的智慧城
市，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文昌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对中
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
中关村开放基金管理中心等国内
优秀的科技创新及技术型企业
来 文 昌 投 资 建 设 表 示 热 烈 欢
迎。他说，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
全国首个航天超算中心，是《智
慧海南总体方案（2020-2025）》
重点项目，共建文昌航天智慧新
城签约暨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启

动，对于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
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将为文
昌科技产业发展、提高人才落户
引进、带动本地就业、推动科技旅
游发展及经济发展增添助力，文
昌将打造一流的服务环境，为企
业发展提供保障。

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文昌
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
源优势。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中关村开放基金管
理中心和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三家企业在科技、人才、
资金等方面优势互补，强强联
合，希望三家务实合作，使建设
文昌航天智慧新城的项目成功
落地。同时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大
力推动此事，进一步做好规划和服
务，为项目的落实和发展打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分三期推进 总投资逾百亿元

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效果图

“文昌超算一号”卫星在轨效果图。 共建文昌航天智慧新城签约暨文昌航天超算中心项目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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