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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天津市委、市政府管理的大型国有集团，为天津

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天津高新区）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单位，

对所属高新区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职能。

集团目前拥有员工近1100人，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1400亿元，注册资本为

55.6153亿元，所属控股、参股企业127家，其中核心控股公司14家，含一家

上市公司（“海泰发展”股票代码600082）。

天津现代企业典范
CORPORAT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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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高新区，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之一，是滨海新区的领航区，也是天津市创新资源最为丰富、

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最多、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重要区域。核心

区总体规划面积241平方公里，主要由华苑科技园、滨海科技

园、未来科技城和海洋高新区四部分组成。

天津高新区充分依托天津制造业集聚优势，完善辐射带动机制，

积极搭建协同创新平台，为企业跨界发展提供机遇，形成了以新

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制造为基础，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

航空航天产业、海洋工程与服务、蓝天产业联盟、大健康、文化

创意与移动互联为支撑的有机产业生态。

海泰控股集团承担高新区基础设施及重点项目开

发建设任务，承担滨海新区“十大战役”中渤龙

湖总部经济区、北塘经济区和临港工业区三项开

发建设重任。房地产项目涵盖工业地产、商业地

产、住宅等多种项目类型。

海泰控股集团致力于在孵化、物业、餐饮、市政

绿化、公共基础设施养护、保税仓储和物流服务

方面打造国有服务行业的一面旗帜。利用已有优

势资源，采用多种手段，扶持高新区科技型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

滨海建设主力军

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

天津高新区 产业级领航区

LEADERSHIP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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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高新  服务滨海MODERN 
ENTERPRISE MODEL

海泰控股集团始终以服务高新区为基础，致力于在滨海新区乃至天

津市的更大领域发挥国有集团建设、投资、服务的主体作用。



海泰控股集团致力于服务区域发展，结合高新区的电

子信息、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与环保、航空航天等

产业发展方向，开展招商引资、开发建设和产业投资

工作。业务结构主要包含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金

融与投资、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方面。

FOUR CORE INDUSTRIES

初步搭建集团金融资产平台，承担高新区投融

资体系建设工作，通过资金信托、财产信托、

金融股权投资、证券投资等信托业务为高新区

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以股权投资方式扶持

企业已超过30家，投资规模近20亿元。行业涉

及新能源、IT、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等。

金融与投资

HI-TECH  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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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文

化创意等领域开展业务，主要为高新技术的研发

和产业化进行风险投资、全程孵化服务和为高新

区创建优越的投资环境和服务体系。累计物业管

理面积530万㎡，拥有三个国家级孵化器，累计

孵化服务企业近2000余家，孵化企业累计上缴

税金超过20亿元。

现代服务业

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承担滨海科技园25平方公里、华苑科技园

12平方公里、北塘片区、临港工业区土地开发

建设任务，建设规模约600万㎡。同时，围绕

高新区开发开放、招商引资及市场需求，形成

了工业园开发建设与运营、商业地产和住宅地

产齐头并进的格局。

着力培育以新能源、新材料、软件为主的高科

技产业，不断加大投资和支持力度，参股一系

列高科技产业项目，打造高科技产业链。与新

能源电池、风能、光热等科技企业进行紧密合

作，并在航空航天方面与大院、大所及央企共

建产业创新平台。

高新技术产业

Z专业化经营  多元化投资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四大核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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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建设和

基础设施建设

区域服务

高新技术产业

■ 投资

科技金融服务

■ 孵化

■ 商务及物业服务

■ 保税仓储和物流服务

■ 市政绿化服务

■ 公共基础设施养护服务

助推

助力

推
动

促
进

粘
合

海泰控股集团一方面努力建设独具特色的、现代化的办公环境，打造高水平的高科技工业园区概

念，为高科技项目的引进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大力促进高新技术项目研发和成果转化，拥有

和培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促使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

HITECH  HOLDING  

产 业 战 略
I N D U S T R I A L   S T R AT E G Y

坚持科技引领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双支撑

房地产开发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两翼

科技金融服务

+区域服务
高新技术产业

一核 



依托天津高新区的区域优势，海泰控股集团以区内高科技型、

高成长型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加强科技金融和区域服

务，培育了中科蓝鲸、中科遥感、百畅医疗、亚安电子、成科

机电等一大批“科技小巨人”。

以股权投资方式扶持的企业，涉及新能源、航天、IT、现代医

药等行业。其中不乏力神电池、无人飞机、环境工程等天津市

重大产业化项目，而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环半

导体有限公司已实现IPO上市。

天津天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高新区及海泰控股集团的共同帮扶下，经过多年发

展，已经成为全国领军的医教行业生产商，公司于2015年7月在新三板上市，目

前总部落户高新区软件园。拥有办公区6000㎡，医学培训中心3000㎡，生产基

地2.2万㎡。

高新技术企业曙光天津基地在海泰控股集

团的金融支持下，依靠自主可控的创新研

发实力，打破国外厂商在高性能计算领域

的垄断，研发出曙光全系列精品服务器。

目前，曙光天津产业基地落户于高新区华

苑软件园的海泰绿色产业基地，占地约60

余亩，是一条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业化

服务器制造基地，投入资金超过一亿元，

现年生产量可达10万台。

企业成长沃土  发展腾飞助推器
DEVELOPMENT SOARING

HI-TECH  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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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高新区核心区之一，市区内唯一成片

开发的区域，综合配套醇熟，创新资源丰

富，高端人才、高新及双创企业云集。

海泰控股集团以天津高新区的开

发建设为重点，对华苑科技园

12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统一的

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此外，新

区“十大战役”中的渤龙湖总部

经济区、北塘片区和临港工业区

的建设都已具相当规模。

国内最大的孵化集群  双创企业乐土

坐落于滨海新区“双城之间”绿色生态屏障内、滨海

科技园中心位置，依托60万㎡渤龙湖优美的滨水景观

及双城间绿色生态走廊高新区段1300亩森林而打造的

融绿色发展、创新驱动于一体，大水大绿、总部汇

聚、设施完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滨海活力地带。

环渤海区域发展引擎  双城之间绿色生态屏障

地处滨海新区核心区域，是北京进入滨海

新区的门户，更是一个零工业、高新技术

企业聚集的生态宜居地。入驻企业可享受

天津市、滨海新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三

个层面的优惠政策。

京津冀跨区域协同发展  优厚政策叠加

中国北方以装备制造为主导的生态型临港经

济区，滨海新区面积最大的产业功能区，致

力于发展装备制造、粮油加工、口岸物流三

大支柱产业。

生态型海上工业新城  入港物流无缝对接

滨海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区域工业体系

发达，人才汇聚，政策优越，水域面积辽

阔，海岸线长达34公里，具有参与国际分

工和竞争的基础条件。

天津重要重工业基地  板块价值独特

REAL ESTATE

蓟州区

宝坻区

武清区

天津市六区

北辰区

西青区 东丽区

静海区
津南区

滨海新区

大港街

塘沽街

汉沽街

宁河县

海泰控股
集团

北塘•天津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

滨海科技园

临港经济区

华苑科技园

大港街

HI-TECH  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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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以6层低密、商务独栋、生态办公楼为主，既

有连续性的开敞空间，每栋建筑又相对独立，最大

程度地满足商务、办公与自然之间的协调。适用于

贸易、金融、软件、建筑、工程、电子零件、新能

源、现代医药、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

 海泰创新基地

创新生态办公模式  营造低密商务花园

华苑科技园
SCIENCE PARK

HI-TECH  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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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BPO基地，由美国Gensler公司倾力设计。一期由庭院

式办公楼、内庭式办公楼和L型办公楼组成。适用于IT、IC设

计平台、医疗器械、动漫、新能源、软件和信息制造、生物

技术和现代服务业企业。

天津国家软件与服务外包基地

市级重大服务业项目之一   国际化高科技生态智城

 海泰软件园SOHO

三个国际知名团队共同打造的45-90㎡居住、办公

两宜的小户型产品。与环亚国际马球会相邻，地理

位置优越，地铁、环线快速路网环伺周边，室内可

纵览马球场一线美景。

国际团队量身定制   全功能精品小户型

东侧紧邻环亚国际马球场。一期产品是高新区内

少有的纯商务独栋办公区，私属环绕式小院，加

之园区内主辅景观带，共同营造出难得的高台厚

榭景观式商务区。适用于贸易、金融、软件、建

筑、工程行业。

海泰蓝海科技园

公园旁纯独栋办公  高端景观商务区

位于环亚国际马球会旁，产品包括工业独栋、工

业双拼、工业联排、工业叠拼和多层沿街工业孵

化楼等。适用于新能源、软件和信息制造、生物

技术与现代医药、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设备

制造、电子信息、金融等行业。

 海泰精工国际

近享优质公园景观  开辟生态工业新方向

集生产、科研、办公、生活和娱乐为一体的综合

体。既有适合大型规模化生产企业的标准厂房、单

元厂房、商务办公楼、独栋式厂房，也有适用于中

小型企业生产的小户型单元式厂房。适用于电子

类、软件、医疗器械、设备制造、建筑、加工业。

 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复合型生产基地  加工型企业沃土



滨海科技园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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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渤龙湖畔而建，拥有良好的亲水景观。私家庭院

般的景观设计，开启花园式办公模式。由鸟巢中方

主持人李兴钢亲笔设计，定位于大中型企业的总部

基地办公。共有独栋办公楼40栋，联排办公楼9栋。

渤龙湖总部基地二区

中坚总部集群  企业强者之林

主要定位为大中型企业总部兼顾小型或者新兴企业

总部办公需求。占地面积约15.4公顷，建筑面积约

20.5万㎡，共38栋独栋办公楼，由中国建筑设计大

师庄惟敏和周恺合力打造。

渤龙湖总部基地三区

复合总部基地  新兴企业摇篮

紧邻滨海科技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因地制宜，合

理组织内部交通及景观绿化，营造出了怡人的工作

空间。产品类型多样，可满足大型及中小企业不同

办公、生产所需。

渤龙产业园

标准工业厂房示范园工程  复合工业厂房

位于生态住宅区观湖湾、瞰湖湾中心位置，总体规

划约2万㎡，由以对街形式组成的A、B座两座楼体

和十栋临湖独栋组成。为周边约1300户住宅及总

部区进行商业配套。

住宅中央商业

贴心商业配套  绘写缤纷生活



HI-TECH  HOLDING  

16 17

产业战略

Ⅱ

占地面积约7.8公顷，建筑面积约8.4万㎡，绿化

率35%。主力产品为商务洋房、专家公寓，户型

丰富。建筑形象贴近公共建筑形态，与商业部分

协调统一，是海归派杰出建筑设计大师代表齐欣

的匠心之作。

观湖湾、瞰湖湾

低密水岸洋房  齐欣匠心之作

渤龙湖总部经济区2.62平方公里内唯一超大型商

业配套街区，占地面积约为33万㎡，规划建筑面

积约为84万㎡，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

凯工作室4位建筑设计大师合力设计打造。产品类

型涵盖商铺、写字楼、SOHO、酒店式公寓、商

务酒店和康体中心等。

渤龙天地

国际化商业商务区  千米商街繁华汇聚

占地面积约15公顷，建筑面积约25.3万㎡。主要

为总部企业办公人员提供高端生活居住社区。由

中国建筑设计大师王戈亲自设计（万科第五园设

计者），充分利用渤龙湖的湖景资源打造了亲水

湖景别墅、观水小高层、瞰景高层住宅产品。

御湖湾

上层生活建筑  生态湖景住区

紧邻渤龙天地高端商业配套，占地8公顷，建筑面

积约10万㎡，产品为4层到顶和7层到顶的电梯洋

房。低容积率、大楼间距给项目增加了类别墅的

居住体验。全明空间南北通透，方正实用户型，

精致生活格局。

渤龙公寓

墅质电梯洋房  品质生活典范



北塘·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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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塘核心区起步区，占地面积 13.2万㎡，总建筑面积 29.9

万㎡。借鉴五大道地区的建筑符号和灵魂，采用低层低密的建筑

风格，独享庭院，诠释生态商务办公新体验。产品类型包括综合

楼、独栋办公别墅和联排办公别墅。

北塘总部基地（华塘智城、华塘睿城）

缔造总部标准  注解花园式办公

位于北塘低密居住区内，突破传统社区型建

筑格局，经典台地设计，100%人车分流，

以联排别墅的形式，兼顾城市生态与环境保

护，唯美园区内景观设计，致力打造区域内

优质的74席纯墅住区。

  北塘•华塘名邸

1.0低密纯墅  勾画人居悠境

位于梅州道与玄武湖路的交口，占地面积1.67

万㎡，总建筑面积2.79万㎡。产品类型为联

排，前后下沉庭院、层层露台、多功能活动室

和全地下车库、百分百人车分流的设计，体现

了深度休闲的生活理念。

  北塘•睿塘名邸

城市都会纯墅  荟聚一城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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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传统筑宅法，以延续中国人传统居住志趣为出发点，传扬院落居住理

念，层层进院，把纷繁规避在门外，在内宅独享悠然。复原邻里温情，在当

今社会，为热爱生活的人群找回生活的老味道。

盛园

城墙里的中式别墅  复刻传统院落文化

以新中式建筑尺度打造的传统北派四合院，真正以青砖黛瓦、飞檐斗拱勾

勒中式华宅风骨韵味。另有14套单套面积为750㎡的沿河景观豪宅。每户

配有室内电梯、户内游泳池、6个车位和1个私家码头。

颐园  锦园

再现传统北派四合院  凝萃中式华宅风骨韵味

单套户型面积约为550㎡，设计精巧，多重功能空间创造了幽居生活的多种

可能，保持私密性的同时，尽享合家欢聚的快乐温情。

雍园  颂园

古镇沿河类别墅  现代新中式大宅

  北塘古镇

紧邻永定新河入海口，占地约48万㎡，商业19.8

万㎡，住宅12.2万㎡，容积率仅为0.7。全景再现

明清时期皇都卫城古镇盛景，以凤凰街、沽酒

巷、双垒广场、兴隆商业中心、城墙街等古建筑

商业群落演绎现代潮流下的时尚繁华。

依水而生商务新城  续写六百年古镇繁华



临港经济区
ECONOMIC REGION

大港街
SEAPORT

位于大港学海路与育梁街交口，紧邻津港高速收费站。建筑面积约5.2万㎡，

由一座“双子座”综合体以及一座商业旗舰店独栋两部分组成，集商业休

闲、办公、公寓多种功能于一身，形成了一个功能完善的生活圈。以国际级

商业业态，服务于中产阶级和时尚人群，是未来滨海新区社交、购物、美

食、艺术及享受都市生活的新打卡地。

海泰创e港

学府区城市综合体  新时尚坐标打卡地

位于临港新城起步区，规划占地面积19万㎡，总建

筑面积30万㎡。由高层、小高层、洋房共56栋住宅

楼及沿街商业、会所、幼儿园等其他附属组成的大

型人文社区，为临港经济区驻区工业企业提供生活

休憩和配套服务。

海港花园

与60万平米湿地公园为邻  用生活滋养生命

位于临港经济区内，规划占地面积10.7万㎡，总建筑

面积11万㎡。作为临港经济区大型企业规模化发展的

补充和完善，而建设的适应性更强的标准厂房，由大

尺度厂房、独栋办公楼、综合楼共45栋楼组成。

海港创业园

多样化标准厂房  中小企业进驻临港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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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18号

招商电话：58699777、85689896

天津国家软件与服务外包基地

地址：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大道36号

招商电话：58699777、85689896

海泰精工国际

地址：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大道22号

招商电话：58699777、 85689896

海泰蓝海科技园

地址：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大道42号

招商电话：58699777、85689896

海泰软件园SOHO

地址：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

招商电话：58699777、85689896

绿色产业基地

地址：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五道16号

招商电话：58699777、85689896

海泰创新基地

地址：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高新六路39号

招商电话：24839118、24839119

渤龙湖总部基地二区

地址：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惠才道9号

招商电话：24839118、24839119

渤龙湖总部基地三区

地址：滨海高新区月新路以北、惠新路以东

招商电话：59060999

渤龙产业园

地址：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渤龙大道1038号

招商电话：24839118、24839119

渤龙天地

地址：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高新七路

招商电话：24839118、24839119

住宅中央商业

地址：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高新七路御湖湾

销售电话：24839118、24839119

御湖湾

地址：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高新七路

销售电话：24839118、24839119

观湖湾、瞰湖湾

地址：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康泰大道9号

销售电话：24839118、24839119

渤龙公寓

地址：塘沽区北塘经济区洞庭北路梅州道交口

          海泰控股招商中心

招商电话：65228160、65228180、25237858

北塘总部基地（华塘智城、华塘睿城）

地址：塘沽区北塘经济区洞庭北路抚仙湖路交口

销售电话：65228160、65228180、25237858

北塘·华塘名邸

地址：塘沽区北塘经济区洞庭北路抚仙湖路交口

销售电话：65228160、65228180、25237858

北塘·睿塘名邸

地址：滨海新区北塘大街北塘古镇观澜书院

招商销售电话：022-65669199

北塘古镇

地址：临港经济区渤海十二南路西侧

招商电话:65210777、65210077

海港创业园

地址：临港经济区渤海十路东侧

销售电话:65210777、65210077

海港花园

地址：滨海新区大港育梁街169号

招商销售电话：63370999、63370998

海泰创e港

各项目通讯名录
ADDRES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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