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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开展系列投融资对接活动，撬动资本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
讯员 符烽）9月 17日，第四届
广州创投周启动仪式在广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花岗
科技园启动。广州创投周是
以风投创投为主题开展的创
新创业创投活动周，已连续举
办三届，取得显著的成效。广
州创投周旨在有效实现各种
创新资源的汇聚和转化，并通
过政府的引导，撬动金融机构
及社会资本共同支持科技企
业的创新发展。广州创投周
以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广
州赛区半决赛和决赛为契机，
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导向，推动
大赛企业投融资对接。从 9
月 17 日至 24 日，将开展为期
一周的投融资活动，启动仪式
通过连线大赛的5个区6个行
业赛，共同见证启动！

本届广州创投周由广东
省科学技术厅指导，广州市科
学技术局主办，广东省生产力
促进中心等单位支持，各区科
技主管部门、大湾区科技创新
服务中心承办，清华珠三角研
究院、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州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
心、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广东
省创业投资协会协办。广州
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中国
银行广东省分行作为本次活
动的特别支持单位。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吴林波出席并致辞，广州市
科技局局长王桂林、副巡视员
石鹏飞，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
心副主任王厚华，越秀区人民
政府副区长陈烯，广东省创业
投资协会名誉会长李春洪以
及 20家科技金融工作站负责
人，25家投资机构和银行派出
的特派员，参与大赛评审的各
位投资专家和技术专家，参加
直播带货的各科技服务机构
代表，参加大赛半决赛企业和
媒体代表出席本次活动。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吴林波表示，活跃的风投创
投活动是促进创新创业的强
大动力源，是建设创新型城市
和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
抓手。广州在全球创新集群
百强排名由 2017 年第 63 位、
2018 年第 32 位跃升至 2019
年第 21 位；在《自然》杂志全
球科研城市 50强中位居第 25
位 ，在 入 选 中 国 城 市 中 从
2015 年的第 9 位上升至第 5
位。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
现，26 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
技术奖，占全省 52%，牵头完
成 9 项，占全省的 90%。全市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达 到
12000 多家，稳居全国第四；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入
库 9283 家，连续 2 年居全国
城市第一。2020 年第九届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广州赛区报
名企业数达 2625 家，较去年
同比增长 35%。现在是科技
创新最好的时代，也是创新、
创业、创投最好的时代。通过
连续举办广州创投周平台作

用，为广州市吸引更多创业人
才、创新企业、创投资本。

本次广州创投周的启动
通过线上+线下、5个区6个行
业联合启动的方式，五个大赛
承办区的科技部门负责人通
过视频连线，共同为六大行业
科技企业助力，启动仪式现
场的省市区领导共同启动寓
意“赋能”的能量灯柱，与现
场的科技金融特派员、科技
金融工作站及各方力量，共
同助力广州科技企业发展。
科技企业受到疫情影响，虽
面临严峻挑战，创新创业之
路并不平坦，通过广州创投
周及大赛平台，汇集各方力
量帮助中小科技企业展现逆
境下奋勇前行的大无畏精
神，通过政府搭台，撬动金融
机构及社会资本共同支持科
技企业的双创氛围。

启动仪式后，由广州市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吴林波，广州
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王桂林、副
巡视员石鹏飞，广东省生产力
促进中心副主任王厚华为科

技金融工作站及科技金融特
派员的授牌。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为进一步完善科技金融
服务体系，创新性谋划开展广
州科技金融特派员及科技金
融工作站工作。通过科技金
融工作站及科技金融特派员
的建立，能更好地满足科技型
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助力企业
加速发展。

本届创投周将开展一系
列的投融资对接活动，包括：
科技金融工作站、科技金融
特派员授牌和对接、历届获
融资大赛优秀企业颁奖、科
技服务机构直播“带货”、六
大行业半决赛决赛、中银科
创企业投贷联动直通车、科
技金融精准面对面、大赛冠
军巅峰对决、湾区有故事、科
创下午茶等。本届创投周启
动仪式及大赛全程实现在多
个网站线上同步直播，仅启
动仪式在线观看人数突破 80
万人次。为期一周的创投周
直播活动可以通过关注“大湾
区创新”公众号观看。

本版图片均由通迅员提供

启动仪式。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杨英德 陈雯）9 月 17 日，越秀区知
识产权局联合越秀区教育局主办
的“大湾区青少年科技创新与知识
产权教育实践培育工程”暨越秀区
知识产权进校园活动，在广州市越
秀区朝天小学举行。此项活动是
广州市越秀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强区“支持知识产权进校园项目”
的系列举措之一，约 200名学校师
生热情高涨地参加当天活动。

越秀区知识产权局四级调研员
童朝晖出席活动并致辞。童朝晖指
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需要从青少年
抓起。青少年是人才的储备力量，是
发展的助推之星，是社会的进步希望
所在。从青少年时期起开展知识产
权保护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

以让青少年从小树立崇尚创新、尊重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风尚。他
希望通过此次知识产权进校园活动
切实增强师生的科技创新和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教育
对家庭、社会的辐射带动作用，激励
师生知识产权文化理念的树立和创
新兴趣、能力的培育，营造创新的良
好社会氛围。

作为此次活动的项目承担单
位——广州恒成智道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的专家们在现场给学生们
作了一场互动性十足的趣味讲座，
多媒体互动、科学实验、科技创新
案例和学生作品实物分析，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教学模式给孩子们
带来了重重惊喜，将历史中的“中
国创新”元素融入传统文化教育，

让孩子们理解到传承传统文化对
创新的意义；通过讲述爱迪生、瓦
特、卡尔本茨、莱特兄弟等耳熟能
详的名人故事，为孩子们深入浅出
地导入知识产权概念；运用在身边
日常生活中的发明创造，让孩子感
受到创新的魅力。

今年以来，越秀区知识产权局
已在区内3所小学开展了相关宣传
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下一步，将
结合大湾区青少年科技创新与知
识产权教育实践培育工程，继续在
越秀区中小学校中开展一系列知
识产权的科普宣传、培训、交流、竞
赛等活动，鼓励青少年的天才妙想
并持续孕育出创新的火花，助推全
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

知识产权进校园，保护意识伴“童”行

第四届广州创投周启动 以赛代评成果丰硕
从2017到2020年，“以赛代评”持续开

展了4届，广州创投周也同时举办了4届，
通过政府搭台，挖掘了非常多的优质企
业，帮助大量的企业获得了融资和贷款，
借助资本的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启动现
场，对“以赛代评”创新举措以来，获融资
的 6 家大赛优秀企业代表进行了颁奖，6
家企业包括：获得 2019 年大赛一等奖的
文远知行、二等奖的基准医疗、三等奖的
锦行网络，优胜奖的乐摇摇信息；获得
2018年大赛优胜奖的三维家信息，优胜奖
的两棵树网络。6家企业总计获得约15亿
元的投资。

据统计，“以赛代评”机制实施三年
来，获得上亿元投资的企业达到26家，获
得投资总额超50亿元。通过“以赛代评”，
真正实现了市场化项目遴选、复合化资金
支持、多元化增值服务等三大内涵机制，
充分激发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首届直播专业赛
首届科技企业及科技服务机构直播

“带货”活动，该活动为了引导更广泛的社
会资源支持创新创业，落实中央关于助力
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要求，提振国内消费
市场。华转网、WeWork、开发区科技金融服
务中心共同参与了此次科技服务机构直播

“带货”活动，为屏幕另一端的观众展现了科
技服务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现场参赛企业
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其中。

创新创业大赛激烈角逐
在广东省科技厅的指导下，由广州市

科学技术局主办，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
心承办的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
东·广州赛区）暨第五届羊城“科创杯”创
新机制“以投代评”、“差额奖补”。在广州
创投周期间举办广州赛区半决赛及决
赛。决赛将分为六大行业进行，分别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高
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新材料。六
大行业将结合广州市各区产业结构特点，
分别在各区举行。其中，生物行业将于 9
月17日-18日在越秀区科创咖啡举行；新
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将于9月20日-22日在
天河区佳都智慧大厦举行；节能环保行业
将于9月21日在荔湾区立白中心举行；新
材料、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行业将于9月
22 日在南沙区明珠湾开发大厦城投南沙
中心举行；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将于9月23
日在番禺区天安节能科技园举行；中银投
贷联动直通车、科技金融精准面对面等一
系列品牌活动同步进行。

嘉宾与学生互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