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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试点开展科技金融特派员及科技金融工作站试点工作
首批试点科技金融特派员及科技金融工作站双向精准匹配大会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符烽）9 月 11 日，由广州市科
技局主办，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
中心承办的“首批试点广州科技
金融特派员及科技金融工作站
双向精准匹配大会”在黄花岗科
技园成功举办。广州市科技局
副巡视员石鹏飞、科技金融处处
长钟伟彬，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
中心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海鸥，广
州科技企业孵化协会秘书长王
雪峰，以及 11 家银行、14 家投资
机构、10 家孵化器、10 家众创空
间负责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
个出新出彩”“中小企业能办大
事”重要指示精神，通过科技金
融赋能全市孵化育成体系，打通
科技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更
好地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
需求，助力企业加速发展，支撑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市科技局拟试点开展科技金
融特派员及科技金融工作站试
点工作。自首批公开征集通知
发出后，共收到了 30 余家孵化
器、20余家众创空间以及数十家
银行、股权投资机构申请。经过

综合评选，最终确定了10家孵化
器、10家众创空间，11家银行、14
家投资机构作为首批试点单位。

本次活动采取双向互选的
方式，通过政府搭台，“红娘”牵
线，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
科技金融工作站与银行机构、股
权投资机构的双向匹配和联动，
为科技金融工作站入驻企业提
供“债权+股权”的科技金融精准
服务，探索科技金融赋能孵化育
成体系的“1+1”模式。活动中，
试点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从园区
简介、特色及优势、科技金融服
务需求、拟开展的科技金融活动
等四个方面，银行、股权投资机
构从机构简介、科技金融服务资
源及优势、产品介绍或者科技型
中小企业投资案例等三个方面
分别进行 3 分钟的路演推介，再
经过自由交流、沟通了解后，各
自选择最希望深入合作的5家单
位。最终，将互选结果进行双向
匹配，为试点科技金融工作站找
到合作的科技金融特派员单位
点的孵化器。

广州市科技局副巡视员石
鹏飞为本次活动致辞。石鹏飞

提到，科技金融工作站、科技金
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是市科技局
今年谋划的一项重要的创新性
工作，旨在通过试点，进一步完
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探索科技
金融赋能孵化育成体系的实现
路径，打通科技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更好地满足科技型中
小企业融资需求，助力企业加速
发展，支撑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试点工作坚持

“公开征集、自愿参与、政府搭
台、双向选择”的原则，充分发挥
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科技金融工
作站与银行机构、股权投资机构
的双向匹配和联动，为科技金融
工作站入驻企业提供“债权+股
权”的科技金融精准服务，探索
科技金融赋能孵化育成体系的

“1+1”模式。未来三年，希望建
立不少于 100 个科技金融工作
站，组建一支不少于 100 人的科
技金融特派员队伍，初步建立覆
盖全市的科技金融赋能孵化育
成体系的“1+1”模式。

在试点单位路演推介环节，
45 家参会单位逐一上台路演。
路演结束后，科技金融工作站和

特派员单位进一步交流互动，加
深了解，再选择意向合作的单
位。

路演、双选、匹配、结果公布
等环节结束后，广州市科技局科
技金融处处长钟伟彬为本次活
动总结。钟伟彬提到，试点科技
金融工作站牌匾及科技金融特
派员证书将在本月即将举办的
第四届广州创投周上颁发。同
时，在市科技局的指导下，大湾
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将持续跟

进，通过建立科技金融工作站微
信群、科技金融特派员微信群、
策划园区对接系列活动等，逐步
建立覆盖全市的科技金融赋能
孵化育成体系的“1+1”模式。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海鸥提到，科
技金融工作站试点是深入服务
园区企业的重要尝试，大湾区科
技创新服务中心将携手科技金
融特派员一起，分层分级、精准
服务园区企业。

本报讯（记者 姚赞原）为
振兴乡村经济，带动老百姓致
富，认真落实消费扶贫工作，
做好“文品入粤”工作，积极推
动文山州区域公共品牌“文品
出山”走出文山，提升品牌知
名度和美誉度，拓展文山绿色
食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渠道。9
月 4日-6日，由云南省文山州

商务局主办的绿色食品产销
对接活动在广州保利世贸博
览馆 3楼 5号馆文山展示区顺
利举办，圆满落幕！

展会上，文山州商务局副
局长薛廷海表示：“文品出山”
重在打造文山州区域公共品
牌，坚持严进宽出。让文山的
优质产品，能通过线上线下渠

道销售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此次产销对接活动现场

意向报单金额 600万元。期间
12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并当
场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累计
签约金额高达 2110 万元。为
文山州的扶贫攻坚战，又向前
迈进了一大步，取得了阶段性
的成果！

好品出山，文品入粤
文山州绿色食品展销活动成果丰硕

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
通讯员 华轩）近日，国家留
学基金委（CSC）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合作项目录取
名单公布，华南理工大学设
计学院应届硕士毕业生张
小明成为国内最终入选的
54 位优胜者之一。这是华
南理工大学首次组织选送
学生参与 CSC 国际组织实
习项目，能够在激烈的竞争
中脱颖而出，既彰显出华工
学子过硬的专业素质和国
际素养，也充分体现了学校
国际化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在张小明看来，申请去
联合国实习，更像是一个埋
在心里的种子，是一个慢慢
生长的过程。与诸多国内
外名校学生一同竞逐，竞争
的激烈可想而知。申请了
联合国开发署纳米比亚的
Communications Intern 的张
小 明 ，一 开 始 也 会“ 有 点
慌”，但专业匹配度高，有国
际交换项目经历等，都给了
她信心。她表示，在面试
中，能够表现出充分尊重和
认可联合国的价值观也很
重要，通过讲述经历，展示

自己的能力，传达自己积极
的价值观，是她的法宝。“我
研二时通过学校申请了去
芬兰的交换项目，现在又由
国际处推荐申请了联合国
实习。感谢华工一次又一
次给了我更大的平台。能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并为之
奉献一丝光亮，那一定是一
种很棒的体验！”

除张小明外，最近两
年，华南理工学子在赴国际
组织实习和就业方面均有
突破。建筑学院建筑学专
业 2018 级硕士研究生张同
学在读期间依托于华南理
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选择建筑技
术作为主要研究领域。在
国家留学基金委国际组织
实习项目和学校资助下，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丹麦
科技大学合作中心哥本哈
根能效中心实习，协助丹麦
环境署区域能源系统专家
组开展工作；此外，轻工科
学与工程学院生物质科学
与工程专业 2019 届博士毕
业生马同学进入国际竹藤
中心工作。

华南理工学生入选
国际组织实习项目

现场交流互动。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麦博）近年
来，广州天河始终将人才发展
与优化营商环境结合起来，以
良好营商环境促进人才发展，
以人才助力推动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通过“政策+平台+服
务”这套组合拳来引进人才、
培养人才、留住人才。

筑巢引凤，利好政策引来
高端人才。8月 13日，天河区
发布落实《广州市人才绿卡制
度》实施办法，申请对象新增
三类在天河区创业或工作的
人群，包括具有双一流大学（A
类和B类）普通高等教育研究
生学历并有硕士学位的人员
等。据悉，申请成功者可以拿
到人才绿卡，享受办理长期居
留证件和 R 字签证、子女入

学、购房购车、办理营业执照
等一系列待遇。制定出台各
种利好政策，吸引高端人才齐
聚于此，这是近年来天河吸引
人才的一大“实招”。

搭建平台，以园区基地汇
聚优秀人才。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要义。天河始终将
科技创新、数字经济、金融等
主要产业作出优势布局，并通
过“串珠成链”、搭建平台提供
优质服务等方式，汇聚优质人
才，推动产业腾飞。

优化服务，优质营商环境
惠及优质人才。环境优则重
商聚。作为广州经济第一大
区，天河企业数量居全市第
一，在优质的营商环境下，市
场有动力，企业有活力，惠及

更多优质人才。
截至目前，天河区拥有各

产业领域专业人才超过 25 万
人，国家级项目入选者、省级
项目入选者和市级项目入选
者等各类高层次人才 500 多
人，超过 20 家企业建有院士、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立起了
一支较具规模、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今
年上半年，天河区新洽谈入库
项目88个，签约南方数码等项
目34个，落地广物国际物流等
项目27个，新增企业3.9万户，
金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
产业领域新引进各类人才超
过1.2万人。

打造优质人才创新创业“天河样本”
“政策+平台+服务”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