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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陈建如）3 月 26 日，大湾区科
技金融路演中心在广州市天河
区、黄埔区两地正式揭牌。揭牌
仪式上，天河会场同步举办了第
二批科技金融工作站&特派员双
向精准匹配大会，黄埔会场同步
举办了黄埔区企业家服务中心
银企对接会。本次活动是由广
东省科学技术厅指导，广州市科
学技术局主办，天河区科技工业
和信息化局、黄埔区科学技术局
支持，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
心、广州开发区科技金融服务中
心共同承办。

2020年，广州市科技局试点
开展科技金融工作站、特派员工
作，探索科技金融赋能孵化育成
体系新模式，精准服务园区企业
百余家，推动银行机构为工作站
集体授信达 26.84亿元。本次活
动的举办，一方面是要继续推进
科技金融工作站、特派员工作，
通过科技金融更好地为全市孵
化育成体系进行赋能，另一方面

是通过搭建“大湾区科技金融路
演中心”，打造常态化、可持续、
多样化的科技企业投融资服务
体系，为科技企业对接资本等创
新资源提供更好服务。

广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吴汉
荣、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
副局长周首、大湾区科技创新服
务中心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海鸥、
建设银行广州分行科技金融中
心总经理吴海青、浦发银行广州
分行科技金融中心副总经理李
俊芳、邮储银行广州市分行小企
业金融部副总经理李竞贤、天河
基金副总经理朱发军、力华投资
合伙人杨文光在广州（国际）科
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为大湾区
科技金融路演中心揭牌。

黄埔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黎集怡、广州开发区科技金融服
务中心总经理邢宝伟在缘创咖
啡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路演中心
揭牌。

大湾区科技金融路演中心
线下路演前期将主要依托广州

市天河区、黄埔区两地的物理载
体，未来还将扩展到广州市各区
乃至大湾区各地，实现“以点带
面”的联动格局。路演中心将通
过工作站与特派员联动、市级与
区级联动、上市公司与机构联
动、产业方与资源方联动、技术
方与转化孵化方联动，结合系列
路演活动，邀请企业或项目通过
线下形式进行路演，联合高校院
所、机构、银行、券商、园区、头部
企业等为路演企业或项目提供
一站式、一对一现场对接机会，
提供政策、资本、人才、技术、产
业、成果、场地、数据等综合金融
服务，打造路演中心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政策链、服务链 5
大链条的融合发展。

大湾区科技金融路演中心
将通过数据化与技术评价相结
合、科技金融智慧大脑与精准推
送相结合的方式筛选数据平台
备案库里的项目，结合新媒体运
营，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腾讯
视频、西瓜视频，以直播、录播等

形式，实现路演项目线上展示，
通过云端进行资源对接，吸引国
内外更大范围的资源对接，搭建
永不落幕的线上路演平台，同
时，可以让不同地点进行的路演
活动进行实时连线，实现路演项
目多地同时展示与互动的效果。
大湾区科技金融路演中心将通
过举办90秒电梯路演、科技金融
工作站专场、大赛优质企业专

场、科技信贷专场、龙头企业专
场等系列品牌活动，打造“科技
金融创新生态+五大联动+两大
结合+100场线上线下路演+100
家科技金融工作站+90秒电梯路
演+8大资源对接（政策、资本、人
才、技术、产业、成果、场地、数
据）+5大链条（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政策链、服务链）融合发
展”的平台。

大湾区科技金融路演中心在穗揭牌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罗瑞娴 齐华伟）3 月 30 日，
湾区创新灯塔，未来城市典范
——2021中国广州国际投资年
会南沙专场活动在南沙越秀喜
来登酒店拉开帷幕。这是继本
月初举办2021年“攻城拔寨”重
点项目建设誓师大会后，南沙
区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为“三区一中心”建设再次增添
新动能。本次活动签约项目协
议总投资额达 2648 亿元。其
中，吉利科技集团拟在南沙设
立其全国唯一航天业务集团总
部，与南沙此前已经落地的中
科宇航等企业形成协同，共同
助力南沙加速打造中国航天第
三极。当天还为一批深耕南沙
的总部企业、创新企业和招商
大使授牌。活动中还启动了集
动态感知、智慧融合、科技支撑
为一体的“南沙商务云”，活动
中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点亮灯
塔环节。

南沙区委书记卢一先出席
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董可致
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谭均、
区政协主席钟华英等区领导参
加活动。董可在致辞中介绍了
南沙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开发
建设成果，还从兴业、聚才、宜
居三个方面介绍了南沙建设未
来城市典范的举措。

作为活动的重磅环节，当
天共有四批次重点项目在南
沙分会场现场集中签约，包括
智造湾区项目、创新湾区项
目、宜居湾区项目、投资湾区
项目。其中智造湾区项目缤

纷亮相，手术机器人、5G 射频
超材、智能AGV设备等热门领
域前沿技术刷足了“存在感”，
将推动南科创策源水平不断
提升，加快优势传统产业向智
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迭代升
级。智造湾区项目包括丰桥
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恒驱
电机南沙科技园项目、广州司
南技术总部基地、法蒂玛手术
机器人项目、爱永星辰粤港澳
大湾区 MAH 标准生态产业园
项目、明日医疗智慧产业园、东
凌国际粮食加工生产基地项
目、九毛九全国供应链中心基
地等项目。

此外，在广州市国际投资
年会主会场还签约了中俄大湾
区基金等项目。中俄大湾区基
金将充分发挥中俄两国主权财
富基金和广东省属金融控股平
台的资源优势，促进广东省与
俄罗斯有关地区、重点企业双
向合作。2020年12月14日，粤
财控股、俄直投、中俄投资基金
三方已在南沙成立中俄大湾区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本次活动签约项目协议总
投资额达 2648 亿元，涵盖战略
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港航物
流、总部经济、金融服务、都市
消费及现代农业、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充分展现了南
沙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和便利
的投资环境，一大批优质产业
在南沙集聚，将为南沙高质量
发展不断增添新动能，在“十四
五”开局掀起了新一轮招商工
作热潮。

2648亿元！
一批产业项目在南沙签约落地

打造大湾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永不落幕的科技金融路演平台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陈建如）3 月 29 日是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日子。粤港澳大湾
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正
式开园，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联盟”（以
下简称“联盟”）在省人社厅的主
导推动下成立。联盟的成立标
志着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载体
的联动合作正式启动，更多维和
全面的战略合作将引领“1+12+
N”平台载体建设发展。

联盟成立大会先后进行了
联盟议题表决、联盟模式探索、
战略合作签约、聘书颁发、授牌
等重要环节。会上，联盟发起单
位之一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
心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海鸥宣读
了联盟章程，并阐述了联盟成立
的意义。

随后，成立大会对联盟章
程、首届联盟理事长、秘书长、常
务副秘书长等事项进行表决。
经表决，首届理事长单位由“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运营单位之
一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担
任，副理事长单位由 12 家港澳
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运营机构担
任，12 家机构分别是广州市香
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江门市
就业服务中心、广州增城开发
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百
达丰电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
心、深圳市前海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横琴澳门青年创业
谷、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

中心、惠州仲恺高新区社会事
务局、东莞市松山湖人力资源
服务中心、中山汇智电子商务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市海
雅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肇
庆新区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
心。

同时选举大湾区科技创新
服务中心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海
鸥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连
接汇创始人廉洁为秘书长，大
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事业部
总经理周进为常务副秘书长。

成立大会后马上进行战略
合作签约、颁证及授牌仪式。

“粤港澳大湾区港澳青年创新
创业基地联盟”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在省人社厅和区人社局的
一众领导共同见证下举行，开
启了联盟成员共构湾区创业生
态的新征程。省人社厅二级巡

视员张广立先后为联盟秘书
长、常务副秘书长颁发聘书，为
13个联盟成员授牌。

授予粤港澳大湾区（广东）
创新创业基地运营联合体主体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理事
长单位；授予南沙粤港澳（国
际）青年创新工场、中国（江门、
增城）“侨梦苑”华侨华人创新
产业集聚区、广州科学城粤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深港青
年创新创业基地、前海深港青
年梦工场、中国横琴澳门青年
创业谷、佛山港澳青年创业孵化
基地、惠州仲恺港澳青年创业基
地、东莞松山湖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中山粤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合作平台、中山翠亨新区“澳
中青年创新创业园”、肇庆新区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基地
运营单位副理事长单位。

广州国际投资年会南沙专场硕果累累

揭牌仪式。 通讯员供图

战略签约仪式。 通讯员供图

加快建成“1+12+N”平台载体布局

粤港澳大湾区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联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