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给予大赛优质企业提供一
对一精准服务，创投周专门设置

“科技金融精准面对面”环节，精选
邀请参赛企业与多家投资机构、银
行、知名券商、服务机构、高校院所
等进行面对面交流对接，组织近10
场科技金融精准面对面，贯穿创投
周全程。科技金融是助推科技企业
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广州围

绕科技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充分
发挥资本的力量，已初步形成“创、
投、贷、融”科技金融生态圈。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王桂林
出席了创投周当天的“科技金融精
准面对面”。王桂林表示，许多往届
大赛获奖企业通过大赛平台获得融
资，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彰显了
资本对营造广州双创环境的重要

性。“生于科技，长于金融。本届广
州创投周成立大赛联合投资基金和
广州科技创新联盟，是非常有必要
的。我们鼓励更多的科技企业参加
大赛，也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
加入到广州的双创事业中，为构建
新发展格局、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贡献‘广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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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广州创投周是在科技
部火炬中心、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指
导下，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主办，
在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共广
州市委组织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
部、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中共广
州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
共广州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广州
市教育局、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州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广州市工
商业联合会、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
支持下，由各区科技主管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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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广州创新
企业联盟、广州（国际）科技成果转
化天河基地、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
新服务中心黄埔分中心、广州市番
禺区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广州
南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协办，由广
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银
行广东省分行特别支持。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
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
求的航天梦。在“神舟十三号”即
将发射“出征”之际，在广州市科学

技术局副巡视员石鹏飞，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资源配置与管理处副处
长叶超贤，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副主任王厚华，天河区科技工业和
信息化局局长宋爱平，南沙区科学
技术局局长钟伟彬，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科技金融处副处长麦家星，广
州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主
任范莉，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秦海鸥的见证
下，颇具科技感、未来感、创意感的

“神州火箭”模型激光束“发射”启
动第五届广州创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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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搭建平台，集聚优质企业、金
融资本、风投创投机构，解读政府
政策，对接高校院所成果，精准服
务头部企业，促进创新创业创投资
源的汇聚和转化。

2017 年 8 月 7 日，广州创投周
首日启动仪式揭幕，是全国首次以
风投、创投为主题开展的活动周，
为期七天。在科技部火炬高技术
产业开发中心、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指导下，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主
办，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大湾区科
技创新服务中心承办的广州创投
周，已走过 5个年头。创投周以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广州赛区）
为契机，五年来打造了投贷联动直
通车、科技金融精准面对面、湾区
有故事等系列品牌活动，发起成立

粤港澳大湾区创投联盟、广州市科
创板上市促进联盟等，通过搭建广
州创投周平台，集聚高端产品、优
质企业、卓绝人才、金融资本，促进
创新创业创投资源的汇聚和转化，
撬动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共同支
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自首届广州创
投周启动至今，5年来，通过创投周
已促成银行、投资机构累计为千余
家大赛企业提供股权、债权融资超
210亿元，带动科技信贷风险补偿
资金池以不超过 1 亿元财政风险
补偿撬动合作银行为全市超过
500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实际放贷
超过 400 亿元（放大效应超过 400
倍），取得了积极成效。

本届创投周从10月13日持续
到 23 日，为历届创投周中历时最
久、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大赛企

业数量也在疫情情况下逆势增长，
再创新高。本届创投周旨在有效
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成果
链和资金链的对接，实现各种创新
资源的汇聚和转化，为广州市经济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本届
广州创投周通过成立大赛联合投
资基金和广州科技创新联盟，打造
科技金融精准面对面模式，聚焦投
早、投小，将‘广州创投周’打造成为
资本支撑创新发展的‘样板’。”广州
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王桂林说道。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副巡视员
石鹏飞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广州
科技创新正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生
机和活力。“自 2017年举办首届广
州创投周以来，广州创投周联动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广州赛区）有关
活动，已成为广州“双创”的重要品
牌。”

第五届广州创投周：打造资本支撑创新发展“样板”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姚诗诗

10月13日，第五届广州创投周在广州（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正式启动。为期11
天的广州创投周将同时在天河区、黄埔区、南沙区、番禺区举办，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
东·广州赛区）暨第六届羊城“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半决赛、决赛也正式拉开帷幕，611家企
业赛场角逐，一决高下，第二届科技服务机构（企业）专业赛也同步举行。同时，聚合投资机
构、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优势资源的广州科技创新联盟揭牌成立，大赛联合投资基
金现场签约，更有科技金融精准“面对面”、中银投贷联动直通车等投融资对接，亮点纷呈。

千余家大赛企业获投融资超210亿元

“黑科技”震撼启动创投周

打造“创、投、贷、融”生态圈

创新、创业、创投要取
得长足发展，需要吸引更
多创业人才、创新企业、创
投资本，凝聚广州双创力
量。为实现技术、人才、资
本、数据等创新要素自由
流动，发挥资本市场功能
作用、促进科技与资本融
合、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
创新发展。在广州市科学
技术局的支持和指导下，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
心联合国投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广州科创国
发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华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海
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纳
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力华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中新
知识城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广东国民创
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万
联天泽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穗甬
原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湾创创新投资 (广
州)有限公司等 8 家国企、
8 家 民 营 的 知 名 投 资 机
构，共同组成大赛联合投
资基金组织（下简称“联投
基金”），深度参与前沿科
技投融资服务，助推硬科
技企业快速成长。

“联投基金是一个紧密
又松散的联合体。大赛组
委会对参赛企业进行分门
分级分类的筛选，联合投
资、联合尽调、分散风险，
打造广州双创投资‘天团
’，共同创造广州最强投资
品牌。”秦海鸥说道。

广州双创投资“天团”
打响最强创投品牌

为推动完善科技创新
资源配置方式，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大湾区科技创
新服务中心联合高水平创
新研究院、头部科技创新
服务机构、行业龙头企业、
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
科技金融工作站、科技金
融特派员、行业专家等，按
照“平等、开放、共赢”原
则，共同成立广州科技创
新联盟（下简称“联盟”）。

联盟围绕“科学发现、
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人才
支撑、生态优化”全链条创
新发展路径，整合头部科
技创新资源，通过资源协
同，为高水平科研转化项
目各个阶段的需求提供资
金、人才、产业、技术对接等
赋能式综合服务，通过要
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科技
成果转化-产业-资本赋能

闭环，降低投资风险，提高
转化成功率，推动科技成
果孵化产业化。

“发起实体化联盟，通
过政府引导，要素市场化
配置，聚集各方优势资源，
形成头部效应，打造广州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品
牌，共同服务科技企业，相
互赋能，相互成长，构建大
湾区科技创新服务全新生
态。”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秦海鸥表示，广州科技创
新联盟将与全国首创的

“科创师事务所”联动结
合，聚集科创服务行业高
端人才资源，建立科创服
务行业标准，解决行业低
频、高难、非标、长线等问
题，为企业提供高效、精准、
综合性科创服务，更好地
推动大湾区科技创新事业
的发展。

广州科技创新联盟揭牌成立

启动仪式当天举行了
大赛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
行业半决赛，15 个成长组
企业争夺行业总决赛晋级
名额，7 个初创组企业进
行总决赛比赛。均采用
8+7 现场答辩模式。参赛
企业进行 8 分钟自我陈述
和 7 分钟答辩，评委从技
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及实
施方案、行业及市场、团
队、财务分析等方面对企
业进行评分。

本 届 大 赛 继 续 实 施
“以投代评”“以赛代评”
“差额补贴”等联动创新机
制，共吸引了 2667 家广州
市科技企业参加。通过初
赛网上评审，996家参赛企
业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复
赛，最终611家参赛企业进
入半决赛，从 10月 13日持
续到 23 日，在第五届广州
创投周期间展开为期11天
的角逐，争夺桂冠荣耀。

专业赛“百花齐放”竞相亮相

第五届广州创投周启动仪式。 广州科技创新联盟揭牌仪式。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