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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中心股东单位代表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罗永忠、广东省创业
投资协会会长徐勇、广州呼研所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荣、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王文强、苏
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开
发与产业研究院院长罗杰慧、纳
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荣天、广州力华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粤、清华珠三角研究院
高级投资经理陈畅出席活动。
在罗永忠、徐勇、周荣、王文强、
罗杰慧、何荣天、陈粤及大湾区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秦海鸥的见证下，大湾区
正式启动C轮融资。

2019年，广州市政府将组建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列入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建设事项。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简
称：大湾区中心）在广州市人民
政府的支持，广州市科技局的指
导下，由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广东省创投
协会等各相关机构共同组建成
立，是首个政府主导支持，以“大
湾区”字号注册的企业化运作的

一站式科技企业服务平台。
2019年4月29日，大湾区中

心正式揭牌成立。成立不足 1
年实现首轮融资，成立 2年内以
3亿估值引进 6家投资方实现B
轮融资。2021 年大湾区中心收
入、利润预计增长 300%，为实现
更持续更全面的发展，大湾区中
心启动C轮融资，同时引入战略
合作伙伴，“融资金、融资源，”携
手头部创新资源打造顶级科创

“朋友圈”，共话大湾区未来，共
谋高质量发展。

为推进建立以管资本为主
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快发展
壮大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
柱产业。今年 9 月，广州市委、
市政府将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更名并整体改组组建广
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保持原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战略
投资发展平台功能，推动广州战
略性新兴产业建链、增链、补链、
强链，着力打造成为市场化、专
业化、国际化的一流国有资本运
营和战略投资平台。

“大湾区中心作为市场化的
平台机构，满腔热情倾注科创事

业，为科技企业提供资本及资源
的综合赋能服务，高质量推进我
市科技创新服务工作。”广州产
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罗永忠在致辞中说道，“此次活
动通过举办资源对接和闭门会
议，为大湾区头部创新资源开展
对接，为各机构创造深度的战略
合作机会，助推广州市乃至大湾
区科技能力提升、科技产业发
展。期待接下来大湾区科技创新
服务中心c轮融资能够引入高质
量的市场资本，打开国际融资新
格局，融汇各方所长，强化权威引
领，将平台优势做强做优做实。”

大湾区中心的成长始终贯
穿着“大湾区、国企混改、创新服
务、平台”4 个关键词，“国企混
改”是大湾区创新生态建设的重
要一环，大湾区中心通过“赋能
式”融资实现混改创新、相互赋
能，依托“科技创新资源+产业
资源+科技金融资源”3 大核心
资源，以要素市场化配置理念构
建大湾区创新生态。大湾区中
心始终践行国企混改创新实践，
充分展现了“政府主导推动+国
企牵头组建+市场化运作”模式
平台的先进性和优势。

“赋能服务+”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生态

大湾区中心联合政府单
位、金融机构、高校院所开展成
果转化对接、投融资对接、科创
板和上市培训等活动超过 500
场，收集近 3 万家企业数据，每
年通过各类对接活动、培训服
务企业超 5000 家，走访尽调企
业超600家，与100多家机构、律
所、银行签订合作协议。

大湾区中心通过“赋能服
务+头部创新要素”，构建大湾
区科技创新生态。此次启动C
轮融资，希望寻找头部企业、
头 部 资 源 、头 部 战 略 合 作 伙
伴，在园区运营合作、品牌活
动榜单合作、企业深度战略合
作、科研院所产业资源合作、

投资机构募资项目、投后、专
业服务机构深度战略合作等方
面，强强联合，为科技创新各要
素资源赋能。

为更好地构建大湾区科技
创新生态，链接头部创新资源，
利用大湾区中心现有资源、体
系、专业能力及多方优势，深入
开拓科创市场，大湾区中心与
园区、政府引进项目、企业等要
素资源在活动现场进行一一签
约。分别是国家级孵化器——
视联产业园运营入股签约、中
新国际合作项目——数字化口
腔项目孵化入股签约、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冠军企业——光为
科技年度战略赋能签约。

大湾区中心广受好评、备受
资本青睐，从同质化企业中突出
重围的秘诀是什么？“一句话总
结大湾区中心的定位：汇聚多方
优质资源，通过要素市场化配
置，为科技企业提供综合赋能服
务。”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秦海鸥在融
资路演中一句简单的话语背后，
包含的是大湾区中心“赋能服
务+”科技创新服务模式的无限
可能、想象力和发展前景。

如何以一己之力撬动大湾
区科技创新生态？从外部战略
合作、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到内
部敏捷孵化、激活内生动力，依
托的都是大湾区中心强大的十
五大赋能体系，也彰显了“赋能
服务+”强大的资源聚合、整合、
融合能力。

目前，大湾区中心已形成覆
盖面广、有核心优势、具备完整
服务链条的科技创新十五大赋

能式服务体系。包括政府服务
平台运营管理、产业园区规划及
政策咨询服务、产业园运营服
务、数字化服务、项目规划服务、
双创服务、培训服务、成果转化
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才服务、
科技金融服务、创投服务、上市
服务、科创会展服务、品宣服务。

大湾区中心联合政府单位、
金融机构、高校院所、科技企业
等资源要素开展国家、省、市级
活动，历年承办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广东·广州赛区）、广州创投
周等重要赛事活动。大湾区中
心建设了标准化一站式科技创
新数字化平台——以要素市场
化配置理念引领打造科技金融
智慧大脑。目前受托运营产业
园区、孵化基地总面积约 10 万
平方米。包括由省部共建的重
点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由市区共建的
重点项目广州（国际）科技成果

转化天河基地，建设并运营广州
开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中
心。大湾区中心管理广州市科
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损失补
偿 资 金 池（全 国 同 期 规 模 最
大）。首创“科技金融特派员+
科技金融工作站”育孵模式。
首创知识产权助力上市工程。
打造全国首个科技成果转化
板。参与组建 2亿元规模的“广
州南山科创基金”等多支基金，
广州南山科创基金由钟南山院
士领衔的广东省南山医药创新
研究院作为牵头机构，大湾区中
心作为政策及投资顾问合作设
立。发起或参与企投家联盟等6
大联盟。联合德勤中国、毕马威
等发布“广州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新经济先锋 50 强”等 4 大
榜单。同时，大湾区中心搭建自
媒体矩阵，打造包括《湾区有故
事》、《湾创直播间》等一系列高
品质原创专题。

“汇聚头部资源”、“精准匹
配对接”……在大湾区中心的
发展历程中，从来不是一个口
号、一句空话，而是每时每刻都
在践行的服务理念和行动准
则。为了让嘉宾“满载而归”、
不虚此行，在活动报名阶段，
已经提前收集了企业、机构等
各单位的需求，在现场进行高
效、精准对接。光为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广州市莱檬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承葛生物技
术（广州）有限公司、广州谱临
晟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领世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介绍了公
司产品和技术，以及在融资、
技术、市场、人才、场地等方面
的需求，现场一一对接投融资
机构等，全方位解决企业发展

各要素需求。
现场还就“各级要素如何

赋能广州科创企业创新能力提
升”为主题，召开大湾区头部创
新资源闭门研讨对接会，包括
高校研究院、银行、园区、服务
机构、投资机构、企业家代表等
50 人参加，为广州科技创新能
力建设建言献策，共商政策落
地、共谋企业发展。此外，为了
更好的促进资源对接与融合，
深入解决企业和机构需求，活
动还设精准对接分会场，近 70
家企业，60 家投资机构、银行、
服务机构等进行面对面交流对
接，企业介绍业务、产品、服务
及需求，现场链接科技创新要
素资源，共同构建大湾区科技
创新服务生态。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启动C轮融资，打造国企混改标杆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姚诗诗

日前，大湾区头部创新资源对接会暨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路演活动
在广州（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举办。近150位企业代表、80多家投资
机构，近20家高校院所、10多家银行、30多个园区、68家服务机构等参与，充
分彰显了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大湾区中心”）作为“粤港澳大
湾区一站式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和大湾区科技创新生态的构建者的影响力、号
召力和创新资源整合能力。

政府主导支持，
打造一站式科技企业服务平台

十五大赋能体系创新，
构建“赋能服务+”科技创新服务模式

头部资源战略合作，
携手构建大湾区科技创新生态

精准对接，相互赋能，
协同创新按下“快进键”

战略赋能签约仪式战略赋能签约仪式。。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