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启动

企业最高可获200万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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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通讯员 练

河昌 ）

原创游戏项目、软件著作权、ISO 资

质、 上市企业……如果园区企业拥有其中

某项“特权”，那就赶快来申报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吧！ 申报成功或有机会获得 200 万

元奖金。 近日，记者从天河科技园管委会获

悉，根据《广州市天河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天河科技园、 天河软件园发展实施办

法》（

下称《办法 》

），自 3 月 1 日起，管委会

开始受理园区企业申报 2019 年园区产业

扶持政策。

根据《办法》，本次申报将划分两批次

进行：第一批的线上开放时间为 3 月 1 日~

4 月 30 日（

纸质材料提交时间：

5

月

1

日

~5

月

10

日

）；第二批的线上开放时间为 5 月 1

日~5 月 30 日（

纸质材料提交时间 ：

6

月

3

日

~6

月

6

日

）。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分园管

理的专项扶持资金外， 其他项目均在第一

批线上时间申请。 园区企业务必于上述时

间段内， 完成网上申报和提交纸质装订材

料，逾期将不予受理。

什么企业符合申报条件呢？ 申报后将

获得哪些扶持呢？ 记者了解到，以企业贡献

奖为例， 对上一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新增贡

献园区排名前 30 位， 且年度营业收入在 2

亿元以上的园区企业， 园区将给予每家最

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奖励。 其中，“对区经

济发展贡献（40%）、企业总收入（40%）、科技

创新（20%）、上年度专利”等四个维度将是

园区管委会考量的重点，排名第 1~10 名各

奖励 200 万元， 第 11~20 名各奖励 150 万

元，第 21~30 名各奖励 100 万元。

和企业贡献奖一样， 本次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中， 参与评选项目还包括： 项目配

套、服务外包、资本市场融资、原创游戏、产

业联盟、系统集成、信息安全服务、涉密系

统集成、CMM/CMMI 资质奖励、ISO 资质

奖励、软件著作权奖励、企业引进等（

详情

可登录 “天河区门户网站 ”的

“产业扶持政策 ”栏目

进行了解）

。

1.

申报单位可登录“天河区门户

网站” 的“产业扶持政策” 栏目

（http://www.thnet.gov.cn/cyfc/in－

dex.shtml）查看政策原文、一图读

懂以及申报指南说明等信息。

2.

各申报单位均应先完成网上

申报，经管委会审核通过后即可提

交纸质装订材料。网上申报请直接

登录“天河区产业政策综合服务平

台 ” （http://113.108.173.240/

th_cyzc/minstone/home/toHome－

Form）进行注册登记，园区企业需

上传企业入园证书和统计系统按

时上报报表凭证。 注册成功后，点

击“进入工作台”，点击选择“可申

报项目”中关于天河科技园、天河

软件园发展项目进行申报，申报人

员应及时查看初审反馈结果，按要

求及时补充相关材料。

3.

网上程序性审核通过后，申报

单位须将专项申请资料及资金划

拨资料（材料可到申报系统或点击

http://www.thnet.gov.cn/thxxw/

thkjytzgg/201902/

7f99a529e6a146cc8461c1fe56b5a3a1.

shtml 下载） 编制成纸质材料一式

两份提交或邮寄至天河科技园管

委会 7 楼产业处（

即广州天河区高

普路

1037

号

7

楼产业处

）。 所有纸

质材料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如材料

过多可加盖骑缝章。

企业申请所需材料

1.

2.

3.

4.

5.

6.

7.

8.

9.

《天河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天河科

技园、天河软件园发展奖励申请表》；

《入园企业证书》；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如已办理“三

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则无需提供组织

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企业税务登记证（包括国税、 地税）副

本；

已按时上报管委会统计报表的证明；

企业用于接受奖励款项的真实有效银

行账户；

本细则第七条各款规定的专项申报资

料；

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所提交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原件由法人

代表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10.

申报流程

园区招聘信息看过来！

广州中软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需求分析师、高级

测试工程师、UI 设计师、会计、高

级前端开发工程师、售前工程师

（云计算）、技术咨询顾问、售前工

程师（信息安全）、JAVA 高级开

发工程师

联系人：林小姐 020-�22032888

简历发送至：zrhr@gzcss.net

注明邮件主题：应聘岗位 + 姓名

广东三维家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工程师、招聘

实习生、区域销售经理、大客户销

售、销售督导、软件销售经理

联系人：余小姐 020-28894533�

简历发送至：yuxy@3vjia.com

注明邮件主题：应聘岗位 + 姓名

广州凯媒

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web 测试工程

师、前端开发工程师、资深解决方

案专家（售前管理）、自动化测试

工程师（LTE）、全球技术支持工

程师、 软件测试工程师（路由）、

Manufacturing� Quality� Engi-

neer、产品经理、培训主管、Linux�

C 软件研发工程师（WLAN）、高

级结构设计工程师、LTE 通信协

议软件工程师

联系人：卢小姐

简历发送至：luguigui@casachi-

na.com.cn

注明邮件主题：姓名 + 学历 + 学

校 + 应聘职位

广州游爱

网络技术限公司

招聘岗位：Cocos2d-x 开发

工程师、Unity3d 开发工程师、2D

角色原画师、 游戏运营专员、3D

场景模型、 移动客户端开发工程

师、行政经理、游戏服务器开发、

薪酬助理、 招聘实习生、 招聘助

理、薪酬经理 / 主管、招聘经理 /

主管、 游戏项目经理、 运维工程

师、战斗策划、行政专员（餐饮方

向）、游戏文案策划、游戏 UI 设计

师、游戏 GS 专员

联系人：

邹小姐，020-87512162-841

简历发送至：bole@gzyouai.com

注明邮件主题：应聘岗位 + 姓名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玫 通讯员 尹赐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