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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科技园助力总部企业做大做优做强

34家企业去年总营收超900亿元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通讯员 徐朗之 陈晓莹

今年 5月， 广州市 2018年总部企业名单出炉， 全市认定总部企业 470

家，天河区有 149家，以占全市总量 31.8%的比例领跑全市。 其中，属于天河

科技园辖内的有 34 家，占全区总数的 22.82%。 这 34 家总部企业不仅创造

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还逐渐形成了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

根据统计，2017年天河科技园辖内 34

家总部企业总营业收入达 825.61 亿元

（占

科技园当年总收入的

40.88%

）

， 实际上缴

税费 18.84亿元

（占科技园当年税收收入

的

20.28%

）

；2018年， 这 34家总部企业总

营业收入达 935.56亿元， 比增 13.32%，实

际上缴税费 20.53亿元，比增 8.97%。 从业

人员也由 2017 年的 73607 人增长至 2018

年的 82030人，比增 11.44%。

从 2018 年营收总量占比看，建筑业、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占据前

三名，分别为 43.15%、21.75%和 16.15%；从

2018年税费贡献占比看，前三名细分领域

排序依次为移动互联网

（

47.39%

）

、人工智

能

（

11.45%

）

和大数据

（

9.64%

）

，而建筑业则

低于生物医药和其他类退居第六位。

34 家总部企业缴税超 20 亿元

经归类分析，天河科技园所属总部企

业的行业类别高度集中在广义的信息技

术领域

（含新一代信息技术）

， 即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共有 28 家，

占总量的 82.35%。 其余 6 家中一家为建

筑业，一家为生物医药，另 4 家则分布于

化工

（传统制造业）

、展览服务、营销策划

等现代服务业。而总部企业行业归属占比

排名前三的行业为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分别占比 38%、17%、12%。

总部企业集中在信息技术领域

据了解，这些总部企业中民营、私营

企业有27家，占比79.41%，居于绝对多数地

位；国企或国有控股的7家，占比20.59%。其

中33家均为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仅有一家

（天普生化）

从空间分布来看，34家总部企

业中，注册地址位于高唐核心区的有15家，

占比44.12%，接近半壁江山，可见近年来高

唐片区集聚效应日渐增强。 广电分园、科

韵分园分别占有7家和6家，位居第二梯队、

相对领先；其他6家则分别散布于华景分园

（

2

家）

、金山分园

（

2

家）

、智汇分园、羊城创

意园等体量较大的分园。

高唐片区集聚效应日渐增强

天河科技园之所以受到总部企业的

青睐，离不开园区对总部环境的打造。 据

了解，近年来，园区紧贴企业发展周期需

求，打好资金、政策、环境、服务四大组合拳

助力企业做大做优做强。

园区通过积极落实营商环境综合改

革系列要求，在企业开办便利化、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等方面主动靠前服务；不断优化

升级产业政策，2013年至2019年，共扶持企

业5079家

（次）

，奖励金额超过5.8亿元；发

挥天河一号、二号创投基金作用，目前已投

资15个项目， 撬动社会创投资本11亿元。

深化总部环境打造服务企业

实际上， 总部企业不是空有名号， 还能享受各种实实在在的奖励和补贴。 对于

新引进的总部企业， 根据产业分类、 经济贡献情况、 落户年限、 注册资本等不同情

况， 自认定年度起， 连续 3 年每年给予 500 万元、 1000 万元、 2000 万元、 5000 万

元等不同档次的奖励。

总部企业可享多项奖励补贴

●租赁办公用房的，自认定年度起，连续 3 年每年按 500 元 / 平方米的标准给予

办公用房补贴，每年最高可给予 200 万元；对购置办公用房的，给予购房价款 5％的

一次性购房扶持，最高可给予 1000 万元。

●对年工资薪金应税收入 60 万元以上的总部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每年给予一

定数额的资金奖励；对一定数量的在广州市无住房（以家庭为单位）的总部企业人才，

每人每月给予 1000 元租房补贴。

●对总部企业并购重组国内外上市公司并将其迁回我市的，一次性给予 1000 万

元并购重组奖励。

对符合条件的总部经济集聚区，每年给予集聚区管理机构 50 万元奖励。

除了以上政策和服务，总部企业还可享受政务便利、专员服务、用地支持、医疗保

健、子女入学、人才入户、人才公寓等 11 项服务措施。

（政策咨询热线：

020-87071636

、

87071681

）

新引进和存量总部企业均可享受以下奖励和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