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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通讯员 唐文辉

8 月 28 日，以“创聚灯湖，投融未

来”为主题的千灯湖创投小镇开园系列

活动之 2019 广东金融高新区资本市场

发展大会举行， 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及广东省创

业投资协会等多位资本市场大咖齐聚

一堂， 论道最新的资本发展形势。 同

时， 位于佛山南海的千灯湖创投小镇

正式开园亮相， 改造后的小镇核心区

首次揭开神秘面纱。 未来， 千灯湖创

投小镇将探索一条产业链、 创新链与

资金链" 三链融合" 的创新路径， 通过

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领域配置， 激活

民间资本助力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使小镇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示范标杆。

树行业标杆

打造万亿级基金小镇

千灯湖创投小镇位于广东金融高

新区核心区， 占地面积约 1.8 平方公

里。 作为广东省首批省级特色小镇创

建对象中唯一一个金融类的特色小镇，

千灯湖创投小镇致力于发展天使投资、

创业投资等新兴金融业态， 构建以基

金机构为核心的风险投资产业生态系

统， 在技术、 资本、 创意、 人才与珠

三角制造业实现全方位合作， 助力佛

山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其中， 小镇内的金融集聚区、 创

新孵化区、 生活服务区和商业配套区

这“四区” 加上院校交流中心、 路演

交流中心和展示服务中心的“三中

心”，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 推动金科

产的融合。 而坐拥粤港澳交通便利的

位置优势、 佛山产业门类齐全的产业

优势以及广东金融高新区十多年国际

金融后台积累下的人才和技术优势，

未来创投小镇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万

亿级小镇”， 在将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里， 千灯湖创投小镇能够助力珠江

西岸装备制造业， 助力南海“两高四

新” 产业发展， 同时使得南海在高质

量发展上占领新的高地。

“我们想把这个小镇打造成股权投

资行业的风向标。” 广东金融高新区管

委会副主任乔吉飞表示， 千灯湖创投

小镇接下来将通过完善服务体系， 搭

建各类活动体系， 打造有活力的创投

氛围， 实现小镇多元化的办公和生活

需求， 创造有品质、 有温度的创投生

活新生态。

专属扶持政策

掀起项目进驻热潮

当天，粤科、深创投、IDG、中银粤

财、中科科创、清控银杏、国信证券等一

批项目签约落户千灯湖创投小镇。 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7 月底， 千灯湖创投小

镇集聚私募基金类机构 506 家， 募集

与投资资金规模超 620 亿元。 另一方

面， 今年以来创投小镇的金融机构集

聚效应更加明显， 上半年每个月新增

注册基金类机构 20 多家， 大约每个工

作日便有一家基金类机构落户千灯湖

创投小镇。

如此高速的集聚有赖于给力的政

策支持和贴心的管家服务， 据介绍，

佛山市南海区根据千灯湖创投小镇的

功能规划和业态集聚， 制定了 《佛山

市南海区促进千灯湖创投小镇产业集

聚扶持措施》， 从落户奖励、 租金补

贴、 经营扶持、 投资奖励、 人才补贴、

投资挂牌奖励等领域对落户创投小镇

范围内的创投机构和基金机构进行扶

持， 为小镇的业态规划提供了有力的

政策保障。 其中， 落户奖励为实际募

资规模 1%， 租金最高可补贴 100%、 投

资奖励最高可达 400 万元等。

在服务方面， 南海区工商部门为

落户千灯湖创投小镇的有限合伙企业

工商登记开设绿色通道服务， 实行专

窗专办， 最快 1 个工作日内可核发营

业执照。 “千灯湖创投小镇实现了基

金类机构的集群注册。” 佛山市南海区

金融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全洪介绍，

创投小镇为所有落户的基金类机构提

供免费注册地址及地址托管服务， 让

各类基金落地真正实现零成本。

活动现场，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指

数正式发布。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指数

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内股权投资全市

场和市场中 100 家标杆机构， 结合影

响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发展的宏观环

境和微观企业发展情况的数据 ， 对

能够体现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多种

指标以及影响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发

展的多种环境因素进行综合性量化，

以各指标变化幅度为权数的加权平

均数， 计算出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指数

和 VCPE100 指数。 “该指数是我国

首个股权投资市场指数 ， 作为我国

股权投资市场晴雨表 ， 未来将为南

海甚至全国股权投资市场发展提供科

学的引导” 乔吉飞说。

8 月 24 日， 2019 年佛山市首届百

村

（ 居）

龙舟赛在高明沧江河上举行，

99 支来自佛山和广州、 东莞、 中山等

地的队伍， 经过六轮激烈角逐， 最终

瓯粤九江横矶队斩获村居组冠军， 广

州恒志体育会队则获得公开组冠军。

99

支队伍

2600

名选手参与

本届赛事的竞赛项目为男子标准

龙 500 米直道竞速， 按照国家级标准

进行。 赛事分设村居组和公开组两个

组别， 其中村居组 29 支， 由佛山市各

镇

（ 街）

行政村和社区居委会、 自然

村组队参赛； 公开组 70 支， 由中国境

内注册合法经营的企业、 社会团体、

俱乐部自由组队参赛。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 99 支队伍共

2600 名选手参与，其中除了来自九江、

盐步、大沥等地的本地劲旅 ，也有来

自广州、珠海、东莞、中山、江门等大

湾区城市群的精英队伍。 经过预赛、

复赛 、半决赛 、排位赛 、小决赛和决

赛六轮大战， 最终瓯粤九江横矶队、

九江烟南永恒头盔队、华盈广场乐从水

藤龙舟队分别斩获村居组一、二、三名，

而广州恒志体育会队、各色家具高道摄

影队、九江镇大谷龙舟队分别获得公开

组一、二、三名。

作为本次赛事的东道主， 高明共

派出 5 支队伍参赛， 其中高明尼教龙

舟队、 高明东亨龙舟队、 高明东寨龙

舟队均获得前 16 名嘉奖。

高明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管雪

表示， 本次龙舟赛， 既是充分展示佛

山儿女团结拼搏、 奋勇争先精神的重

要平台， 也是推动体育与文化、 旅游

融合发展， 加快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

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

比赛当天， 沧江水上综合运动基

地正式挂牌， 多个项目也同时进驻，

包括广东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基

地、 岭南龙舟文化教育基地、 学校龙

舟文化课程体系研发中心、 西南大学

广东研究院企业文化教育培训基地。

觉介绍， 沧江水上综合运动基地

项目总投资 3095 万元， 按照国家级赛

事标准进行建设， 除了有龙舟比赛训

练区、 龙舟博物馆外， 还设有集散服

务中心、 儿童休闲娱乐区、 休闲垂钓

区、 生态湿地、 河堤、 绿道等， 项目

定位为集赛事、 训练、 教育、 旅游等

功能为一体的体验式体育旅游、 培训

基地。

近年来， 高明区以打造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抓手， 促进文化、 体育、 旅

游三大领域的资源整合、 信息共享、

平台协作， 围绕高明区具有深厚基础

的龙舟文化、 武术文化做文章， 重点

推进“体育+” 融合项目“两基地一小

镇” （

沧江水上综合运动基地 、 中国

武术散打职业联赛比赛训练基地 、 东

洲鹿鸣体育特色小镇

）， 推动体育竞赛

表演产业初具规模， 打造集赛事观赏、

体育旅游、 运动体验、 文化宣传、 健

康娱乐、 休闲住宿为一体的体育产业

名片。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杜广辉

千灯湖创投小镇开园

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示范标杆

百龙逐沧江 两千健儿赛龙夺锦

佛山首届百村（居）龙舟赛在高明举行

千灯湖创投小镇开园将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示范标杆。

通讯员供图

截至今年

7

月底，千灯湖创投小镇募集与投资资金规模超

620

亿元。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