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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穗市监）

9月9日晚，2019年广州市

质量月启动仪式暨市长质量奖颁奖

典礼在广州国际媒体港举行。活动全

面展示了近年来广州在产品质量、服

务质量、工程质量以及优化营商环境

等方面的质量提升工作成果和亮点，

同时对荣获2018年度市长质量奖的

单位进行颁奖。 据悉，在全省质量工

作考核中， 广州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启动仪式上， 与会领导向5家荣

膺2018年度市长质量奖的单位代表

颁奖。 据介绍，2018年7月，广州启动

了第四届市长质量奖评选工作，申报

本届市长质量奖的企业增加至30家。

经评审，5家单位从30家企业单位中

脱颖而出，拿下了2018年度市长质量

奖。 这些单位分别是：广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据介绍，今年“质量月”期间，广

州市将探索建立广州公共服务质量

监测体系，推进广州公共服务质量监

测工作。如举办质量论坛、“质量开放

日”、产品“诊治”等系列活动。 另外，

还将组织住建领域示范观摩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符烽）

昨日，“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创投

50人交流会”

（以下简称交流会）

在广州

举行。 交流会以“拥抱科创板 财聚大湾

区”为主题，国内顶级知名创投机构嘉

宾50多名行业大咖、投资界新锐代表汇

聚一堂，共话创新创投，为广州科技创

新发展建言献策。

广州高新技术企业数超1.1万家

广州作为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宜

居宜业，也是创新创业的“沃土”。 2018

年，广州市入选英国《自然》杂志全球科

研城市50强，排名第25位；高新技术企

业数超1.1万家，稳居全国第三，科技创

新企业库在录企业超过20万家，具有良

好的创投发展基础。 目前，广州风投创

投市场发展环境良好，培育了广州金控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一批在全国具有

影响力的本土风投创投机构，同时积极

引进了IDG、百度风投、创新工场等知名

机构落户。

据了解，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引

导基金第一批子基金申报工作在4月正

式启动，共有77家机构申报，总规模超

过273亿元， 申请科技引导基金出资总

规模近70亿元。 涵盖创业投资类、孵化

基金类、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类、跨境

风险投资类、 天使投资类等五大类别。

交流会上，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宣布，启

动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子

基金第二期申报工作，并常年放开申报,

为创投机构送上“政策红利”。

当天， 广州金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谐爱奇投资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等

16家首批拟合作机构

（子基金管理人）

进行了意向签约，合计申报子基金总规

模75亿元， 申请科技引导基金15.58亿

元。

创投大咖分享精彩观点

交流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李迅雷进

行了主题演讲，从多个角度对科创板进

行了解读。 上海证券交易所阙波副总经

理表示，上交所将加大对南方地区拟上

市公司培育、加大工作服务力度，为南

方地区资本市场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鼎

晖投资总裁焦震先生则就“新形势下的

投资机会”发布了精彩的演讲。

在圆桌论坛环节，围绕大湾区发展

建设、科创板建设以及广州市科技成果

产业化引导基金热点问题，平安创新投

张江、松禾资本罗飞、广发信德肖雪生、

招银国际连素萍， 赛富投资基金金凤

春、紫荆资本钱进等创投大咖进行了讨

论并分享了精彩观点。

交流会还上演了第八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广东广州赛区冠军对决，邀请

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六大行

业成长组、初创组的第一名企业进行项

目路演。 参加对决的12家企业一一进行

了路演，投资人现场即时点评、并与企

业进行沟通交流。

据市科学技术局副巡视员石鹏飞

介绍，广州通过实施“以赛代评”，将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与广州市科技型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专题相融合，充分激发创

新创业活力。 2019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广东赛区）

四个行业的第一名均为广

州企业。“通过交流会，更好地拉近企业

与资本的距离，更好地把握科创板和粤

港澳大湾区的‘红利’，利用风投创投资

本助推创新创业和企业发展，促进科技

与金融深度融合。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

9月21

日， 广州将组织全市防空警报试鸣暨

“羊城天盾-2019” 城市人民防空演习。

昨日上午，广州市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对防空演习的具体内容和注意事项

进行说明。 据悉，9月21日10时40分至11

时00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

鸣。 而在演习前一天

（

9

月

20

日）

，广州市

将结合演习组织全市1542所中小学

（含

中职学校）

、约166万师生开展人防宣传

教育和疏散掩蔽演练。

根据今年的演习计划，9月21日10

时40分至11时00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

防空警报试鸣。 防空警报信号规定：预

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

为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

15遍，时间为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

响3分钟。

演习期间，各级各单位人防基本指

挥所、 机动指挥所和应急指挥中心，开

展行动筹划和组织指挥演练；在部分社

区、机关、企业、学校 ,开展人口紧急疏

散掩蔽演练；在珠江出海口海域，组织

海防管控演练； 在越秀区预定地域，组

织人防专业队伍集结点验；在南沙区东

涌镇石基村北二街附近地域，组织重要

经济目标防护和抢救抢修行动演练。 这

次演习，共有72个单位、约5000人、92台

装备车辆、12艘船艇、2架无人机参演。

今年参演单位共1614个、 人数约167万

人，参演人数和装备创历年之最。

作为今年演习的亮点，广州将首次

在全市1542所中小学

（含中职学校）

、约

166万师生中开展人防宣传教育和疏散

掩蔽演练。 同时，广州今年首次组织广

州、佛山、肇庆、清远等城市开展跨区域

支援行动演练，还首次将海防要素纳入

“羊城天盾”演习内容，专门设置了海防

管控演练等科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

员 汪张跃 ）

记者从白云山风景名胜

管理局获悉，9月12日~10月21日，云台

花园将举办大型灯展活动， 明日正式

亮灯。

据了解， 本次灯展将新中国的光

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与岭南特色文化高

度融合， 运用绚丽的灯光效果和匠心

独运的工艺手法，通过25组形式多样、

五彩缤纷的灯饰作品， 立体化展现了

勤劳务实的花城广州争做时代追梦人

的动人场景。 云台花园具体开放时间

为9月12日~10月21日8：00~21：00；9月

13日（中秋节当天）8：00~24:00；9月14

日~9月15日8：00~22:00。 灯会期间临

时门票价格为全票25元/人·张， 半票

13元/人·张。

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创投50人交流会在广州举行

广州高新技术企业数居全国第三

广州举行2019年质量月

活动启动仪式暨市长质量奖

颁奖典礼

5单位荣膺

市长质量奖

云台花园灯展明日亮灯

下周末广州全市防空演习

张硕辅强调， 要狠抓工作落实，确

保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市各项工作举

措落地见效。 各级党委要把科技创新摆

在突出位置， 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抓、

亲自督，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和“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成果

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具体举措。

坚持创造性抓落实， 优化考核评价机

制，推动部门协调配合、政策衔接对接、

区域协同共进，形成协同推动科技创新

的强大合力。

温国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迅速抓

好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学习贯彻，进一

步增强机遇意识、危机意识和新形势下

推进科技创新的紧迫感责任感，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形成以创新

为引领和支撑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发

展模式。 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加强科技

创新基础能力建设，高标准建设“三城

一区十三节点”等平台载体，加快推动

国家大科学装置、大院大所等重点项目

落户落地落实。 要加快完善鼓励企业创

新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企

业集聚，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要大力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形

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科技创新制度

体系，面向全球吸引集聚更多科技人才

来穗创新创业。

市领导王世彤、周亚伟、徐咏虹、潘

建国、蔡朝林，各区、市局以上单位、市

管企业、驻穗有关单位负责人，国家、省

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广州地区高校、

省实验室及科研院所、产学研协同创新

联盟成员代表，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

培育企业、创新标杆企业、民营及外资

科技企业代表等参加。

强化区域协同 提升广州创新枢纽能级

（上接

A02

）

云 台 花

园 大 型 灯 展

昨晚试亮灯。

信息时报

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