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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股交“高成长板”来了

预计未来 3年挂牌企业将达 6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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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长板”企业

的入板条件

□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慧

昨日，广东股权交易中心（下称“广东股交”）“高成

长板”揭牌暨首批企业挂牌仪式在广东股交路演大厅举

行。 活动现场，广东股交董事、副总经理伍少球和

广东股交总经理助理卢劲尧分别为 2019 年首批

挂牌的 15 家“高成长板”企业代表授牌并颁发证

书。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前 200家符合“高成长板”

入板条件的挂牌企业，将免除挂牌服务费（2万 ~5 万元

不等）以及 3 年服务年费；有限公司也免除机构推荐辅

导费用，完全实现“0费用”挂牌。 卢劲尧表示，“预计未

来 3年，‘高成长板’挂牌企业将达到 600家。 ”

广东股交“高成长板”应运而生

为持续提高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

水平、自主创新和投融资能力，保证政

府政策实施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推动更

多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

获得优质服务，迈入规模以上，在省工

信厅的大力支持下，广东股交“高成长

板”应运而生并于今年完成服务升级。

据了解，“高成长板” 由省工信厅、

广东股交共建，是专为全省高成长性企

业

（专精特新企业）

、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和“小升规”重点入库企业量身打造的

特色板块。“高成长板”挂牌企业将优先

享受多项惠企服务，包括：企业展示与

品牌推广，政策资源与对接，投融资服

务，优先对接股权投资机构、科技中介

服务机构等。

对于什么类型的企业才可进入“高

成长板”， 广东股交总经理助理卢劲尧

表示，“高成长板” 入板条件非常明确：

股权清晰，同时是工信部门认可的全省

高成长性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

、工业规

上企业和“小升规”重点入库企业方可

入板。 其中，高成长性企业，在部分地市

也称之为“专精特新企业”，是指连续 3

年营收在 2000 万元以上、每年保持 20%

增长率的优质企业，“这部分企业在省

内数量比较少， 但是质量非常高，在

2017 年新增 175 家，2018 年新增 178

家，2019 年新增 439 家， 近 3 年全省不

超过 1000 家。”工业规上企业，指的是当

年从小微企业进入规模以上，也就是当

年营收在 2000 万元以上的中型企业。小

升规重点入库企业，是指 2018 年为响应

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小微企业进入规

模以上的相关指示，各地工信主管部门

针对有持续营收增长力的小微企业，专

门设立的一个培育库，培育库中的企业

营收规模为 1000 万~2000 万元。

据悉，工业规上企业通过自身的规

范完善，已对企业发展有了一个长远的

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一

个专业化的平台机构去长期辅导培育，

并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融资来源。 卢

劲尧透露，目前，广东股交已精选了一

批有资质有经验的会员机构，专为符合

“高成长板” 入板条件的企业做辅导和

推荐服务，并由机构辅导企业准备相关

的入板材料，“通过挂牌‘高成长板’，获

得专业化的辅导培训并正式进入资本

市场， 企业一方面可以提高公司商誉，

增加企业信用， 获得更多融资渠道；另

一方面，‘高成长板’将会成为企业了解

政策，熟悉政策和灵活运用政策红利的

窗口，从而进行全方位的资源对接。 ”

活动现场，广东股交董事、副总经

理伍少球和广东股交总经理助理卢劲

尧分别为广东炬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名纤布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索诺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15 家 2019

年首批挂牌的“高成长板”的企业代表

授牌并颁发证书。“预计未来 3 年，‘高

成长板’挂牌企业将达到 600 家。 ” 卢劲

尧表示。

前 200 家挂牌企业将获“大礼包”

“对于‘小升规’工业企业，省、市财

政扶持力度非常大。 明年开始， 如果

企业从小微规模发展为规模以上， 省

财政将对企业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奖

励， 市财政配套奖励 5 万~10 万元； 如

果企业上规模后的下一年度工业增加

值增长超过 10%， 省财政再给予 10 万

元奖励。”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下

称“广州市工信局”）

中小企业局局长叶

华东表示。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成长板”所服

务的企业类型属于中小微企业中较为

优质的企业

（财务指标基本满足年营收

1000

万元以上 ）

，因此“高成长板”挂牌

企业享受除了基础的信息推广、挂牌展

示、融资路演服务外，还可以获得更全

面的优惠政策：一是前 200 家符合“高成

长板”入板条件的挂牌企业，免除挂牌

服务费

（

2

万

~5

万元不等 ）

以及 3 年服

务年费。 此外，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的

企业也免除机构推荐辅导费用，完全实

现“0 费用”挂牌。 二是“高成长板”挂牌

企业一经挂牌成功，即可获得合作银行

300 万~1000 万元不等的直接融资授信

（纯信用，如果企业觉得额度不够，还可

提供一定的担保或实物抵押，从而获得

更高的审批额度）

。 三是“高成长板”挂

牌企业通过广东股交增资扩股或发行

可转债融资，可获得 3%、最高 300 万元

的融资贴息。

挂牌企业拥有专属授信融资方案

据介绍，今年“高成长板”依托广东

股交打造“一库四平台”， 即建立企业

挂牌展示培育数据库， 打造企业孵化

辅导平台、 融资创新平台、 培训路演

平台、 上市培育平台， 为不同阶段的

中小企业信息进行筛选分析， 进行定

向扶持， 强化精准服务： 为“小升规”

重点培育企业普及资本市场运作规则；

为达到规模以上的中型企业设计资本

运作路径， 引入产业资源提质发展；

为高成长性企业梳理规范化运营， 提

供更多的投融渠道并进入更高层次资

本市场。 同时， 广东股交与多家银行

和投资机构进行深入合作， 针对“高

成长板” 挂牌企业开展融资授信业务

及专属产品， 预计未来 3 年， “高成长

板” 挂牌企业将达到 600 家， 力争总融

资额达 10 亿元。

在“高成长板”揭牌仪式上，广东股

交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广州市融资再

担保有限公司、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正式启动了“高成长板”挂牌企业的

专属授信融资方案———企业挂牌“高成

长板”后，可直接获得合作银行以及担

保机构的授信认可。

活动现场，广东股交和光大银行分

别为 5 家“高成长板”挂牌企业代表广

州市凯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广东炬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九洋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广东振兴消防设备有限公

司、韶关市龙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授信

5000 万元。

股权清晰， 同时是工信部门

认可的全省高成长性企业 （专精

特新企业 ）、工业规上企业和 “小

升规”重点入库企业方可入板。

●高成长性企业，也称“专精

特新企业”，是指连续 3 年营收在

2000 万元以上、 每年保持 20%增

长率的优质企业；

●工业规上企业， 指的是当

年从小微企业进入规模以上，也

就是当年营收在 2000 万元以上

的中型企业；

●小升规重点入库企业，是

指 2018 年为响应省委、省政府关

于推动小微企业进入规模以上的

相关指示， 各地工信主管部门针

对有持续营收增长力的小微企

业，专门设立的一个培育库，培育

库中的企业营收规模为 1000 万~

2000 万元。

前 200家挂牌企业

可获“大礼包”

前

200

家挂牌企业除可享受

基础的信息推广、挂牌展示、融资

路演服务外， 还可获得更全面的

优惠政策：

●免除挂牌服务费

（

2

万

~5

万元不等）

以及 3 年服务年费；属

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也免除

机构推荐辅导费用， 完全实现“0

费用”挂牌。

●可获得合作银行 300 万~

1000 万元不等的直接融资授信。

●挂牌企业通过广东股交增

资扩股或发行可转债融资， 可获

得 3%、 最高 300 万元的融资贴

息。

广 东 股 权 交 易 中 心

“高成长板”揭牌仪式昨日

举行。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