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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为产业赋能为企业加速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林莹 刘文琴 谢莎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既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迫切需要。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

重视优化营商环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困难挑战越大，越要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保

市场主体、保就业和吸引外商外资的重要举措，推动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在天河智慧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都在大力助推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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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由广州天河科技园

信息产业联合会、 宏太智慧谷联合

举办的“构建信创共赢生态行业峰

会暨宏太智慧谷精鹰学院成立仪

式”活动在伯乐咖啡圆满结束。本次

活动以“融合、创新、赋能”为主题，

聚集了信创产业领军人物， 共同探

讨构建信创共赢生态， 同时也见证

宏太智慧谷精鹰学院揭牌成立。

活动现场， 宏太智慧谷董事长

江枚元发表致辞。江枚元表示，宏太

智慧谷精鹰学院将联合国内主要信

创骨干企业， 在天河区政府的支持

下，为谷友企业、天河软件园企业、

大湾区企业培养一批专业的信创工

程师， 促进广州信创应用和产业走

在全国前列。 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

息化局副局长杜勇表示， 信创产业

生态链要协同创新，多方共谋发展，

并呼吁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产业

相关单位要同心协力、各担其责，打

好组合拳， 共同推动天河区乃至华

南地区的信创产业乘风破浪。

本次峰会， 达梦数据库副总经

理、 达梦大学校长刘志红发表了

“构建信创共赢生态”主题演讲。 她

认为信创市场和空间非常大， 建议

将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操作系

统、 中间件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打

通融合，提升整体适配优化，切实满

足客户需求， 希望信创企业同心同

行，携手共赢。随后，“融合·创新·赋

能———构建信创生态共同体” 论坛

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天河信创产业

联盟副理事长、 中长康达副总经理

伍勇洪、 麒麟软件华南事业部总经

理李滨、 金蝶天燕行业客户部总经

理汪益华、 人大金仓广东区域销售

总监吕强、 电子五所赛宝联睿副总

经理曾向阳围绕“信创人才生态打

造”的主题畅所欲言，为信创人才培

养及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精彩的观

点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目前，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

如火如荼， 广州信创产业正在进入

高速发展、 全面开花阶段。 “打造

完整的信创人才生态” 是当下信创

工作一个重要的发力点， 更是构建

信创产业生态的重要基石。 记者了

解到， 宏太智慧谷精鹰学院计划联

合信创骨干企业， 赋能信创产业发

展， 通过人才培养的形式， 打通行

业交流平台， 夯实信创产业基础，

推进行业发展， 为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产业培养源源不断的人才和价

值。

6 月 18 日，广东科创专板培育服务平

台在天河人才港正式启动。 据了解，为了

促进广东科技创新与多层次资本的深度

融合， 本次活动由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广

东省现代信息服务行业协会、广州天河科

技园信息产业联合会、天河人才港、佳都

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州市天河区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天河科技园工作委员

会、PCI·未来社区

（亿牛基地 ）

、天河智慧

城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承办。

科创板和创业板的孵化助推器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副主任朱苑介绍，

天河智慧城作为广州市第一个通过控规

审批和付诸实施的重大战略性发展平台，

同时也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节点之

一，希望入库企业在经过培育服务平台专

业的培育孵化后成功融资并挂牌上市，祝

愿培育服务平台成为沪深交易所的科创

板和创业板的孵化助推器。

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李润才

在活动现场为大家介绍广东科创专板设

立的背景与意义，以及广东科创专板制度

设计的相关特色。 佳都集团产业发展中心

总经理黄海军则对广东科创专板培育服

务平台的工作目标、运营机制、培育孵化

流程以及模块等方面进行介绍。 随后，活

动为广东科创专板培育服务平台进行了

揭牌，在各参会的行业协会、投融资机构、

各方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企业

的见证下，广东科创专板培育服务平台正

式启动。

行业大咖分享企业资本发展之路

活动现场，天河区科工信局副局长周

首为首批入库企业颁发了“广东科创专板

培育服务平台重点培育企业入库证书”,包

括雅量商业智能技术

（广州）

有限公司、广

州巨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赞赏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平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市乐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盈盛智创科技

（广州）

有限公司等。 据

了解，广东科创专板培育服务平台也得到

了各方投资机构、 银行代表的大力支持，

由广东股权交易中心李润才副总经理为

广州花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融捷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创业投资协

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颁发“广东科创专板培育服务平台战略

合作机构”牌匾。

记者了解到， 服务平台的搭建与运

营，需要各方机构、各方专业人士的参与

和支持。 为帮助广东科创专板培育服务平

台的入库企业更快成长，

更好地了解企业的运营与

资本化管理， 培育服务平

台聘请了品高软件董事长

兼总经理黄海、 亿牛信息

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黄

凯、 北明软件高级副总裁

王进宏担任“广东科创专

板培育服务平台领袖导

师”，同时亿牛信息科技董

事长在会上还为大家就企

业资本发展之路进行了经

验分享， 讲述企业为什么

需要资本化、 如何避开资

本化发展的坑等方面的干

货心得。

加大信创人才培养力度

宏太智慧谷精鹰学院成立，赋能信创产业

助企业融资上市

广东科创专板培育服务平台启动

宏太智慧谷董事长江枚元。

通讯员供图

宏太智慧谷精鹰学院正式成立。

通讯员供图

广东科创专板培育服务平台正式启动。 通讯员供图

“现在办个企业太方便了，

只要跑一次，还免费送我 4 枚公

章，连税控盘都免费送，真是太

贴心了。 ”5 月 25 日起天河区行

政审批局上线“开办企业一网通

平台”， 将新开办的企业涉及的

申请营业执照、刻制印章、申领

发票

（含税务

Ukey

）

、就业和参

保登记、 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预约银行开户等业务整合到一

个流程，申请人只需进入平台完

成一次身份认证、 一表填报信

息，即可“一站式”申办，最快 0.5

天内即可在区政务服务中心的

“一窗通取” 专窗领取包括营业

执照、 印章、 发票和税务 Ukey

在内的开业“大礼包”。

记者了解到，5 月 25 日系

统上线至今，天河区“一网通办”

审核量达 5143 件， 派发“大礼

包”3653 份，那么这个“一网通

办、一窗通取”有什么特点呢？

疫情期间，为响应国家“停课不

停学”的号召，助力教育教学工作的

顺利推进，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充

分运用运营商独有的 5G 能力、产品

和服务， 聚焦用户需求深挖场景应

用，助力在线教育开展，让自身业务

能力触及和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生活中，取得良好成效。

创新开展思政教育，为课程

直播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 为引导广大青少

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江

西省教育厅和人民网共同举办“同

上一堂战‘疫’课江西专场”活动，中

移互联网公司为人民智云客户端做

好技术支撑， 顺利完成直播保障工

作。

人民智云是人民网与中移互联

网公司共建的面向 5G 与融媒体云

服务及云能力聚合的平台， 通过嵌

入中移互联网公司统一认证技术，

提供无缝登录体验， 通过多节点的

内容分发网络服务器对视频数据进

行快速传输， 实现同时高并发性的

视频访问需求， 并支持视频一键转

存和彩云功能， 可在直播结束后进

行回看、转存。 截至直播结束，累计

超过 150 万人次通过人民智云客户

端平台收看了该场直播。

高效管理数字资产，为线上

教育精细服务

和彩云是中移互联网公司推出

的云盘产品，可提供手机数据、电脑

文件等数据资产的统一备份、存储、

同步以及智能相册、安全保险箱、群

组共享等功能。 在 5G 网络加持下，

和彩云提供“安全、智能、不限速”的

云存储服务，实现了“5G 多快，和彩

云就有多快”。 疫情期间，和彩云网

盘充分发挥文件在线处理、 多人协

同、文件群共享等功能优势，并升级

共享群人数上限至 500 人。 与作业

帮、Paracraft、 猿辅导等教育机构合

作，打造《“课”不容缓》专题，通过

APP 防疫行动专区、 小程序分享等

入口为师生提供在线教育内容，累

计覆盖用户超过 1500 万。

此外，和彩云还推出教师专享产

品， 向全国的中国移动教师用户免

费提供和彩云 1 年组合权益，满足教

师授课视频等资料的存储、 下载和

共享，助力教师线上轻松教学，已有

近两万名教师体验了业务。 值得一

提的是， 和彩云与汕头教育局达成

合作， 面向汕头市 74 所小学、23 所

中学学生提供专项在线教育服务，

为学生用户提供更大空间、 更快速

度、 更优体验及更广泛的生活权益

服务，打造了在线教育合作标杆。

缩减环节

上线“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

打破商事登记、公安、税务、人社、公

积金等部门信息壁垒， 将此前分别

报给各部门的 469 项信息， 压缩至

55 项，实现信息高度整合，申请人只

需进行一次身份认证、 一表填报信

息，即可完成营业执照申领、印章刻

制、涉税办理、社保登记等信息填报

审批，做到企业开办“一件事、一次

办”。

快速办结

从申请人提交材料起， 系统自

动推送数据，相关部门同步审批，最

快 0.5 天即可在区政务服务中心的

“一窗通取” 专窗派发包括营业执

照、印章、发票和税务 Ukey 在内的

开业“大礼包”，实现开业再提速。

费用全免

天河区政务服务中心承担天河

区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工作，

开办环节全部免除营业执照、 企业

印章、税务 Ukey 等“照、章、税”制发

费用，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

优化服务

设置开办企业服务专区， 从咨

询、导办到办结，进行全程“一对一”

闭环通办服务， 群众可以随时随地

自主办理开业登记业务，线上无

法办理的专人线下解决，真正实

现了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 把审

批大厅“装进口袋”。

响应社会需求助力在线教育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5G，保障“停课不停学”

天河区实现开办企业“一网通办、一窗通取” 。 通讯员供图

开办企业最快半天搞定

“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上线，为企业提速

疫情期间 大学 生

通过人民智云收看疫

情防控思政大课直播。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