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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载体， 最高

30

万元奖励等你来拿

记者了解到，今年天河区继续大力推动

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 连续传出多个好消

息。 7 月 22 日，“科技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

行动”大学生招聘广东专场活动在广州市天

河区拉开帷幕。 活动上，天河区科工信局局

长宋爱平表示，下一步，天河区将深入实施

“天河优创”计划，力争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载

体数量双上百，进一步推动孵化载体高质量

发展，以设计新颖、平价高效的空间载体和

天英汇系列创新创业服务，为大学生创业就

业营造优质环境。

9 月 10 日， 由天河区科工信局主办的

2020 年“天河优创”科技创新载体高质量发

展绩效评价宣讲会在广州天河举办。会议发

布了天河区今年科技创新载体高质量发展

绩效评价标准及申报方法。此次绩效评价向

全区近 200 家创新载体开放，进一步完善创

新创业孵化体系建设和强化考核评估导向，

打造“天河优创”品牌。绩效评价优秀的创新

载体将得到 5 至 30 万元不等的财政资金奖

励。

业者声音

建设孵化器确保产业链

安全可控

金发科技创新社区是金发科技打造的，

以提供办公研发生产居住公寓一体化园区

和伴随式孵化服务解决方案为特色的孵化

器品牌社区，由广州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

司运营管理。今年，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工

商联主席、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

志敏在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广

州市第 120 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新闻采访

活动上接受记者采访，谈及了关于金发科技

如何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为维护我国新材

料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制造业升

级发挥作用的内容。

作为一家深耕环保新材料研发、 生产、

销售 27 年的民营企业， 金发科技既是我国

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和制造业升级的受益

者，也要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制造业升

级的贡献者，袁志敏表示，面对疫情带来的

困难，企业将持之以恒加强科技创新推动制

造业升级，为我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保障和支

撑。 除了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金发科技还逐

步向产业链上游和下游迈进市场，通过收购

以及自行挖掘的形式， 增强产业协同性，实

现上下游产业链资源整合。 此外，金发科技

还将通过建设新材料产业孵化器，带动一批

中小新材料企业迅速成长、集群发展，引导

更多企业共同参与优化新材料产业生态，确

保新材料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

通 达 民 情 · 生 活 至 上

2020年9月21日 星期一

责编：林

彧

美编

/

本版制图：林燕芳

05

优化营商环境

04

肩负着创新使命 孵化载体推动高质量发展

□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王智汛 专题图片 企业提供

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在全国“双创”工作“加速跑”的当下，天河区不断强化科技创

新这一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打造创新载体高质量发展的“天河样本”。 记者了解到，在最新一

批次国家级创新载体评选中，天河区新增国家级孵化器、众创空间 9 家，占广州市近一半；孵化

育成载体总数达 198家，占广州市的三分之一；在孵企业达 2969家，带动就业超过 3万人。 今

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步伐，来看看园区内的孵化载体。

广州互联网产业园

（

Guangzhou Internet

Industry Park

， 简称

GIIP

）

位于广州天河软件

园高唐新建区， 园区占地面积约 1.2 万平方

米， 总建筑面积 23150 平方米， 园区内配套

设施齐备， 公共交通便利。 GIIP 於 2010 年

在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的指导下， 经天河

软件园管理委员会大力支持， 由天拓控股投

资成立。

GIIP 是广州第一个以互联网为主的生态

产业园， 秉承“开放、 分享、 创新” 的核心

理念， 重点发展电子商务、 移动互联网、 网

络游戏行业， 联合国内外著名互联网企业，

共建软性服务平台。 GIIP 内设置八大功能

区， 产业园引导和促进不同功能区间的八大

资源互通， 逐步构建互联网产业价值链， 为

企业提供综合系统性服务， 把产业园构建成

为集产、 学、 研、 政、 介为一体的互联网创

新服务基地。

GIIP 定位为互联网产业， 以电子商务、

移动互联网、 网络游戏行业为主。 GIIP 将聚

集互联网产业链资源， 既吸引创新型企业，

又要重点培育优势企业， 形成全面的

产业集群发 展格局， 使 GIIP

成为华南地区互联网创新之地，

实现亚太地区互联网应用中

心。 据了解， 入驻企业可享

受天河软件园资质认定补贴

及奖励、 项目资金配套、

高级人才奖励等诸多优

惠政策。 园区约 80%以

上为软件企业 ， 其他

20%为电子商务企业。

地理位置

：

广州市天河区天慧

路 3 号

天慧路公交车站：

320、 78A、 901、 901A

联系人：

林慕尧 18688847490

金发科技创新社区是金发科技 （SH.

600143） 打造的集工作空间、 网络空间、 社

交空间、 生活空间、 资源共享空间于一体的

创新创业载体， 由金发科技全资子公司广州

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建设运营。

依托金发科技的产业背景和行业资源，

金发科技创新社区为园内企业提供市场拓展、

技术研发、 创业辅导、 金融支持、 科技项目

管理等核心服务， 并配套优质的行政会务、

物业管理、 工商财税、 人才培训等， 促进园

内企业平台共用、 资源共享、 协作共赢， 加

速成长成功。

金发科技创新社区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契机， 持续增强全球链接能力， 已在美国、

德国、 印度、 马来西亚、 香港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设立海外/境外孵化联络处， 在人才、 技

术、 资金、 项目等方面进行全方位、 多层次、

宽领域的交流合作， 助力企业融入湾区建设

与国际化进程。

金发科技创新社区运营至今，累计毕业企

业 30 家，2019 年毕业企业 9 家， 其中高新技

术企业 3 家， 当年营业收入超过 5000 万元的

企业 2 家，为区域自主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 2019 年在孵企业共 59 家，新

增在孵企业 22 家， 新增在孵企业占比达到

37.29％；在孵企业申请知识产权 66 项，当年授

权知识产权 48 项

（其中发明专利

8

项 ）

，在孵

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1233 个。

金发科技创新社区的发展得到了社会和

各级领导的肯定，2017 年 3 月通过市级孵化

器登记，2018 年 6 月被认定为“广东省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2018 年 11 月被

广东省科技厅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培育单位”，2019 年 12 月被科技部火炬中心

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并在省、市、

区三级孵化器年度绩效考评中获 A

（优秀）

。

地理位置：

园区地处天河智慧城（IBD）核心区，位于

天河区高普路 38 号，三山一湖环绕，分别为火

炉山、凤凰山、杨梅岭和大观湿地公园。

出门 500 米有高塘石地铁站及多条公交

线路站点，周边高速路网密集，驱车 15 分钟可

抵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CBD），1 小时车程覆

盖佛山、中山、清远、东莞、深圳等城市。

联系人：

周志明 13535549503

广州互联网产业园

金发科技创新社区

园区企业

以大集团

以大集团是一家专注于智慧物流供应链服务，集咨询服务、应用软件开发、

系统集成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生产企业、流通渠道、现代物流，医院、新零售

终端等领域实现全产业链的智慧物流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总部

位于广州市天河区软件园高唐新建区天慧路 3 号广州互联网产业园， 以大拥有

一支专业化、 高素质的咨询技术开发及项目管理团队， 公司共有员工 160 人，

80%为专业技术人员。

集团业务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份，成功为 130 多家客户提供医疗供应链整体

解决方案，50 多家医疗机构实现医疗产品集约化上线运营， 以大集团已获得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 中国制造 2025 项目落地执行单位，60 多个软件著作权及

ISO27001，CMMI3 级证书。 以大党支部也随公司一起转过来了产业园党委，多

次产业园党委活动，以大党支部都积极响应参与，例如一些助学帮扶活动，服务

社区活动。 以党建为纽带，增加了与产业园粘合度，以党建推动企业文化进一步

建设，引领员工积极向上，提升企业的精神面貌。

目前， 集团下有广州以大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医大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以大云链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西安研发中心。

广东虹阳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虹阳防水科技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6 年，办公总部坐落于广州市天河软

件园，生产基地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永湖镇鸿海精细化工基地，总占地面积 2 万平

方米，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咨询设计、施工服务于一体的防水行业高新

技术企业。虹阳防水是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会员单位，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资质企业，国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公司在先进经营理念、创新

研发技术以及优秀管理团队的推动下迅速崛起，成为防水行业一颗璀璨的新星。

公司拥有多条国内领先的高分子防水卷材、沥青基防水卷材、环保防水涂料

现代化生产线，年产高分子防水卷材 1000 万平方米以上，沥青基防水卷材 1500

万平方米以上，环保防水涂料 1 万吨以上，产品被广泛运用于机场、高铁、轻轨、

地铁、高速公路、地下管廊等重大基地工程建设，以及工业地产、房地产等建设项

目，产品畅销全国市场。

自成立以来，公司高度重视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在质量、环保、安

全、 服务等方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 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 9001：

2015 质量管理体系及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为产品质量、工程质

量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虹阳防水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建立了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

企业文化，创新市场核心竞争力，致力于为客户及合作伙伴提供具有高品牌附加

值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虹阳防水始终不忘企业社会责任，以工匠精神做防水，为

人类安居生活而努力，立志打造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防水系统综合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