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河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政出台新闻发布会。

11 月 18 日，天河区发布《广州市天河区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以下简称《政策意见

》）。 据悉，该政策以

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为主攻方向，全面覆盖了天河重点发展的

金融、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专业服务业、现代商贸 4 个主导产

业，并大力支持 5G、人工智能、电子竞技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该

《政策意见》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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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政出台

———聚焦数字经济 千万重金揽国际尖端人才

统筹六大板块

支持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

2017 年， 天河区出台了 “1+1+8” 高质量

发展系列政策， 聚焦产业扶持和科技创新领域，

对企业和高端人才予以资金支持。 天河区副区

长饶洁怡介绍， 政策实施三年来成效显著， 累

计兑现扶持资金 30 亿元， 有效促进了天河产业

结构调整和产业集聚， 天河经济迈入 5000 亿元

台阶， 总量连续 13 年保持全市第一， 科技类企

业超 10 万家， 高新技术企业 3374 家， 绝大多

数科技创新指标持续领跑全市， 在 2020 年中国

城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百强榜单中位列第二。

今年以来， 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为在新发展阶段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天河区

按照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内涵和要求， 将原有

系列政策进行重新修订。 《政策意见》 设置主

体产业、 创新策源、 载体、 服务、 人才和需求

对接六大政策板块， 共 24 条 83 点， 统筹“资

金+服务” 打造政策“组合拳”。 该 《政策意见》

围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两条主线配置产业政

策。 在数字经济方面， 《政策意见》 提出支持

软件业、 信息服务业、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 支

持数字新技术研发创新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突出对数字文化、 数字内容、 电竞等产业的培

育。

比如， 对新落户的软件企业， 单项扶持资

金高达 1.5 亿元； 在天河智慧城核心区、 天河高

新区、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试验区国际金

融城片区形成政策洼地， 引导企业集聚。 支持

数字文化产业重点企业落户， 新落户的大型电

竞企业， 上年度营业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 给

予一次性 50 万元奖励。 支持重大电竞产业项目

落地天河， 对天河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效益的电

竞产业项目， 项目落地后第一年实际投资额超

5000 万元的， 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支持； 项目

建成后实际总投资额超 1 亿元的， 再给予不超

过 500 万元支持。

在实体经济方面， 新增商贸业、 先进制造

业、 建筑业、 居民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的支持政策。 同时， 在具体行业条款中突出对

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 如商贸业发展条款中突

出对电子商务、 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的激

励； 先进制造业条款中围绕智能网联汽车、 卫

星导航、 智能装备、 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与健

康等新兴产业领域配置重点企业落户奖励等。

做大做强金融业

促进产业融合和企业融资

金融业作为天河的第一主导产业， 也是广

州经济的造血“发动机”。 为做大做强做优金融

业， 《政策意见》 继续对金融业发展给予大力

支持。 天河区商务和金融工作局局长王鹤介绍，

在原政策中， 对法人金融机构落户支持最高

1500 万元。 本次修订的新政策最高支持额度提

升至 3000 万元。 同时， 还增加了金融机构购

房、 租房支持， 其中对在本区新购置自用办公

用房的持牌金融机构， 最高给予 3000 万元支

持。

为促进产业融合， 新政策增加了对金融科

技的支持， 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独立法人金融科

技公司、 产品研发中心、 数据处理中心、 软件

开发中心等金融科技相关企业， 按照市级支持

金额进行配套奖励， 并加大对金融城片区范围

内的金融科技类主体的支持力度， 推动金融科

技先行示范区建设。 同时， 支持企业融资， 今

年以来， 天河区积极发挥政银企直接协调机制

的作用， 举办 6 场商户融资专场， 累计为中小

商户提供贷款资金 25 亿元。 在此基础上， 本次

推出新政策进一步关注企业融资， 尤其是利用

多元化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增加了对在股

权市场挂牌及发行债券企业的支持条款， 鼓励

区内企业利用多元化资本市场， 增加融资渠道，

缓解融资难问题。

在支持现代商贸业发展方面， 新政策从商

贸企业落户、 成长到发展壮大， 均设置相应的

政策条款。 新落户的重点商贸企业， 最高可以

获得 3000 万元支持。 发展势头好或发展贡献大

的存量企业， 最高可获得 100 万元的企业支持，

或 300 万元的人才奖励。 新政策不仅根据行业

特点适度降低扶持资金申报门槛， 同时提高了

总体支持力度。

引进“高精尖缺”人才

最高给予1000万支持

据悉， 天河自实施“1+1+8” 产业扶持政策

的配套人才支持政策以来， 先后支持产业人才

1500 多名。 天河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叶春青

在政策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为打造湾区人才高

地， 本次出台的人才激励政策围绕天河重点扶

持产业和人才发展需要， 从支持产业人才发展、

支持创新培优项目、 支持聚智荟才三个方面提

出了相应举措。

比如， 突出对企业头部人才、 高管人才的

支持。 新增加对重点扶持产业领域企业头部人

才的专项支持， 每年奖励一批龙头企业领导者，

即董事长、 总裁、 总经理等一把手， 给予一次

性 100 万元的资金奖励。 同时， 大幅度提升企

业贡献人才奖励支持力度， 每年拿出 1 个多亿

的资金根据企业对区经济发展贡献给予人才奖

励。

同时， 突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和人才培育，

在原有人才政策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基础

上， 合理优化创新创业人才支持条件， 将支持

对象覆盖到行业领军人才、 具有发展潜力的精

英人才和初创型人才， 给予创新创业人才全链

条发展支持。 突出“高精尖缺” 人才引进， 给

予国际尖端人才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最高 1000 万

元资金支持， 加大对国家、 省、 市重大人才工

程入选者等高层次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 大

力引进各类产业高端人才， 其中金融、 人工智

能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人才和海外人才给予

优先支持。 新增加对院士、 博士后、 博士工作

室支持， 给予新入站院士最高 500 万元资金支

持。

值得注意的是， 《政策意见》 突出以业绩

论英雄， 人才奖励名单由企业自行确定。 以高

端专业服务业为例， 营业收入每增加 4000 万给

予 1 个产业人才奖励名额， 按其个人对经济发

展贡献的 30%给予奖励， 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奖励合计不超过企业对本区经济发展

贡献的 30%。 《政策意见》 坚持资金扶持与服务

优化并重， 统筹考虑全区各类资源供给能力，

列出资源清单， 从子女入学、 人才入户、 人才

绿卡、 住房保障、 体检疗养、 政策需求对接、

事业交流等方面设置惠企“服务包”， 形成服务

企业工作合力， 切实提升企业和人才的获得感。

天河一系列新政的出台， 也引发了企业的

极大关注。 网易游戏公共事务副总监李江说：

“以往的政策条款繁多分散， 新政策更加系统

化， 通俗易懂， 方便我们企业‘对号入座’ 找

到适合申报的政策。 我们比较关注新政策加大

对软件业的支持力度， 尤其是提出大力支持数

字经济发展， 加大数字技术研发示范应用支持，

这很贴近互联网、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其中， 对于电竞产业发展的支持， 涵盖了该行

业发展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 对于整个数字产

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专题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