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一： 政策四大亮点

对比原“1+1+8” 高质量发展系列政策， 新政策

体系有四大亮点：

1、 主线更清晰。 《政策意见》 围绕做大数字经济

和做强实体经济两条主线配置产业政策。 在数字经济

方面， 在政策开篇的首要位置设置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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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

体经济方面， 新增了商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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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

行业条款中突出对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

2、 方向更明确。 政策突出以业绩论英雄， 企业贡

献越多奖励越多、 贡献增长越快奖励力度越大， 同时

更加关注对产业人才的奖励， 且人才奖励同样遵循以

业绩论英雄原则， 人才奖励名单由企业自行确定。

3、 获得感更强。 《政策意见》 通过“一个大政策

统到底”， 解决了原有政策体系庞杂、 条款繁多等痛点

问题， 条款更加通俗易懂， 更方便企业“对号入座”

找到适合申报的政策。 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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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兑现更便利。 《政策意见》 在兑现方式上实行

“一门式” 办理， 按照“能核准不评审” 的原则， 超 9

成条款采用核准制， 减少企业申报成本。 大部分产业

板块条款按照“不来即享” 原则设定， 通过条款和政

务大数据即可筛选出拟扶持企业和拟扶持金额， 扶持

计划可直接精准推送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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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内容 责任单位 说明

1、支持软件业重点企业落户。 对新

落户的年度营业收入 1 亿元以上软件业

企业，在企业落户后第一、二、三个完整

会计年度增长 20%以上的， 在对应年度

分别给予区经济发展贡献 100%、50%、

50%的奖励，每家企业三年累计不超过 1

亿元奖励。其中，新落户天河智慧城核心

区、天河高新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企业，

在对应年度分别给予区经济发展贡献

100%、80%、50%的奖励，每家企业三年

累计最高不超过 1.5 亿元。

区科工信局、

天河科技园

管委会

鼓励重点软件企

业落户天河智慧城核

心区，形成软件业集聚

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

奖励标准相对区统一

标准适当提高，累计最

高奖励金额为区统一

标准的 1.5 倍。

17、（1）服务外包业绩奖励。 对上年

度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 1000 万美元以

上的企业（低于 1 亿美元的企业要求有

正增长），按 1 美元支持 0.3 分人民币的

标准，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奖励。 其中，

对于天河科技园、天河软件园、天河高新

区范围内， 上年度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

5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低于 1 亿美元

的企业要求有正增长）， 按 1 美元支持

0.45 分人民币的标准， 给予最高 100 万

元的奖励。

区商务和金

融工作局、天

河科技园管

委会

天河科技园是广

州市服务外包的重要

考核对象，为鼓励更多

企业大力开展离岸服

务外包，对园区范围内

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

适当下调至 500 万美

元，奖励标准为区统一

标准的 1.5 倍。

44.�鼓励获得资本市场融资。天河区

企业上一年度获得风险投资 100 万元以

上的， 按其上年度实际到账的风险投资

总额的 3%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最高不超

过 80 万元。其中，天河科技园、天河软件

园、天河高新区范围内企业，每家企业最

高不超过 100 万元。

区科工信局、

天河科技园

管委会

鼓励天河科技园 /

软件园范围内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及 IAB 产

业企业获得资本市场

融资，奖励标准相对区

统一标准适当提高。

46.�鼓励创新载体绩效提升。（2）鼓

励天河软件园各分园强化管理服务，引

进及留住优质企业。 按照天河软件园各

分园载体入驻企业上年度对区经济发展

贡献增量的 5%，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

元的支持。

天河科技园

管委会

充分利用天河软

件园所享受的市库税

收返还政策，加大对天

河软件园各分园的支

持力度，鼓励各分园强

化管理服务、 提升绩

效。

46、（3）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园区纳

入天河软件园范围， 享受天河软件园相

关政策。

天河科技园

管委会

鼓励符合条件的优

质园区纳入天河软件园

范围， 享受天河软件园

相关政策。

66.�鼓励社会组织设立。鼓励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组建行业协会、商会、联合

会、促进会、产业联盟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社会组织， 对经区民政局登记成立的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社会组织，一次性

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启动费支持。（责任

单位：区工商联、各行业主管部门）对由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指导、 属于广州天河

科技园信息产业联合会成员单位、10 家

以上园区企业参与组建的产业联盟，给

予每年 30 万元的支持，用于开展业务和

运营，支持期限不超过三年。

天河科技园

管委会

鼓励天河科技园 /

软件园范围内的企业组

建产业联盟， 助推企业

加强交流合作， 实现抱

团发展， 支持方式为按

年度予以支持， 期限不

超过三年， 奖励标准相

对区统一标准适当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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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二：与天河科技园有关条款的说明

记者梳理发现，《政策意见》在天河区的基础上，涉及天河科技园相关条款的，其奖励标准相对区统

一标准都有适当提高，奖励力度更大，包括支持软件业重点企业落户、服务外包业绩奖励、鼓励获得资

本市场融资、鼓励创新载体绩效提升、鼓励社会组织设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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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叶春青解读新政

中的人才政策。

天河区副区长饶洁怡解读新政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