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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科创主体新入驻宏太智慧谷

每月可享场地补贴30元/平方米

知多 D

《广州市天河区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意见》 关于孵化

器的优惠条款

宏太智慧谷提供的场地补贴来源

于天河区近期推出的《广州市天河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

见》支持。其中，关于“支持初创企业集

聚发展”模块指出，新入驻“天河优创”

上榜孵化器， 且近三年累计获得 200

万元以上市场投融资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或初创企业， 按照实际租用孵化面

积给予在孵企业最长两年的场租补

贴， 补贴标准按企业入驻的孵化器获

得的“天河优创”一、二、三等次进行划

分， 分别给予每平方米每月 30 元、20

元、10 元补贴， 每个孵化器扶持总名

额最多不超过 10 家企业。

对经运营机构或孵化育成服务机

构引进且由区科工信局备案通过入驻

广州(

国际

)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创新创业企业，

给予不超过 300 平方米办公场地三年

的租金和管理费补贴。 创新企业入驻

基地成功孵化后，离开基地在“天河优

创”等科技创新载体发展的，上年度营

业收入 2000 万元以上且同比增长

20%以上， 给予不超过三年办公场地

租金和管理费全额补贴， 每年最高不

超过 50 万元。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近几

年， 广州天河智慧城瞄准当今前沿

技术，特别是 IAB 产业，培育集聚了

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型企业，成为广州市实现“IAB”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蓝图的新高地。

位于天河智慧城核心区思成路的宏

太智慧谷，也成为双创企业的摇篮。

1 月 10 日， 广州市产业园区发展论

坛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峰会在广州

举行， 宏太智慧谷凭借良好的创新

能力、产业集聚力、综合竞争力，获

评“2020 年度示范产业园”。

据悉， 宏太智慧谷率先引入风

靡欧美的“绿脑办公”理念，落地窗

户、 法式阳台在保证办公空间通透

明亮的同时， 能让入驻企业推窗见

景、享受花园式办公。 充满植物生命

力的办公空间可以使工作充满创造

力， 宏太智慧谷吸引了 230 多家

ABC+（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

互联网

+

）

企业入驻。 据了解，宏太智

慧谷先后建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及国家级众创空间，形成“苗圃-

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 企业全生

命周期孵化服务链。 入园的企业可

获得投融资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技

术支撑服务、科技服务、创业培训服

务、导师服务、财税法律服务、商事

综合服务等专业增值服务。 截止目

前， 宏太智慧谷累计孵化高新技术

企业 60 家，科技小巨人 11 家。

为更好地服务及帮助园区企

业， 宏太智慧谷建立宏太精鹰基金，

为园区的投融资服务提供坚实的资

金后盾。 据悉，宏太精鹰基金重点关

注 ABC+领域的创新项目，其中 80%

的资金将投入宏太智慧谷在孵企业，

以“房东+股东”的运营模式，实现园

区及入驻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据

最新消息， 为支持企业做大做强，鼓

励企业集聚发展，从 2021 年 1 月起，

优秀科创主体新入驻宏太智慧谷，每

月可享受场地补贴 30 元/

㎡

，最长可

享 2 年。可供租赁面积 100-3000

㎡

。

入驻咨询：

杜先生

1810282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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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太智

慧谷。

通讯员供图

�����荨

领航孵

化 器 荣 誉 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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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市场 30周年

暨大湾区资本市场发展研讨会在穗举办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近日，由

中央财经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主办，

中央财经大学广东校友会、深圳校友

会承办的“中国证券市场30周年暨大

湾区资本市场发展研讨会”在广州举

办。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正式鸣锣开业。 经过三十年的发

展，中国证券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此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北京、

广州、深圳等地著名专家学者和优秀校

友代表齐聚， 共同回顾和展望中国证券

市场的发展， 探讨大湾区资本市场的未

来。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证券专家、中央

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金融学

院博士生导师贺强教授作了题为“砥砺

前行三十而立———贺中国资本市场30周

年”的主题报告。 国务院参事、中央财

经大学刘桓教授就办好人民满意的

资本市场作了专题发言。

据了解，中央财经大学粤港澳大

湾区

（黄埔）

研究院成立于2020年9

月，是由中央财经大学与广州市人民

政府、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合作共建，

以服务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

展及国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宗

旨，以经济管理领域理论研究、政策

咨询、高端人才培养和金融科技产业

孵化为重点，“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

化、开放式创新平台。 研究院设立多个

研究中心，首批入驻的有金融研究中心、

财税研究中心、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智能

财务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开放

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据悉，研究院与广州市政府及各

类专业机构密切合作，定期发布大湾

区金融发展报告，定期举办高端财经

论坛，并提供人才培养、产业孵化等

服务，如全日制硕士

（金融 、会计专

业 ）

、非全日制硕士

（

MBA

）

及非学历

教育项目；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

服务平台，助力广州市高科技企业科

技成果转化落地和产业化；搭建财经

中介服务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企业

成长、管理咨询、财务会计服务、税务

服务、投融资顾问、财经法律等方面

服务。

告别“猜猜我是谁”

中移互联网

推出“超级号”APP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近年来，“猜

猜我是谁”的电话诈骗时有发生，但若拒接

陌生电话， 又可能错过一些重要事情。 为

此，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于近期推出了“超

级号”，具有实名加V电话、实名快显消息、

5G快签、 超级SIM业务管理等多种实用功

能，为用户提供接听同时告知“我是谁”的

信息，解决陌生号码拒接难题。

据了解，“实名加V” 认证环节由中国

移动和国家级认证机构联合实名认证，认

证后号码都会添加上“【V】”的认证标签。

当认证用户需要拨打某个没存其电话号码

的客户或同事时， 使用超级号的实名加V

电话功能，在拨打电话的同时，就会给对方

手机发送实名名片、认证标签和个性签名，

为接听方预告身份信息和来电意图。

在目前职场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

“超级号APP” 能精准提高电话接通率，据

测试统计， 实名加V电话可使首呼接听率

提升50%以上， 漏话回拨率提升1倍以上，

同时也降低接听陌生电话风险。 该APP不

仅具备实名加V电话功能， 还融合了实名

快显消息、5G快签等功能。 目前， 超级号

APP已正式上线国内各大手机应用市场，

用户可在华为、小米、苹果等应用商店下载

安装。

中国证券市场

30

周年暨大湾区资本市场发展研讨会现场。 通讯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