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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开业

会议活动空间全面对外开放使用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历经两年

筹建，近日，地处五山石牌科教区核心

地带的天河科技园科贸园区老楼迎来

华丽转身，广州

（国际）

科技成果转化天

河基地正式开业。 据悉，该基地位于天

河北路886号，科创氛围浓厚，路网交通

便捷，商务配套齐全，建筑总面积2.2万

平方米，打造了科技成果服务、展示、发

布、交易、转化五大功能平台，以科技成

果转化为切入点， 为企业提供找技术、

找资金、找市场、找人才、找场地等“五

个找”全方位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天河基地具有科技服务、 知识产

权、高企服务等业务服务专窗，可一对

一办理各项业务；有各类前沿科技成果

汇聚展示厅， 实现科技成果与市场对

接；有科技成果洽谈室、书吧活动区、大

型会议厅等配套服务设施，为入驻企业

提供简约、舒适、现代化、人性化的办公

环境。 其中，五个各具功能的大型会议

厅全面外开放经营，可承办各类大型科

创会议、公司年会、论坛、路演、大赛、研

讨交流会及培训活动等。

广州

（国际 ）

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

地设置了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科技金融集聚区等三个区

域，形成人才创新、产业孵化和金融护

航的融合发展新模式， 推动更多人才、

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集聚天河。

会议活动空间预约电话：

88522007，

联系人：李小姐

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天河先导区开园

推动更多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集聚天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与广州

（国际）

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开业同

步，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天

河先导区于 2020年 11月 28日正式开

园。 该先导区将与广州

（国际 ）

科技

成果转化天河基地、天河区科技金融

集聚区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开放共享

的创新人才服务生态体系，推动更多

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集聚天

河。

据了解，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天河先导区选址天河科技园科贸

园区B2栋1~8层，面积约4700平方米。先

导区立足广州、辐射湾区，着力构建开

放共享的创新人才服务生态体系，通过

打造“三环人才服务圈层”，推动更多人

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集聚天河，为

广州市、 天河区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汇聚发展新动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

目前，广州知名的本土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如中国南方人才市场、广东省

人才市场、邮电人才、仕邦人力等首

批八大“明星”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

入驻先导区。 未来先导区将以服务

科创人才为核心，大力推进高端业态

和龙头企业的集聚。 如万宝盛华、任

仕达、 德科等世界500强中的人力资

源服务企业，科锐国际、猎聘等人力

资源上市公司已纷纷布局天河，红

海、南方人才市场、仕邦人力等优秀

的本土企业蓬勃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启动入驻项目申报工作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记者近

日从天河区了解到， 为引进优质项目

（

含个人、团队及企业

）入驻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即日起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

）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

简称 “基地 ”

）正式开

展入驻项目申报工作。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

）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以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

合作共建。 基地位于天河区天慧路 10、

12、 14 号， 总建筑面积 6.65 万平方

米， 按照“政府主导、 市场运营、 社

会参与、 示范引领” 的工作思路， 打

造“国家级、 国际化、 示范性” 创新

创业孵化平台。 基地重点打造一个创

业生态链条， 划分八个功能分区， 包

括一站式综合服务区、 创新创业成果

展示区、 创新创业实训示范区、 产品

试验试制区、 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区、

港澳青年双创示范区、 人才与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区、 高端产业孵化加速区，

为创业者提供全周期、 全要素孵化服

务， 依据创业探索期、 初创期、 成长

期、 成熟期四个不同阶段的需求， 提

供高效精准的创业孵化帮扶， 为创业

保驾护航。

（一） 申报对象

创业团队或个人， 指的是未办理

工商登记注册的创新创业团队或个人。

初创企业， 指的是广东省内登记

注册 3 年内的小微型企业。 各行业小

微型企业划分标准参照 《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

工信

部联企业 〔

2011

〕

300

号

） 有关规定。

非初创企业， 指的是除前述初创

企业外的其他企业。

（二） 申报条件

申报对象应具有一定的市场前景

和孵化培育潜力， 符合技术、 经营模

式创新和带动就业的要求， 依照国家

法律法规合法经营， 无知识产权纠纷

及债务纠纷， 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行为

记录， 自愿接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的

相关管理制度。 入驻项目需在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依法登记注册、 依法纳税、

依法统计， 其中： 团队或个人需承诺

在入驻后 1 年内办理工商登记注册，

企业需承诺在入驻后 3 个月内办理工

商登记变更。

（三） 重点引进项目

根据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发展定位，

重点引进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 其

中， 港澳青年是指年龄在 18-45 周岁

的青年， 包括港澳籍居民、 在港澳工

作时间超过 1 年的非港澳籍居民、 在

港澳高校学习的非港澳籍居民等， 承

诺拥护“一国两制”； 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项目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港澳青年人数比例达 30%以上的

团队和企业（

注册企业以缴纳社保人数

为准

）；

港澳青年或港澳资企业持股 25%

以上的；

港澳青年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或

公司

（不含下属子公司

）经理、副经理、

首席财务管理人员、 首席技术人员、首

席产品管理人员及同等级别的高级管

理职务的。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新刷的

湖心亭、新铺的环湖栈道、新换的广场

地面、新种的绿化植物……经过50天的日

夜奋战，近日，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慧路

的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

）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外围品质提升工程顺利完工。

据了解， 基地品质化提升工程建

设项目于2020年12月1日正式动工建

设，2021年1月20日完成竣工验收。 项

目涉及改造范围总面积为70674平方

米，项目总投资为916万元，主要包括

交通通道优化、地面铺装翻新、绿化种

植、标志标识竖立、城市家具建造、照

明灯光改造等品质化提升工作。 本工

程进一步优化了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周

边区域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

对提升天河智慧城对外形象具有重要

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品质化提升工程

顺利完工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