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春季博士人才招聘会现场。

通讯员供图

通 达 民 情 · 生 活 至 上

2021年4月21日 星期三

责编：阮栩 美编

/

制图：方元

活力智慧城

07

聚焦IAB产业 孵化更多高端企业

助力企业

完善财税体系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周楚芬）

记

者获悉，天河软件园管委会近日印发《天河软

件园分园认定管理办法》

（下称《办法》）

，明确

了园区的产业总体发展战略，进一步规范了分

园认定和管理服务工作，为下一步提升对企业

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规范分园管理做好准备。

根据《办法》显示，园区将以从事IAB产业为主

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主要载体，发挥产业集聚带

来的强大助推力，孵化和催生更多、高端产业、

高端企业汇聚天河软件园。

记者了解到，从2001年起，天河软件园相

继设立了包括科韵、科贸、金山、华景、智汇等

23个分园，随着园区发展壮大，现行的分园管

理办法已无法满足分园认定需求，为适应新时

代企业客观发展需要，管委会在新办法中对分

园认定流程标准和分园权利职责进行统一和

规范。

为落实《天河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意见》，并支持优质园区纳入天河软

件园范围， 管委会对分园管理办法和考评细

则进行优化整合，出台了《办法》。《办法》提出

进驻分园的企业必须符合园区的产业总体发

展战略，主体应是从事IAB产业

（包括软件、移

动互联网、地理信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信息安全、数字创意、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生

物与健康、新材料等领域）

为主的高新技术企

业。

天河软件园分园认定管理办法出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王飞 ）

4 月 9 日， 广州

天河科技园信息产业联合会和广

州市游戏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

“金税四期下， 企业完善财税体

系建设及降低税务风险管理” 税

务专题系列讲座， 在天河人才港

举办。

本次讲座邀请了财务和税务

专业方面的嘉宾， 分别为广州中

珹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合

伙人、 广州追梦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林敏讲师和金蝶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小

微事业部生态发展总监林少亮讲

师， 授课主体为 60 余家科技园

区的龙头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本次讲座， 围绕金税四期焦

点涉税问题及税法辐射式解读。

主要针对发票开具、 增值零税申

报及社保缴纳的管控方向、 变化

及税务稽查“切入点”， 从监管

方向上， 减少企业税务工作走弯

路。 采用辐射式为企业讲解税法

知识， 剖析高新企业不同发展阶

段采用组合式财税措施才能更好

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 随后， 从

小微企业经营管理发展变化入

手， 以星辰财务软件降低成本，

结合财税智能化环境下， 财税深

度融合、 以票控税、 合规纳税，

进一步做好分控管理。

本次讲座基于金税四期的数

据共享、 画像精准、 综合覆盖式

的监管体系， 结合园区企业实

际， 助力企业减少涉税工作“盲

点”， 搭建及完善财税系统， 降

低生产运营成本， 针对性地为园

区企业提供“保驾护航” 式的优

质财税服务， 让企业拥有匹配的

财税运营体系。

金税工程， 作为经国务院批

准的国家级电子政务工程十二金

之一， 是吸收国际先进经验， 运

用高科技手段结合我国增值税管

理实际设计的高科技管理系统。

金税四期是国家推行的金税工程

计划中的第四期， 不单有“一个

平台、 两级处理、 三个覆盖、 四

类系统” 等税务功能， 还有“非

税” 业务、 信息共享和核查及

“云化” 打通等综合功能。 其中，

园区企业最为关心的企业发票开

具、 增值零税申报及社保缴纳等

工作， 在金税四期体系监管下，

更合规、 少风险、 低成本地推

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黎绮云）

4 月 8 日上午， 由天河人才港和

高校人才网共同举办的 2021 年春季博

士人才招聘会在天河启动。 本场招聘会

是今年春季在广州举办的首场专门针对

博士人才引进的大型招聘活动， 吸引了

80 多家有高层次、 高学历人才需求单位

的参与。

参会单位中， 既有来自天河的高等

院校、 也有知名科研机构以及国内外知

名企业。 众多知名单位的参与吸引了大

量博士人才的到场求职。 截至活动当天

中午 12 点，现场共有近 500 位博士人才

入场，累计投递简历 2100 余份，达成初

步意向近 400 人。 此次参会博士人才来

自于国内外超百所知名高校及科研机

构，其中双一流高校博士占比超过 60%，

境外及港澳台地区博士占比超过 18%。

记者了解到， 参会博士的学科种类

丰富，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

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

艺术学等各大学科门类， 其中理工科占

比 58%，文史类占比超过 23%，经管类占

比 9%。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参会博士中

有超过一成是从省外专程赶来的， 不少

省外博士人才看好大湾区单位的发展前

景和福利待遇， 也希望借此机会寻得心

仪的就职岗位。 从会后的满意度调查结

果统计可知，用人单位收获颇丰，对此次

招聘会的服务和质量均给予了较高评

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王佩文）

日前，工信部公布了2020年全国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评价结果，广

州5家示范基地均被评为四星级，占全省

14家四星级示范基地的36%，其中包括软

件和信息服务·广东广州天河软件园在

内的3家示范基地由上一年度的“三星

级”升为“四星级”，获广东省通报表扬。

据了解，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申报由工信部于2010年启动， 截至目前

已累计申报了九批。软件和信息服务·广

东广州天河软件园第三批获评， 已初步

形成以移动互联网、地理信息、软件、电

子商务、数字创意、物联网、大数据与云

计算、生物与健康等产业集群，基地总收

入近3000亿元。

广州天河软件园简称“天河软件

园”，成立于1999年8月，位于广州市天河

区高普路1037号。 先后被评为国家火炬

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产业基地、

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 国家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

等国家级发展平台。天河软件园软

件产业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历经多年耕耘， 天河软件园现已形

成“一核多园”发展格局。“一核”为天河

软件园高唐新建区

（高唐分园）

，“多园”

主要包括科贸分园、科韵分园、华景分园

等23个分园。其中，高唐新建区规划面积

12.25平方公里，网易、佳都、南方测绘等

总部企业、龙头企业加速集聚，已成为广

州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发展新高地。

2020年， 天河软件园全年实现软件

业务收入1280亿元，同比增长12%。 2021

年1~2月，天河软件园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237.4亿元，同比增长17.1%。 园区聚集科

技企业2000多家， 其中规上企业410家，

高新技术企业1000多家。

“金税四期”税务专

题系列讲座举办

需符合天河软件园产业

导向，2020年之后新申请认定

分园总面积不低于3万平方米

（含），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范围内的总面积不低于1

万平方米（含）,可用于企业

办公的面积不少于总

面积的80%。

《

办

法

》

亮

点

抢

先

看

●实施严格的

分园认定标准

符合受理条件且申请资

料齐备的园区， 管委会成立考

核小组进行实地考核， 形成考核

意见提交管委会办公会议研定。

审批通过后向社会公示， 公示

期五天， 公示期结束后管委

会出具分园认定批复。

●明确新设立

分园的认定程序

新分园认定管理办法中首次

明晰了分园享有的权利， 其中包括享

受天河软件园所设立的针对分园管理的

各项奖励项目，以分园奖励扶持资金为抓

手充分调动分园物业机构积极性，配合管

委会做好企业服务和管理工作。 同时规

定了管委会和分园的管理职责，由管委

会统筹和引领， 分园机构协助和配

合， 共同为园区企业发展营造

便利舒适的商业环境。

●强化分园与

管委会联动服务

天河软件园跃升为“四星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获广东省通报表扬

服务湾区高层次人才引进

2021年春季博士人才招聘会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