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软件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从土地、资金、市场、人才配套等方面给予精准扶持，最高

不超过 2 亿元，每家企业获得各类支持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该企业对本区经济发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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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三年累计最高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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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00 万元以上的规模以上软件业企业， 营业收入每增长

1000 万元可获得 1 万元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对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的区内软件业企业或新落户天河的上市软件业企业给

予 200 万元奖励，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软件业企业给予 80 万元奖励。

对获得国家、省、市工信部门和科技部门立项资助或奖励，并于上年度通过验收的 5G、区

块链、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示范项目，最高按项目获得资助或奖励资金的

80%予以支持，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上级政府重点支持的区域产业创新中心或产业应用平台， 按市扶持资金的 50%给予

一次性配套支持，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区内参与构建产业协同创新生态的企业，每件适

配产品补贴 1 万元，每位认证人才补贴 5000 元，每家企业最高补贴不超过 100 万元。 对与国

内外高校、 科研机构进行产学研合作的软件业企业， 按照项目实到高校、 科研机构金额的

10%给予支持，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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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推出全国首个

APP端信易贷平台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近

日， 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在上海浦东嘉里酒店召开，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

理事长、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主任

委员张毅君在会上对外发布《2021

年 1~6 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并

对报告进行详细解读。

根据张毅君解读显示，2021 年

上半年游戏行业整体表现可作如

下归纳：

1.国家级实名认证平台的正式

启用以及行业标准体系的日趋完

善，推动了未成年保护手段的持续

升级。

2.各地方文化产业扶持政策的

相继出台实施，为高品质游戏产品

的研发推广拓宽了渠道。 游戏产业

再次迎来新的政策机遇。

3. 伴随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游

戏细分市场将不断出现新的增长

点。

4. 游戏企业升级战略布局，以

自主研发为依托，将在技术应用、IP

运营等多领域持续发力。

5.自主原创游戏产品创新能力

普遍增强，游戏产品类型将面向多

元拓展， 精品力作着眼于长线开

发。

6.游戏企业持续推进全球化发

行策略，以精细化运营和本地化营

销，开辟着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7.游戏企业更加注重内部思想

文化建设和社会形象塑造，守法合

规意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在

持续提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

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

问题， 广州积极探索具本地特色

的“信用+科技+普惠金融” 创新

应用。 近日， 广州“信易贷” 平

台正式推出 APP 客户端， 成为全

国首个推出 APP 端服务的信易贷

平台， 实现信易贷服务从线上到

掌上的跨越， 有效提升用户获得

感， 帮助信用良好的中小微企业

更便捷获得信贷 ， 标志着广州

“信易贷” 迈向 2.0 时代。

广州“信易贷” 平台依托大

数据、 云计算、 区块链等技术，

按照“市场导向、 联动导向”， 强

化金融机构、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

构、 政府部门的联动， 开展信用

数据创新应用， 着力解决中小企

业信用信息不对称、 碎片化等痛

点、 难点， 提升银企对接效率。

《2021年1~6月

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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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印发软件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天河法院凤凰人民法庭两年审结涉企业纠纷案1295件

提高审判质效 降低企业司法成本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王子艳）

2019年7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

法院凤凰人民法庭正式启用。 如今，凤

凰法庭已经走过两年历程，凤凰人紧紧

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用最朴实

的情怀谱写着对人民司法事业的忠诚，

用智慧、勤奋和执着，谱写了绚丽的篇

章。

聚焦司法审判

助力辖区营商环境建设

凤凰法庭配有三名法官，受理包括

辖区内买卖、租赁、劳动争议、婚姻家

事、金融借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等

64类民商事案件。凤凰法庭成立至今接

待来访人次超5000人次， 共受理案件

3670件，结案2506件，人均结案835件。

凤凰法庭主动回应智慧城企业需

求， 充分运用司法手段规范企业经营

秩序， 强化运用科技手段提高法庭审

判质效。 审结涉企业纠纷案 1295 件，

调解涉企业纠纷 957 件。 降低企业司

法成本， 促进创新产业生根发芽， 激

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参与社会治理

提升社区法治环境

凤凰法庭启用以来，法庭已参与了

多场普法宣讲， 取得良好的普法效果。

所涉场合包括中小学校、 社会企业、基

层部门等。凤凰法庭以积极送法入基层

的态度，先后同辖区内三个街道办事处

深入交流，了解辖区情况，交换基层工

作意见，促进基层建设，将法庭在基层

法治中的能动作用发挥到最大。

凤凰法庭还积极与龙洞、 凤凰、

新塘联合开展人民调解员培训活动。

庭长苏杰威就调解员与当事人的沟通

要点、 调解技巧及调解技能提升等方

面进行了业务指导， 通过解答人民调

解员工作中遇到的法律困惑， 助力调

解工作实效的提高。

积极改革创新

探索矛盾多元化解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一直是凤凰

法庭积极探索和改革的方向。 经过与

辖区内龙洞、 凤凰、 新塘三条街道司

法所的多次沟通筹划， 凤凰法庭于

2021 年 4 月与三个司法所顺利签订庭

所共建协议， 搭建了诉前诉中联动调

解工作平台。

除此以外， 凤凰法庭全面落实智

慧审判的全流程要求， 实现信息技术

与司法工作深度精细融合， 将审判工

作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全面落实电子

卷宗随案生成、 智能网上送达、 智能

审判应用、 手机 APP 移动办案、 电子

签章流转等技术， 法庭成立至今共进

行电子送达 3549 件， 网上庭审直播

1444 件， 并实现全部文书均采用电子

签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近日，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印发《天河区加

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下称 《措施》

），

加快推动天河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措施》指出，天河将在

七大领域重点发力，到 2023 年，建设成

为中国软件名城核心区、粤港澳大湾区

软件产业先导区。

受理案件类型：

以审理民商事纠

纷为主，涵盖买卖、租赁、劳动争议、

婚姻家事、金融借款、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等主要民商案件。

办公时间 ：

周一周五 上午 9:

00~12:00；下午 14:00�~18:00�

地址：

天河区软件路 11号

电话：

83006750

凤凰法庭

凤凰法院与辖内三条街道司法所搭建诉前诉中联动调解工作平台。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