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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生产结合起来，让“循环经济”和“生态环保”

理念落到实处 ；协会理事单位天河诺亚生物致力于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研究，截至 2019 年 4 月，实

现脐血应用 1826 例，救助 1473 人，帮助了许许多

多的地中海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淋巴

瘤等疾病患者。

此外，协会副会长单位高新科技控股所隶属

的开发区金控以科技金融服务促进实体发展，入主

了联讯证券（830899.OC）和利德曼（300289.SZ），

投资参股了一批世界顶尖重大产业项目，并拟发起

总规模约 2000 亿元大湾区协同发展基金，加速大

湾区产业优化升级 ；协会理事单位广胜科创中心打

造了广州芯大厦，引进国内领先的 20 多家芯片设

计企业抱团进驻，仅一栋楼预计就将实现产值 20

亿 ~40 亿元 ；协会理事单位凯思基金将股权投资与

投后全产业链企业服务和政府资源优势紧密结合起

来，切实支持企业在粤发展。

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交融、提升整体营

商环境方面，协会会员中众多的政府投资促进机构

和专业园区平台也不遗余力，推陈出新。协会副会

长单位粤海置业投资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深莞惠核心

区打造了广东省首个省级高端制造业园区—广东

粤海装备技术产业园，开创出国企、政府与入园企

业共创、共赢的创新型合作模式 ；协会理事单位荔

湾区充分发挥本区域作为“湾区门户”“广佛之心”

和“千年商都”的区位和产业优势，打造一批高质

量产业载体，正把荔湾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

创新重要节点 ；协会会员单位智享产业园区运营公

司与佛山各区携手，共同推动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

并联合携手 26 家业界合作伙伴打造佛山园区升级

从珠三角到大湾区，可以说是从内陆视角到海

洋视角的切换，是从地理名词到经济板块的升级，

是从本土化到全球话语体系的跃迁。而相对于这些

变化，不变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开放创新，是企业之间、

企业与政府间的合作共赢。

过去一年，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

2018 年 9 月，广深港高铁的全线贯通，让香港与内

地 44 个城市实现高铁直达 ；10 月 23 日，港珠澳

大桥开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见证； 2019 年 4 月2 日，

南沙大桥建成通车。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正强有

力地推动着大湾区内科技创新的合作交流和产业体

系的协同发展。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以及广大

企业、政府和专业机构类会员，也正在通过自己的

行动，拥抱大湾区带来的产业发展契机。

我们看到，协会众多的企业会员正通过持续创

新，实现了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协会理事单位

达能（Danone）推动在植物蛋白饮料、低糖维生

素饮料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研发创新，实现总

销售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自创新 ；无独有偶，会员单

位百事（Pepsi）也及时把握中国消费者对于健康

饮食的消费潮流，不断扩大产品范围 ；会员单位卡

尔蔡司（Carl Zeiss）扎根广东，布局了生产高附

加值镜片、车房镜片和太阳镜的三个工厂，形成了

从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市场服务在内的完整

链条 ；会员单位奥翼电子是全球仅有的两家电子纸

材料供应商之一，也是国内唯一电子纸材料可量产

的公司，让低成本、高性能的“电子纸”柔性显示

屏更广泛地走进人们的生活与工作 ；协会理事单位

科城环保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把高标准的环

境服务与高纯度电子化学品和微量营养元素添加

开
放
创
新

合
作
共
赢

卷 首 语

与街区活化战略同盟 ；协会副会长单位中新知识城

成立八年，正在以升级为中新两国的国家级双边合

作项目为契机，释放出新一轮的强大创新活力；同时，

协会理事单位，位于粤北的河源江东新区与位于粤

西的云浮都正在积极与粤港澳大湾区接轨，发挥自

身优势，拓展大湾区的产业辐射边界。

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广东

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也不忘初心，在广东省商务厅

的指导下，与协会会长、各副会长、理事、会员单位、

协会顾问以及各地商务部门、兄弟商协会、专业服

务机构一道，紧密围绕“促投资”和“促发展”这两

大主题，开展了一系列考察、分享、交流和培训活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协会 12 家投资促进机构会

员共同发起成立的人才发展专业委员会，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广州举办的第一届广东省投

资促进从业人员培训班。培训班通过“共建、共享”

的方式，为来自全省 10 多个地市的 100 余名学员

带来了十堂精彩专题分享，得到了学员的高度评价。

此外，协会与广州市半导体行业协会共同开启了“半

导体 CEO 大讲堂”系列活动，邀请行业资深专家，

帮助会员们洞悉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与技术发

展趋势，也得到了会员们的一致好评。

最后，我代表协会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协会工作

的领导、会员、同事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协

会未来会继续努力，为广大会员服务，为广东省的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执行会长：王萌

2019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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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大湾区，广东再出发
文 ∣ 荣智慧

当温暖的季风从太平洋吹向珠江入海口，太阳直

射在北回归线，广东这片直接沐浴阳光和海风的地域，

云雨氤氲，正在酝酿新的起点，新的征程。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理论创新的热土，

一代又一代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创业者，在这里建

立起无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功企业 ；一批又一批嗅

觉灵敏、高瞻远瞩的投资者，在这里寻找到前景广阔、

回报丰厚的商机。

随着“大湾区”如火如荼的建设，外部大的政治

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广东投资的变量有两个 ：一是

技术变革，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技术变革的起点时刻，

谁能把握技术变革的机会，谁就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和

方向 ；二是大湾区的内外部经济气候、营商环境，决

定着未来的经济体量。

 

湾区创新为魂

从技术进步的浪潮中观察，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

一些急需更新、进步的空间。首先，大湾区的高校和

原创的基础科学资源是相对落后的。对标旧金山大湾

区，旧金山大湾区有斯坦福等多所世界顶级高校，斯

坦福也是硅谷的源发地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数

量，科研机构和研究所都有差距。其次，粤港澳大湾

区的企业仍然以模式创新、房地产、工贸为主。在大湾

区，真正有代表性的科技创新企业是华为，研发投入

在世界排名位于前列。但是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尚没有

创新走廊建设。

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湾区经济迸发新活力。一个

迈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全球技术变革的世界级

湾区正茁壮成长。

 

营商环境与招商 4.0

如今，新的招商 4.0 模式正在产生—建立以人

才团队为核心的高科技企业和现代化产业体系。

从主观上看，广东的招商者越来越多地采取招商

4.0 的模式去促进产业的投资与发展。当然，招商 4.0

模式并不是要取代或者排斥其他模式，而是在发展高

科技产业过程当中，需要一种新的、更高端的招商模

式来推动来粤投资项目的落地与发展。

同时，客观上看，政府也将打造全新的营商环境。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代，经济正处在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攻关期 ；与此同时，随

着全球生产率增长放缓、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等问题，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巨变。因此，投资促进工作，

优化营商环境还应与时俱进。

随着新时代的变化，优质营商环境更核心的要素，

就是地方政府应当为投资者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营商

环境。多年来，众多外资企业来粤投资、发展，为广东

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对广东乃至中国

营商环境的长期肯定。地方政府更应该回报以长期的

承诺，对于国外投资者的知识产权、长期的目标预期、

经营安全以及管理人员的人身安全，都提供服务和保

障。当投资者尤其是国外投资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地方政府一如既往地、积极地提供投资促进服务和解

决方案，为投资者营造可预期和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更为投资营商提出了新课

题。粤港澳大湾区应发挥内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优势，

为大湾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作出贡献。广东的投资

促进工作应当聚焦整合香港乃至全球人才、科技，以

及珠三角的政策、资金等资源，推动科技成果在珠三

角地区落地和产业化。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以此

为目标，立足广东，整合多方资源，提高投资和招商工

作成效，推动广东省经济的发展。2018 年协会发起成

立了“集成电路”和“人才发展”这两个专业委员会以

及“广东商务人才发展学院”这个商务实务培训的共建

共享平台。在广州举办了第一届广东省投资促进从业

人员培训班，并开启了“半导体 CEO 大讲堂”系列活

动。帮助会员们洞悉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与技术发展趋

势，提升招商服务水平，提升与港澳国际接轨。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投资促进工作的下

一步重要目标，就是要促进技术、人才、资本在大湾区

的无障碍流动，实现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广

东将在新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下，扬帆再出发。

成为最基本的发展要素。第三，很多科技企业各有亮

点，但不突出，独角兽不足，世界级技术水平和规模的

创新性企业有待增多。

目前，广东省内很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还有待提

高，尤其科技金融服务和投资银行相对落后，创新资

本不足。广东外资总部少，头部券商数量少，且各大券

商研究总部在华南的布局较少。只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快速成长，大企业加速转型发展，同时包括风险投资、

投资银行等科创金融体系建立完善，出现更多的具有

创新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存在，粤港澳大湾区

内的科技企业才能迎来更大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共

同努力的方向。

科技创新实践 

大湾区围绕科技创新，也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处

处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荣景象。

比如，广州有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广州

能源研究所、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一批研发

能力突出的大院大所，有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天河二号”，

再生医学与健康省实验室、新一代通信与网络创新研

究院在加快建设。在空间载体上，广州通过打造“三城、

一区、十三节点”，推进建设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

学城、南沙科学城，建设琶洲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建设广州国际生物岛、广州

国际健康城等十三节点，串珠成链支撑广深港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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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焕发新活力，荔湾争当“湾区门户”
文  蒙洁华 陈丹凤

2019 年 2 月 18 日，酝酿多时的《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正式由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规划纲要》将香港、澳门、广州、

深圳四大中心城市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的核

心引擎。《规划纲要》更指出 ：广州，充分发挥国家中

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作用，全面增强国际商

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

中心功能，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

近两年来，广州市荔湾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努力探索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不断开创核心功能区建设的新局面。

荔湾区是广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作

为“广佛同城”核心区、广佛肇经济圈产业聚焦区、珠

江西岸城市群核心区，便捷的交通网络为综合功能向

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荔湾区拥有丰富的科教文卫资源，宜居宜业的魅

力突出。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

和成熟的城区资源配套优势，在科技创新、公共服务

政策对接、青年创新创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

进行粤港澳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可以更好地服务全

面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

荔湾正在加快建设海龙国际科技创新产业区，积

极争取将广佛科技创新产业示范区提升为省级综合试

验区，形成“广州创新大脑、佛山转化中心”格局，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重要节点 ；推进成立粤港澳

医药健康产业联盟，深化中医药合作，力争把大坦沙

健康生态岛、广州国际医药港纳入粤港澳健康产业“一

园多区”发展方案，推动健康产业和医疗资源深度融

合发展 ；加快建设白鹅潭国际金融中心，打造“协同港

澳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新地标 ；深化教育合作，争取

港澳优质高校到荔湾办学，推动三地教育融合发展 ；

密切人才交流，建设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积极

承办湾区创新创业比赛和交流活动。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作为广州中心城区的荔

湾，争当“湾区门户”的角色定位，已经呈现良好态势，

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担当起“湾区门户”重任，首先看新动能的培育。

2018 年，荔湾区同时启动广州国际医药港、白鹅

潭国际金融中心、大坦沙国际中心等 15 个重大项目，

经济全面提质。经济结构全面优化，加快培育现代服

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36%，

现代服务业占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同时，荔湾区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 81 家，新增省高企培育库企业 48 家，

唯品会、前后文化入选中国创新 50 强，名创优品被评

为广州市独角兽创新企业，七乐康入选市未来独角兽

创新企业。

为推动创新，强化科技创新园区、企业孵化器和

众创空间建设，全区现有市级以上孵化器 28 家，众创

空间 7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总面积约 37 万平方米，广

州市 3D 打印产业园成为全国唯一一家以 3D 打印产业

为载体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七喜创意园入选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在加快。着力推动工业提

质增效，全区 38.5% 的规上工业企业设有市级以上研

发机构，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2.7%，企业利润

增长 55.5%，其中以医药健康为主的先进制造业产值

69.06 亿元，增长 10.2%。加快传统商贸业转型升级，

医药零售、日用百货等传统实体产业借力“互联网 +”

实行优化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支撑力不断增强。实施

专业市场转型疏解三年行动计划，黄沙水产市场、花

鸟鱼虫市场等 19 个专业市场改造工作稳步推进，其

中 6 个专业市场成功向综合化、品牌化和展贸化转型。

构建投资金融体系，打造新三板金融生态圈

实体经济是根基，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

千年白鹅潭，金融新高地。自古以来白鹅潭就是

中国乃至世界商贾云集之地、货物轮转交易中心。荔湾

区域风采
REGIONAL SPIRIT

海龙国际科技创新产业区白鹤沙地块规划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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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重点建设白鹅潭产业金融服务创新区，规划通过 5

年的时间，重点打造新产业与新金融融合发展，逐步建

设成为资产规模超万亿元的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

业带的重要支撑区和服务区。作为白鹅潭中心商务区的

核心区域，白鹅潭产业金融服务创新区吸引了粤港澳大

湾区产融资产管理公司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

入驻，将打造成广州新金融业态齐聚的“小湾区”，创

新创投引领的“小湾区”，高端要素汇聚的“小湾区”。

2017 年以来，荔湾区相继修订、出台了一系列扶

持政策，鼓励支持金融及类金融企业落户，大力扶持

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融资，充分活化区内金融

氛围。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全区上市企业 5 家、新三

板挂牌企业 11 家、广东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 569 家。

同时，荔湾区建设新三板金融生态圈。广州市科

技局、荔湾区和广州地铁集团联手打造华南新三板大

厦暨风投创投中心。项目第一期以 18 万平方米荔胜广

场为中心，重点打造新三板综合服务创新平台和新三

板企业孵化器 ；第二期以岭南 V 谷、立白综合科技园

等创新科技园区为平台，扩展到海龙国际科技创新产

业区、白鹅潭产业金融服务创新区，为新三板企业发

展提供总面积 100 多万平方米的后续场地支撑。其中，

荔胜广场已经投入使用，并正在招商。

以华南新三板大厦暨风投创投中心为中心，荔湾

正在吸引着一大批新三板企业、风投创投机构、产业资

本证券公司，形成一个新三板企业集聚发展的生态圈。

优化提升创新发展环境，增创荔湾发展新优势

创新发展是活力的源泉，是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

又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荔湾围绕广州

市 IAB+NEM 产业发展目标，积极融入国家、省、市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部署，打造产业发展新动力源，着

力构筑荔湾产业体系新支柱。 

医药大健康产业。荔湾区集聚了广药集团、国药

控股、大参林、大翔药业等一大批医药龙头企业，拥

有近 2000 户医疗器械市场主体，已形成集制造、批

发、销售、物流、信息、研发为一体的全产业供应链。

现有两家获得国家部委核准的医疗专业批发市场，清

平中药材专业市场是国家批准开办的全国中药材专业

市场。在发挥传统医药产业优势的同时，不断推动企

业创新发展，打造了七乐康“互联网 + 医疗”大白云门

诊、360 大健康的“互联网 + 大健康”和百家医道的“互

联网 + 社区医疗服务”等项目。荔湾将大力推动区内

龙头企业设立“粤港澳医药健康产业联盟”，持续深耕

生物医药行业。打造大坦沙健康生态岛，建设以广州

呼吸中心为代表的高层次健康研究中心，借鉴新加坡

诺维纳健康城的成功经验，吸引国内外知名医疗服务

机构进驻，大力发展高端健康管理服务产业。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智慧健康城，依托广州国际医药港建

设大健康产业综合体，建设华南首家 Medical Mall（医

疗商城），引入中西药销售、医疗器械、医药研发、健

康产品、医药金融、健康管理、大健康产品检验检测

等全类型健康产业企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努力引进和壮大一批具备

较强实力、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工业

互联网解决方案服务商。推进裕申电子关于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PCB 行业）项目建设，打造区内

成功样板，以点带面推动区内其他企业开展各自垂直

领域工业互联网二级节点建设工作。推动区内工业企

业运用工业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实施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升级，运用“上云上平台”提升企业信息化能力。

人工智能产业。通过成功举办荔湾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大会，全省首个发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意见，推

动人工智能向纵深发展。区域内龙头企业唯品会联合

其他企业、高校、园区商会等组建广州市智能物流联盟。

广州市内首家阿里云创新中心落户荔湾岭南 V 谷鹤翔

小镇创意园。依托唯品会、广药集团等龙头企业在大

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的优势，通过打造服务珠西“六市

一区”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区，加快荔湾人工智能研发基地和孵化基地

的建设，打造省市级人工智能开放平台，重点推进“AI+

电子商务”“AI+ 大健康产业”“AI+ 先进制造”等方

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D 打印产业。荔湾区现有广州市服务型制造业集

聚区·3D 打印产业园，是广州市唯一一家以 3D 打印

技术产业为载体的集 3D 打印产业设计、研发、软件开发、

整机制造和材料供应为一体的新业态产业园区，成为

全国唯一一家以 3D 打印产业为载体的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成功引进了华南理工大学增材制造实验室。

近三年，该园区企业数量保持高增长，增速 40% 以上。

正在组织成立广东省 3D 打印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争

取引进更多 3D 打印龙头企业，加快产业集聚发展。

多管齐下打造营商环境，增强高端要素吸引力

荔湾是“千年商都”，具有深厚的商业底蕴和发达

的商业根基。荔湾正在进一步释放民间经济发展活力，

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打造现代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新高地，推进“千年商都”向“现代商都”转型。

作为“千年商都”核心区，荔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前沿阵地，荔湾人“敢为天下先”，始终能够把握时代

发展脉搏，勇于创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

宾馆白天鹅宾馆、全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上下九步行街、

全国第一个可以自由贸易和议价的国营河鲜货栈、改

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个体户都诞生在荔湾。

目前，全区专业市场超过 160 个，其中，广东塑

料交易所发布的“塑料所·中国塑料价格指数”为国家

级价格指数 ；站西鞋城是全国最大的鞋类产品出口地，

被评为“广东省鞋业国际采购中心”；华林玉器市场囊

括广州玉器交易总量 90% 以上 ；区内茶叶市场群基本

形成全国茶叶行业的“广州价格”，成为带动华南、辐

射全国、影响东南亚的茶叶集散基地。

2019 年 3 月初，《荔湾区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发

展若干措施》发布，推出 6 个方面 25 条惠企政策“大

礼包”，实实在在的政策让企业家对荔湾投资营商环境

充满肯定与信心。

在荔湾，企业可以享受更加便利的“互联网＋政务

服务”，一系列的改革减少了企业发展的制度性成本，

更有一系列惠企扶持政策，覆盖企业发展全周期、全

要素，给企业更多利好。初创企业、成长型企业和大

型企业均可以在荔湾获得不同的政策扶持。

白鹅潭产业金融服务创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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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胜“芯大厦”，寒冬中的聚变内核
文  梧桐 李嘉冰

从“中兴事件”到“华为危机”，在中美激烈博弈

成为常态的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将从过去 40 年

对外开放带来的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全球化市场的

红利，转向内生性的国内市场以及原创性的科技和模

式创新。

而国内经济正处于“新常态”发展阶段，宏观经

济整体趋势下行、增速持续放缓。在严峻的局势下，中

国经济发展不可能再回到只依靠出口和房地产的老路

上，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通过“中国制造 2025”和“去

房地产化”来为实体产业固本强元、转型升级，努力

扶持新经济要素、培育发展国内市场。

 

逆风而起，机遇应运而生

新的经济形势下，众多企业面临凛冬的考验，建

智的工业地产业务却逆风而起，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

过去 20 多年里，虽然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大形势下，

建智的工业地产业务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已自持 50 多

万平方米的土地，所开发的物业类型包括 ：为跨国企

业定制的生产厂房、为世界 500 强定制的超大型仓储

配送中心、为大型电子企业配套的公寓宿舍、为外国

教育机构定制的学校、幼儿园等等。但总体来说，建

智工业地产一直属于较为小众的领域，较少为大众所

关注，因而能利用的外部资源也较少。但近年来，随着

政府对于房地产业的调控加强、对实体产业和科技创

新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加大，由于建智在招商引资、产

业地产运作方面的独到经验，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

投资机构主动向建智接洽基于实实在在的产业引导和

产业培育的工业地产项目合作，这是建智在新形势下

最大的机遇。

砥砺深耕，凝聚坚实内核

建智一贯的理念和业务传统就是做好两件事—

为地区招商引资、为产业客户提供综合服务。不同于房

地产等领域高周转、快进快出的节奏，建智在产业招

商与服务领域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深耕，以长周

期、略显愚拙的方式深挖护城河，不断强化自身“内核”，

积蓄“聚变”的力量。广胜科技创新中心“芯大厦”便

是其中一个缩影。

广胜科创中心（下称“广胜”）位于 “华南黄金三

角核心区”广州开发区，是由建智集团旗下的工业地

产事业部推出的具有示范性效果的科技创新产业园

区，也是广州市“一核双城多点”战略布局中非常关键

的科学城“芯片设计极”。广胜园区内第一栋楼已有国

内领先的 20 多家芯片设计企业抱团进驻，是广州科

学城唯一的芯片设计产业基地，预计实现产值 20 亿

~40 亿元，可谓广州市内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数量最集

中、聚集产值最大的写字楼，被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周亚伟亲自授予“芯大厦”的美誉称号。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建智在产业招商和企业

服务领域的长年深耕，催生了广胜园区精准可行且具

有前瞻意义的发展定位。时间追溯到两年前，彼时广

州市政府开始推动制造业升级的“IAB”战略，广胜

在策划项目定位时，首先对政府最新产业政策、大项目

招商动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确定了集成电路及

芯片行业的领域是最符合政府期待、也是政府准备了

大量政策资源的产业引进方向。进而，对粤芯半导体

芯片制造项目—广州第一家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工

厂进行调研分析，从而确定了项目的招商定位—围绕

“粤芯”这个核心节点，聚焦于“芯片设计”这个可以极

大助力充实产业生态的产业链配套环节。

科技人文，活化产业生态

结合多年的企业服务经验、各行业资源积累，以

及对 IAB 精英企业群需求的洞察，广胜打造了精准的

策划定位、专业的招商运营，高效聚集了政策资源、行

业资源、第三方专业服务资源、金融资本资源，“芯大厦”

不再是单一的物理载体，而发展成为充满活力和成长

性的产业生态体系。

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广胜“芯大厦”提炼“芯

片设计企业群”的需求共性—为高素质人才创造最

有利于发挥创意才能的工作氛围，确定了“科技人文”

的项目设计主基调，并在工程建设、设施标准、服务

配套等方面的决策和执行上一以贯之。

●园林景观：充满科技感与环境舒适感的“美丽

异木棉科技园”。

●工程标准：采用甲级高端写字楼的规格标准。

●智能餐厅：由建智旗下、广东省第一、中国团餐

十大领军企业—“中味”餐饮全力打造旗舰级智慧餐

厅，提供高端特色餐饮服务。

●管家服务：聘请全球著名的高力国际携手建智

集团旗下的乐飞物业，为广胜园区提供国际化水准的

物业管理服务；同时，配备专业的科技、商务和基金团队，

为芯片企业的项目申请、政策申报、日常运营、并购重

组和投融资服务等需求提供精准的配套服务。

●智慧园区：建 智 旗 下 的 互 联 网 产 品 团 队

INVEST101 自主 研发“智 慧 园区 系 统”“园区管 家

APP”和配套小程序，为入园企业提供极大的便利和

丰富的体验。

●行业平台：入驻广州市第一个专业服务半导体

产业发展的行业协会—广州市半导体协会及半导体

行业展厅。作为广半协的常务副会长单位，广胜园区将

与园内外同行企业互享资讯、互通资源，加速行业资

源在园区的汇聚效应。

实践证明，精准、贴心的园区环境及配套，加上

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加持，最终合力促成了以 IC、IT、

AI 等行业为主的一批尖端信息技术企业群，包括晟矽

微电子、裕芯电子、摩尔精英、汇电云联等知名企业集

中进驻的可喜局面。“芯大厦”不仅有望成为单位面积

产值最高的芯片主题载体，也将成为解决广州市集成

电路产业“设计企业偏小、制造环节空白、封测行业不

强”问题的重要力量。

建智集团的工业地产事业部伴随建智 20 多年的

成长，致力于通过园区开发运营，帮助地方政府和产

业项目之间互相实现最佳匹配。广胜“芯大厦”是建智

首次对一个行业性的需求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并充分

运用集团体系内的各方专业资源力量（策划、工程、招

商、科技服务、团餐供应、商务咨询、物业管理、人力

资源、互联网技术等），为地方区域的产业发展倾力打

造的一项示范性成果。未来，建智希望以“芯大厦”为

样板，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拓展开发出更多符合地

方产业发展需求的不同行业主题的专业化园区，为地

方经济发展和企业客户伙伴创造更多价值。

广胜科技创新中心“芯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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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银瓶创新区,国际智造产业新高地
文  蒙洁华

更优惠的政策，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政府负责社会

管理、推动城镇化、征地拆迁等 ；粤海则利用其强大

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社会资源，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

支持，同时加强园区业务、服务和管理能力，创新组

织架构，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维持园区的可持续性

发展，为园区铸就一套超强的软实力。

园区重点面向精密五金、机器人、电子电气、新能源、

新材料、医疗器械等六大产业及上述产业的关键配套

产业，提供标准厂房、定制厂房、园区共建三大合作

模式，以丰富的土地储备（8000 多亩工业用地）、优质

区位（离深圳福田区 50 公路）、雄厚的产业基础（完善

的手机和电子产业链条）、完备的配套设施（产城融合）、

无忧式园区服务（技术、人力资源、产业金融、产学研

等）为入园企业提供宜居、宜业和宜学产业发展平台。

目前，粤海产业园已成功落地粤鲲智能制造项目、

粤海智造中心、粤普电商物流园项目，并已启动电子

电气互连产业园、北大医疗产

业园、粤海福田科技创新园等

项目，并成功引入普洛斯、乔

合里、中广核技、德彩、顶峰、

双宇、志享、宝盛光电等知名

企业。粤海产业园入选《中国

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标志着

园区建设进入了国家创新战略

层面。坚持改革创新，加快促

进园区健康发展，形成新的集

聚效应和增长动力，将切实为

东莞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

贡献。

多措并举，汇聚大湾区人才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

创新核心，创新是发展的推动

力。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

人才的竞争，完备的人才服务

体系可以有效吸引优质企业入

驻，龙头企业带动园区内上下游企业和周边产业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

粤海置业在广纳人才方面早已做足了准备 ：一是

市场化的薪酬 ；二是适当的业务授权和考核激励 ；三

是通过投资扩张战略，创造更多更有价值的岗位。

在粤海置业管理的园区，将联合政府参考深圳湾

科技生态园模式，利用政企合作机制推出吸引人才政

策，包括购房、医疗、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减免等。

另外，在打造区域环境方面，政企双方将按规划把东

莞粤海银瓶合作创新区、粤海产业园打造成为产城融

合的、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现代化产业新城，通

过持续改善环境吸引人才。东莞制定一系列招商引资

政策改善区域投资环境，打造“湾区都市，品质东莞”，

也有助于粤海银屏创新区招商引资和吸引人才。

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产业链

当前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这将给业务主要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粤海置业带来挑战，也带来了机遇。面

临的挑战主要是所运营园区中主要出口市场在美国的

入园企业，将面临难以承接输美订单的挑战，并且面

对东南亚的竞争。

粤海置业投资 ( 国际 )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海鹏

表示，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国家将出台一系

列政策、措施推动湾区发展，吸引更多人才、资本、品

牌等资源参与区域的开发建设。整体上区域核心竞争

力的提高，有利于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人才引进、技

术合作等，也有助于区域内企业“走出去”，布局东南

亚和其他一带一路国家。

为应对当前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较多的经济形

势，粤海集团推动产业与城市协同发展，持续推进政

企合作开发、运营管理服务等机制创新，全面开拓从

园区开发、产业发展、园区运营到资本运作的全产业

链业务。探索推进与香港科技园、数码港的合作，争

取打造成为香港与内地深度合作的特色产业发展平台。

为了提高产业园抗击风险的能力，粤海置业努力

提升园区服务水平，并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比如聘

请新加坡裕廊国际帮粤海产业园做概念性总体规划，

聘请日本专家审核园区的规划，到日、韩、瑞士等地

招商，聘用新加坡籍的专业人才，与普洛斯合资（各

占 50% 股权）开发电商物流园等。粤海置业主要以中

国制造 2025 为方向，来打造产业集聚基地，实现产

业转型升级，融入到全球的产业链中。

处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枢纽，未来，东莞粤海

银瓶将发挥创新制造高地的优势，深度融合粤港澳大

湾区科研、金融、产业资源，增强湾区产业与“一带一

路”产业融合发展。

广东是改革开发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现

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参与全球城市群竞争，广东将迎来

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粤港

澳大湾区的制造重镇，东莞结合自身的发展优势，重

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制造中心。东莞市编制了“东

莞制造 2025”，力推东莞产业转型升级，并依据广深

科技走廊编制自己的发展规划，东莞市着力发展广深

科技走廊创新节点。

同时，为了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打造

珠三角地区新经济增长极，东莞作为广深科技创新走

廊制造业发展核心集聚区对产业园经济进行了积极探

索。其中，广东粤海装备技术产业园（或称“粤海产

业园”）是东莞市政府与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粤海集团”）深度合作、重点打造的粤港澳大

湾区产业发展大平台。

2018 年 12 月 28 日，粤海产业园迎来了开园盛典

暨首批优质项目集中签约仪式，这标志着广东省首家

省级高端制造业园区正式开园营运。东莞粤海银瓶合

作创新区，将成为国际智造产业新高地，为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大平台奠定坚实基础。

粤海产业园，创新优势突显

东莞粤海产业园是东莞粤海银瓶创新区的重点项

目，是东莞市政府与粤海集团合作开发的新型政企合

作项目。粤海产业园位于东莞东部谢岗镇，占地 17.4

平方公里，总投资额超过 600 亿元。园区积极开创“前

店后厂”模式（深圳为店，负责销售与研发 ；东莞为厂，

负责制造基地），致力打造国际智造产业新高地、粤港

澳大湾区的创新制造基地、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型

示范区。

东莞粤海银瓶创新区作为粤港澳湾区、广深科技

走廊的创新高地，明确定位为 ：华南“智造”产业示范

基地、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先导区、深莞惠一体化合作

重要平台，东莞东部智慧新城，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

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

该园区拥有创新政企合作模式，此模式充分整合

了政府和粤海集团资源，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

广东粤海装备技术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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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蝶变，中新知识城展翅
文  胡万程 邓云桥 陈建龙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

机遇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创新载体和“广深

港澳科技创新走廊”起点和核心创新平台，中新广州

知识城以上升为中国和新加坡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为

契机，正释放出强大的创新活力。

中新广州知识城位于广州市的地理几何中心、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北部，规划总面积为 178 平方公里，

规划总人口 70~100 万，是中国与新加坡的国家级双

边合作项目，是广东省与新加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中

新广州知识城聚焦 7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统筹生

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着力建设五大价值创新园区。

目前，中新广州知识城正以知识经济为创新模式，汇

聚高端产业与人才，打造成为一座经济、人文与生态高

度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宜居之城。

2019 年 5 月 27 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

瑞杰一行来穗考察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市委书记张

硕辅陪同考察并与王瑞杰一行座谈合作与发展。

作为中新合作重要载体平台，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深度参与知识城南起步区和后续阶段开发

建设，携手中新双方共同推动知识城在科技创新、城市

建设、知识产权、人才交流与培训、招商引资等领域的

合作，助力知识城成为中新全面深化合作的新标杆。

未来之城规划

中新广州知识城于 2010 年正式奠基成立，发展

至今已具有未来城市的雏形。

这座“未来之城”在成立之初被人们寄予了厚望。

追溯契机，2008 年 9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领由 400 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访

问新加坡，希望借鉴新加坡在城市建设与经济转型的

先进经验，打造粤新在广东的标志性项目。项目采取“企

业先行、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模式，由中国及新加

坡国有控股企业联手发展。

一座“新城”的拔地而起，最首要的自然是城市

规划。知识城概念性总体规划和南起步区的城市总体

规划由新加坡原国家总规划师刘太格构思设计。这位

享有“新加坡规划之父”美誉的设计大师，采用新加

坡先进的规划建设理念，以岭南山水特色、绿带和周

边地区构成区域生态网络系统。

发展规划包含了高科技商业园区、住宅区、零售

商业区、休闲区和包括社区中心在内的公共设施。绿

色连接廊道与湖泊水系交相成趣，而大型绿化带则将

知识城分割成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区域，共同形成

了贯穿整个知识城的生态网络。

高端产业集聚

有了完美的规划，短短九年里，中新广州知识城

以惊人的“知识城速度”—从衣食住行到产业、教育、

医疗等各方面展示着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

交通上，广州地铁知识城支线的开通，带动着城

区血脉的流动。通过规划，广州知识城将建设 8 条轨

道交通线、5 条高速公路和 7 条城市快速路，组成骨

干路网，通达白云机场、广州市中心城区及周边城区，

构成“南北贯通、山海相连、东西合璧、互联互通”的

现代交通枢纽。

2012 年 3 月，知识城第一个综合性科技产业园区，

广州知识城腾飞科技园奠基，现已投入使用，吸引了大

量企业扎根。2014 年，凤凰湖作为知识城“两湖三河

一廊”生态项目建设的重要工程顺利完成。中山大学

肿瘤防治中心知识城院区已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动工，

位于知识城南，占地 75 亩，计划于年底试运营。知识

城不仅要建肿瘤中心，也要建设一所三级综合医院—

知识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计划于 2021 年建成并

交付使用。2019 年，知识城南起步区大型商业综合体

绿地缤纷城也即将开业。

人是城市发展的基石，而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加之政府的政策引导，知识

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创新创业和高科技企业入驻。

目前，知识城已累计注册企业 1524 家，注册资

本 1333.83 亿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10 亿元，

建成南北起步区道路（含改造）约 50 公里，在建重大

项目 79 个，累计 14 个产业项目竣工。引进了 GE 生物

科技园、百济神州、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冷泉港实

验室等国内外顶尖项目和研发机构。全部项目建成后，

将实现工业产值约 2500 亿元，科研、商贸及服务业

营业收入约 1500 亿元，打造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018 年 11 月 30 日，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年内第

四批项目动工活动在中新广州知识城集中举行，本次

知识城内动工的 14 个项目涵盖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医

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检验检测服务、民生等多个领域，

总投资近 200 亿元，达产产值 800 亿元。其中知识产

权综合改革试验区、康方药业、奥飞动漫硅谷、康融

东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价值创新服务中心等五个

项目达产营收将超百亿。

知识新城蝶变

基于中新战略合作平台，这座发展中的新兴之城，

将集智慧、生态、学习三大发展主题为一体，探索实

施全新的城市发展战略，逐步成长为创新知识型产业

中心和理想的宜居城市。

在新的一年里，知识城的建设同样马不停蹄，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科技孵化器创新载体建设方面，清华珠三角研

究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基地项目由清华珠三角研究院与

科学城集团投资建设及运营，共同建设产业科技研发中

心，培育并形成产学研资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综合生态

体系，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战略服务平台。

宝洁新智造项目将在广州开发区西区、广州知识

城北区两大生产基地内分别建设“新智造”中心，融信

息中枢调度、生产线智能改造、电商客户化定制及分

拨于一体，面向大湾区重塑宝洁柔性供应链体系，建

设上下游全链路、全生态协同创新平台。

在交通道路方面，知识城将新建、改造改革大道、

美玉六路、技术六路等 3 条城市主、次干道，对道路、

桥涵、给排水、照明、交通、电力管沟等交通道路硬

件进行全要素提升。

在人才招揽方面，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与知

识城携手共建广州知识城智库，大胆探索“政府主导、

国企主办、市场运营”的合作共建模式，通过市场化

运营手段，实现“引知引商引资引技”，以高端思想集

聚高端资源、高端人才、高端项目，共同打造集思想库、

人才库、项目库、动力库“四库合一”的“金库”，为广

州知识城推动高质量发展，率先实现“四个走在全国

前列”提供强大智力支撑。

九年蝶变，一座产城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城市正傲

然崛起。构想转化成现实，需要汗水和智慧的不断灌溉，

如今知识城的雏形已现，正展开双臂欢迎更多创新创

业的人才的到来，打造成知识创新高地、中新合作标杆。中新国际智慧产业园

中新广州知识城南起步区全景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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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江东新区崛起，
全面融入湾区建设
文  文芳

源流动集聚，未来，河源与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一体化

发展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

江东新区创新产业发展

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有产业，才能为

城市发展聚财气、吸人气。2014 年 5 月，江东新区正

式揭牌成立，辖两镇一街（临江、古竹、城东街道）、

面积 434 平方公里，拉开了河源二次跨江发展的序幕。

2015 年 5 月，江东新区产业园被认定为广东省级产业

转移园，是广东省 12 个新区中首个通过省里认定的产

业园区。园区总规划面积 21 平方公里，其中起步区开

发建设 7.71 平方公里，是江东新区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018 年，河源江东新区列入省、市重点的项目有

14 个，跨区域 项目 1 个，成 功 举 办“1·3·6·9·12”

江东新区系列经贸活动，密集对接多家大型央企、国企、

私企和机构，引进了一批优质、高端、具有行业领先地

位的企业项目。

走进江东新区产业园，项目建设的“热浪”迎面

而来。总投资 15 亿元的中国联通·河源云数据中心项

目，一期工程已经竣工，简约现代的建筑外观吸人眼球。

该项目运营后，将把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核

心技术运用到强政、兴业、惠民等领域，不断提升信

息化对河源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是支撑“数字

政府”和“4K 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精密新能源汽车部件智造产业基地项目，于 2017

年 8 月签约落户江东新区，由深圳 A 股上市公司、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全球精密零部件供应商—深圳

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25.5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项目达产后预

计每年实现营业收入 30 亿元以上。

轩朗光学科技项目是落户园区最先投产的项目。

从 2016 年动工建设，项目实现了当年动工、投产、上规，

到 2018 年全年产值已达到 4 亿元。轩朗实业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立项申请 1 天办理完毕，技改审批当

天办理完成，从投资意向到项目投产用最短时间办好

了所有手续。这张耀眼的“成绩单”背后，我们看到了

“河源速度”！

河源江东新区产业园区交通便利，距离广州和深

圳直线距离均在 150 公里左右，处在连接粤东西北与

江西省的交通枢纽节点，与河源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

隔江呼应，是河源跨江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产业园

区遵循“产城融合”的规划发展思路，全力推进产业

发展、商业繁荣、人居环境配套“三位一体”。产业园

区结合自身优势和发展定位及周边的产业基础，大力

发展现代优势产业集群，加快形成大数据、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主导产业。河源江东新区

产业转移工业园于 2018 年 8 月正式纳入深河产业共

建范围，享受深河产业共建政策。新区产业园区截至

2018 年底，园区签约项目共 28 个。

目前，河源近 5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0% 以上

工业总产值来自大湾区。作为江东新区工业发展的主

战场、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高端产业延伸区和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的重要承载地，江东新区产业园

为支撑新区长远发展提供着造血供血功能。积极对接

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高标准推进产业园区建

设，积极对接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着力搭

建创新平台，河源江东新区无疑将进一步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为促进河源市经济崛起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

河源江东新区位于东江东岸，于 2013 年开始筹建，2014 年 5 月 20

日正式挂牌成立，下辖临江镇、古竹镇和城东街道，总面积 434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约 15 万，是河源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位为河源未来城市

发展核心。

为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成河源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

市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和核心功能平台，河源江东新区主动对接广东省“一

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按照生态河源、现代河源“两个河源”建

设思路和新区是河源未来城市发展核心的发展定位，全力推进实施“三点

三带四组团”战略发展布局，努力把河源建设成为全省绿色发展的示范区、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排头兵。

河源全面融入大湾区建设 

河源全力加快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对接，优先规划建设连接粤港澳

大湾区的高快速骨干交通体系，全力推进赣深高铁、武深和河惠莞高速、

东江航道复航升级以及通用机场建设。加快构建立体、便捷、高效的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现与大湾区交通的快速通达、便捷体验。赣深铁

路开通后，河源与深莞惠的“同城效应”将越发凸显，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一

小时生活圈”。河源正全力推进交通设施建设“868”工程，正迎来全新的

“高铁时代”“飞机时代”，开通后河源到深圳、广州车程只需 40 分钟，到

香港九龙仅需 54 分钟，将全面融入“珠三角 1 小时经济生活圈”。

河源全面对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建立与国际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相

衔接的制度体系，构建与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积极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通道和重要物流节点，加快无水港、区域物

流分拨中心等平台建设，重点推动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申报工作。

从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政策支撑等方面加快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推进与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

河源创新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将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产业链精

准招商，健全产业招商联盟、市县

招商联动机制，着力引进一批大湾

区高端优质产业项目。全面落实省

“实体经济十条”“外资十条”“金

融 十 条”和 市 惠 商“黄金 十 条”，

强化政策吸引力，努力吸引更多优

质企业来河源设立区域总部、研发

中心、生产基地。

河源大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将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刻转变

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

关系，大力压减办事的手续和时间，

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河源将进一步

减税降费，完善企业投资管理体制，

努力打造与珠三角同等水平的国际

化、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

环境。加快建设面向大湾区的创业

创新、宜居宜业环境，推动大湾区

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要素向河

开发建设中的河源江东新区产业转移工业园

中国联通·河源运输局中心一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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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新起点，迎接大湾区建设
文  黄靖芳

在如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历史机遇期，每

座与之相关的城市都在寻求新的发展契机。作为毗邻

珠三角，有着紧邻大湾区优越区位条件的云浮市，也正

在迎来前所未有的上升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打造成知名的世界级创新城市

群，在广东全省“一核一带一区”的区域发展格局中，

云浮的定位非常清晰。她紧邻核心区、大湾区，同时地

处环珠三角经济带，既有融入“一核”、协同“一带”的

天时、地利，又有链接和助推“三大功能区”协同发展

的重要节点作用。云浮将充分发挥特有优势，立足北

部生态发展区的功能定位，统筹做好承接核心区和大

湾区产业、城市功能疏解等各项准备，积极谋划创建

服务保障大湾区的产品集散地和物流配送中心，一手

抓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抓与“一核”“一带”协同发展、

差异化发展的联动机制建设，全方位提升跨区域合作

的质量层次。

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

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将会打造成最有活力的

世界级城市群，而云浮也会集全市之力主动、全面地

融入和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使其成为汇聚高端资

源的高地。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和增强大局意识的基

础上，云浮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尝试，力图更新发展观

念并奋力实践。

具有现代产业体系的城市必定需要有自己的优势

项目，云浮在制定对接大湾区发展的规划中，相对应

地发挥自身产业优势，着重构筑好园区、交通、信息

和政策四大平台，努力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在

互利共赢中谋求发展。同时借着政策机遇，云浮也在

补齐短板弱项，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农

业产业优化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培育、现代服务

产业提速发展、重大工业产业项目落地等“五大产业

发展计划”，形成“一区多核、强势拉动”的产业布局，

着力构建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商业与营商环境息息相关，营商

环境足够好才能长久地吸引资本，为城市带来可持续

的繁荣。云浮在构建立体交通互通平台和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上卓有成效 ：目前“六纵六横”的交通大动脉

已经初步形成，黄金水道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

铁路、城市轻轨、地方公路之间形成无缝对接。一条

与大湾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交通网络雏形已现，高品

质的交通服务体系正在构建。政府的管理理念也随之

更新，云浮市政府紧紧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个“牛鼻子”，

加快推进“信用云浮”“智慧云浮”“数字政府”建设，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落实“实体经济十条”“外资

十条”等重磅措施，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营造公平

透明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资本和产业落户，全力打

造投资“洼地”。

目前云浮在先进装备制造业方面已形成一定产业

规模，先进装备制造业合作示范基地已成势成形，接

下来将会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原有的产业

基础上，云浮会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实施“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创新制造、优质制造、

集群制造、绿色制造”六大工程，重点发展氢能源汽车、

汽车零配件、石材机械装备、农牧机械制造等先进装

备制造产业，不断强化产业链竞争优势。

由此而言，富有创新意识的资源高地正在逐渐成

型。当下，云浮正在着力推动“云谷”“氢谷”“药谷”

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落地建成，燃料电池研发生产、

氢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和示范推广运营、氢能源建设等

基础设施正是云浮的优势区位。

地理条件上而言，云浮和广佛肇产业互补性强。

凭借这种优势，云浮正加速推

进“广佛 肇 云”一 体化 发 展，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构建开放

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四市

间的统筹谋划和协同合作进一

步加强，进而推动创新、管理

等要素对接流通，走共融共赢

之路。

建造生态共同体

未 来 的粤 港 澳 大湾区 既

会成为世界的创新枢纽，也会

打造成 人文湾区、生态湾区。

因此云浮在建造生态共同体上

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守住了自

己的“绿水青山”，让云浮人民

见到蓝天，享受蓝天。

云浮在大力建造北部生态屏障，依法划定好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

为大湾区守住“源头活水”，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云浮还会同广佛肇谋划西江生态保护和西江

沿线产业布局，高水平、高起点打造西江生态走廊，为

大湾区建造“生态氧吧”。

云浮在大力建设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上

下了很大功夫，科学地布局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

态空间，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加大古村落保护和修复

力度，聚力打造高水平山水城市，为大湾区创建康养休

闲的首选地。贯彻落实广东省委“在高水平保护中实

现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坚持“生态立市”“绿色崛起”

发展思路，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和绿色产业体系，培育

发展集生态养生、生态观光、生态农业、生态文化为

一体的生态旅游产业集群，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的转化路径。

凭借生态上的优势，云浮在成为大湾区绿色农副

产品供应地的目标前大有可为，如今已在大力推进农

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农业主导产业，加快构建

现代特色农业全链条产业体系，打造全国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加强与大湾区食品食用农产品合作，

增加品质优良、种类丰富农副产品进入大湾区的份额，

努力成为适配大湾区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地。

在云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其所发挥

的影响力也会进一步加大。未来的云浮，将会形成开

放包容的文化氛围，通过优越的经济和生态环境吸引

人才，催生新产业、新成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

供重要的支撑作用。

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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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创新引领可持续发展
文  江瑜

2019 年是达能品牌的 100 周岁。从 1919 研制第

一杯酸奶至今，达能已发展成为业务遍布六大洲、产

品覆盖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食品公司巨头。

中国是达能的第二大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初，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达能于 1987 年成立广州达能酸

乳酪有限公司，成为第一批进驻中国的外企。经过 32

年的努力，达能不断拓展其业务领域，在中国已拥有 8

家工厂，全部核心业务均在中国市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2018 年，达能销售总收入达 247 亿欧元。

如今，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粤港澳各领域合

作不断深化，国内营商环境日趋国际化、便利化。面

对新的发展机遇，达能一方面顺应消费升级态势，不

断推出更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另一方面通过

不断创新，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消费升级，引领饮食与健康革命

在消费升级的今天，中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规模稳步扩大，消费者对健康营养食品的需求不断增

加，达能表示，这与其“饮食与健康革命”的企业理念

十分契合。在基础乳制品和植物基产品、饮用水和饮料，

以及专业特殊营养三大业务下，达能持续关注并发展

健康且具有增长潜力的产品品类。同时不断优化产品

的营养品质，每年对 30% 的产品进行营养价值的改善，

满足消费者从“好吃”向“吃好”转变的需求升级。

目前，国内饮料市场开始向植物蛋白饮料、茶饮

料、饮用水等方向发展，植物蛋白饮料逐渐被新一代

消费者偏爱。针对这一需求，达能与蒙牛联手，将美

国知名植物营养知名品牌 Silk（植朴磨坊）引入中国，

推出主打年轻人和都市白领的美式豆奶。同时，达能

在中国创立的饮料研发中心，开发适合亚洲，尤其是

中国当地消费者健康需求和口味偏好的产品。通过创

新“脉动”配方和推出包括添加膳食纤维在内的全新

“脉动 +”，率先完成了所有饮料产品的减糖目标，成

为中国市场低糖维生素饮料的领导者。

而在专业特殊营养领域，达能也在持续发力。达

能的专业特殊营养板块包括生命早期营养品和医学营

养品。在生命早期营养品生产方面，达能利用位于荷

兰和新加坡的生命早期营养研发中心的科研力量，不

断致力于母乳研究、肠道功能发育、肠道微生物群、

免疫系统，以及婴幼儿的生长与代谢等领域的专业研

2018 年11月，达能携旗下20多个品牌的近 80余款产品亮相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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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开发区金控，力推大湾区创新发展
文  荣智慧

广州开发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广州凯得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区金控”）成立于 1998

年，是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为拓展资本经营和资产经营、

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我区经济发展而设立的国有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发展为以科技金融服务、科技

战略投资、科技价值园区为主业的大型区域金融控股

龙头企业。

广州开发区金控现有控股企业 12 家，参股企业

70 余家，是联讯证券（830899.OC）、穗恒运 A（000531.

SZ）和利德曼（300289.SZ）的控股股东。在科技金

融服务方面，拥有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种子、VC、

PE 和并购等基金）、融资担保、小额贷款、融资租赁

以 及 股权 交易、知识产权 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等多

层次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在科技项目投资方面，充分

利用开发区作为广州实体经济主战场、科技创新主引

擎、对外开放示范窗口的优势，投资参股一批世界顶

尖重大产业项目，包括与 LG Display 合作共同投资

超 800 亿元打造广州“全球显示之都”，携手百济神州、

诺诚健华共建国际生物医药产业战略高地等。在科技

价值园区方面，旗下建设运营的园区物业约 350 万平

米（含在建），包括创新创意大厦、孵化器、加速器、

总部经济区、知识城国际驱动创新中心等华南地区乃

至全国规模最大的产业园区集群，入驻企业 600 多家，

大部分为 IAB、NEM 等高新技术企业。

截至 2019 年 3 月，公司注册资本 103 亿元，总资

产 600 亿元。为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主

体信用评级“AAA”级，是广州金融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广州市新三板企业协会秘书长单位、中国技术创业协

会副理事长单位、广州产业园区商会常务副会长。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

为深入落实国家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

大战略，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合作，促进粤港澳三

地合作共赢，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

广州开发区拟发起设立总规模约 2000 亿元的国家粤

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基金。开发区金控作为大湾

广州科学城孵化器ABC组团

发，提升产品质量，为孩子在生命早期阶段提供更多的营养。今年 3 月，

达能位于荷兰纽迪希亚克伊克的新生产基地正式成立，将为中国市场提供

优质产品，特别是“诺优能”等婴幼儿奶粉产品。

达能发布的 2018 年财报显示，中国生命早期营养品的市场销售额约

占达能全球生命早期营养品总销售额的 30%。在医学营养品领域，中国市

场更是成为达能医学营养品业务的主要增长来源之一。截至目前，达能在

中国特殊医学配方食品领域已经拿到了 4 个配方注册，为中国消费者带来

更多医学营养品。其中，纽迪希亚旗下的纽康特氨基酸婴儿配方粉，是国

内第一批通过特医食品注册的产品，率先获得中国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

食品注册 001 号。

2018 年 11 月，达能携旗下 20 多个品牌的 80 余款产品亮相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作为首批签约进博会的食品企业，达能充分利用进博会这个

平台，帮助和促进中国消费者购买更多高附加值的、创新的食品，满足中

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健康饮食需求。

创新管理，创造可持续价值

达能企业从创立之初至今，仍保持着巨大的活力。2018

年达能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了“达能 2030 年目标”，将

驱 动 长 期 可 持 续 价 值 的 创 造 以 及 实 现“One Planet.One 

Health”的公司愿景。

为了实现可持续价值的创造，达能不断创新企业管理与

员工参与模式。2018 年，达能发起了一个“One Person, One 

Voice, One Share”项目，建立起一个让全球十万达能员工

都对本地和全球层面对公司议程和达能发展发表自己的意见

的内部平台。同时，每位员工都能分得一股达能股票，进一步

激发了员工的主人翁精神。

不仅如此，达能在中国开发了一些颇有特色的项目，例如

达能中国青年人才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全部都是 24 岁到

29 岁的 90 后。他们被鼓励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大胆创新的想法，

增强年轻一代在业务决策上的参与度，为公司业务决策做出

贡献。2018 年，达能获得由杰出雇主调研机构颁发的“2019

中国杰出雇主”认证。

另一方面，达能不断创新旗下的产品。有三个 2018 年数

据能看出达能在创新上下的功夫 ：

总销售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自创新，

创新产品面世的速度提高了 40%，

向开创健康食品未来的初创企业

投资了约 1 亿欧元。目前，达能在

全球范围内拥有多家研究与创新

设施，将前沿食品生产科学和技

术带到各地。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

进，政府部门通过建立健全企业

创新服 务平台，为企 业创新发 展

提 供有了强有力的支撑，这为新

时代达能在中国的创新提供了重

大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达能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也依赖于社会目标与

商业目标并重的企业文化。近几年，

达能通过为中国学者的膳食营养

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对外开放

其专属的 1800 种菌株藏品供世界

学术机构研究使用，发布《达能营

养承诺》、对旗下各类食品定下了

明确的营养标准等实际行动，践行

“One Planet.One Health” 的 理

念，承担起一个企业应承负的社

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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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智慧助园区升级，空间格局优化享湾区机遇
文  黄靖芳

佛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腹地，是中国重要的制造

业中心。民营经济发展活跃，工业门类齐全，传统产业

占比较高，产业集群优势明显，在湾区一众城市中，显

得格外低调而务实，甚至有些草根。近年来，佛山经济

发展势头强劲，2018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9935.88

亿元，即将迈进“万亿俱乐部”。 

产业空间优化，聚焦园区升级

在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围绕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

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可见，制造业是城市的经济基础，产城融合

应该是一个趋势，通过科学的产业规划，促进制造业

转型升级。然而，放眼大湾区内的城市，区域发展空

间面临瓶颈制约，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

日益增大。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的佛山，产城困境更

是产城融合过程中不容回避的现实。

作为大湾区重要的节点城市，《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纲要》赋予的产业使命包括了“深入开展制造业转型

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

业带”。与此同时，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当前佛山土地

开发强度已经达到了 38.18%，远超过 30% 的国际警

戒线。

新增空间难，就只能在既有空间里想办法。佛山

各级政府注意到一个问题，在佛山的产业空间载体中，

大量的早期开发产业园，特别是村级工业园存在单位

产值税收贡献低、产业层次低、安全消防隐患多、环

境污染重等问题。据统计，佛山全市共有 1025 个村级

工业园及 11 平方公里的零散集体工业用地，总用地规

模约 207 平方公里。对低效产业园区、分散产业用地

的升级改造，是优化产业空间，推动产业升级、促进

新兴产业的发展的有效路径。

为此，佛山的产业空间优化攻坚战役全面打响。

佛山市政府 2017 年印发了《佛山市城市治理三年行动

计划的通知》（佛府〔2017〕27 号），紧接着 2018 年又

发布了《佛山市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实施方案（2018—

2020 年）》（佛府〔2018〕1 号），提出了三年村级工业

园整治提升的总体目标。佛山计 划以 2018-2020 年

为近期时间节点，要求全市完成占计划实施面积 20%

（23.06 平方公里）的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任务。

区基金的主发起人之一，参与基金总体方案的筹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四大湾区之一，但与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

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仍处在初级阶段，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

缺乏高端制造、智能科技、创新金融等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待加强。

设立大湾区协同发展基金，通过资本手段引导并调整优化产业布局，

全面带动高新技术等高端产业发展，不仅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非常必要，对全国创新驱动发展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有

着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战略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基金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九市二区”城

市群产业基础，旨在充分结合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布局及港澳金融

资本服务与教育科研优势，全力扶持湾区内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创新高质量

发展，打造万亿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

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上市公司集群 ；同时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为切入点，加快提升大湾区内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具体领域的

资源共享水平。基金专注于深化对外开放，以港澳特区为窗口、推动海外

优质项目嫁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打造大湾区与海外沟通交流的桥梁。

投资重大项目落户广州

2019 年 2 月 20 日，广州高新区、开发区、黄埔区在广州科学城展厅

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共有 23 个重大项目签约落户，总投资超过

1000 亿元，预计营业收入超 3700 亿元，广州开发区金控参与其中 4 个项

目的签约。

本次签约的多个项目聚焦大湾区建设，计划在科技园区建设、技术合

作、科技金融、生物医药等方面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

其中，天安骏业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及创新园项目是本次签约的重磅项

目。天安骏业集团的主要投资方为香港的天安中国集团，被业界称为“城

市成长的先导者”。天安骏业集团计划在该区投资 700 亿元，设立粤港澳

大湾区总部，并与开发区金控合作，通过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的产业龙头企业，建设“一带一路”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智能

制造技术中心等产业创新园，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创业企业和人才。

项目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1500 亿元。

签约的另一个重磅项目是 迈

普再生医学粤港澳大湾区高性能

医疗器械创新中心项目。生物医药

产业是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的新支

柱产业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重

点培育壮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广

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由袁玉宇等留美博士共同创建，是

中国第一家应用生物 3D 打印技术

开发植入医疗器械、开展精准医学

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将

与高新区科控集团、香港睿创实业

有限公司合作，设立粤港澳大湾区

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组建专

业团队对创新医疗产业进行管理、

提供医疗产业共性技术平台服务，

并设立产业化基金，有选择地填充

优质项目，逐步打造可与欧美国家

媲美的高性能医疗器械“全产业链”

集群，最终在广州形成上下游贯通

融合的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园。

另外，开发区金控 还 参加了

硕贝德 5G 产业总部项目、医渡云

华南总部项目这 2 个项目的现场签

约，本次参与签约的 4 个项目，涵

盖了粤港澳大湾区总部经济和创

新园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

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等领域，将有

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未来，广州开发区金控还将

围绕“世界知识城、湾区创新源、

国际人才港”发展目标，紧紧抓

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和我区“四

区四中心”联动发展的历史机遇，

为全区招商工作 BRT（B 是 指大

项 目，R 是 指 实 体 经 济，T 是 指

人才和技术）行动计划顺利实施，

抢占高质量发展“C 位”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广州开发区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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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科城环保，提升大湾区生态环境的科技先锋
文  子云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

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

年 9 月 7 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

生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天蓝、地绿、水净

的美好家园，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

一场深刻革命。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

“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确定为大湾区合作六项基本原

则之一，专门部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护

和治理，培育壮大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

产业，这给广州科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

城”）为代表的环保领域企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作为中国领先的材料科技公司，科城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打造生态防护屏

障，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

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破旧立新，创造价值

当下的经济形势给环保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将刺激产业结构更快地优化升级。事实上，中国的环

境产业存在很重的历史欠账，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

环境服务能力不足的同时，落后产能又不断过剩。当

下转型升级和深度调整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这

个过程中，80% 的公司可能会消失，所以，如何保证

自己活下来是环保领域公司最大的挑战。而少数活下

来的公司靠的不是运气，是实力，是真正能创造价值

的公司。科城就是这样的公司之一。

2007 年 9 月，根据广州开发区建设国家级“循环

经济试点园区”和“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规划要求，

广州科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成立，成为广州开发

区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的运营单位。

12 年之间，科城专注于三大主营业务，环境服务、

营养元素和电子材料，侧重于从工业过程回收材料和

物质，在材料学、化学、湿法冶金及水处理方面积累

了较强的技术实力，产品涉及高纯度电子化学品、微

量营养元素添加剂等，现如今已成为一家集技术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材料科技公司。

科城的优势很突出。首先，优势在于技术的领先。

重视技术研发，科城在研发平台及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的投入远高于同类企业，逐渐形成了自主创新能力和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一步步站上了该领域工艺技术的

高点。

比如，2010 年，科城成功生产出一种新型的动

物营养微量元素—碱式氯化铜，被中国农业部认定

为“安全、高效、环保”的新型饲料添加剂，其品质目

前已居于中国市场领先地位，受到国内外用户的一致

好评。

其次，价值取向的侧重。一方面，科城以客户为中

心。另一方面，科城侧重于从工业过程回收材料和物质，

在对废物进行处理的同时，更专注于资源化利用，并开

科城环保研发场所

佛山市各区也积极行动。2018 年，禅城区发布《关

于实施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工程的行动方案》，提出搭

建村级工业园信息化平台、完善村级工业园台账等一

系列新做法。顺德区将村级工业园改造列为党委政府

“头号工程”，发布 1+3 政策文件，明确“三年筹集不少

于 300 亿元资源投放，完成 5 万亩村级工业园升级改

造”目标，同时提出“增加工业用地配套比例”，对于

承诺不予分割出让的项目，配套设施计容建筑面积占

比由 12% 提高至 20%。南海区更是在村级工业园改造

升级的政策创新方面走在全市前列。南海区专门制定了

《佛山市南海区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南府办〔2016〕16 号），设立了 5 亿元村级工业园

改造提升专项扶持基金。在 2019 年 3 月 28 日的城市

更新项目投资推介会上，南海区政府发布《佛山市南海

区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实施办法》，为村级工业园

升级改造提供了全方位的实施指引。

整合产业资源推动产业园区升级

产业园区的升级，需要政府政策导向与保障，也

需要包括资金、策划设计、招

商运营等多方面资源的配合。

链条长、流程复杂，需要着力

整合各方的资源，打通产业链

上下游，促成广泛合作，形成

完 整 的 业 务 闭 环。为 此，佛

山智享产业园区运营有限公司

（下称“智享公司”）做出了积

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

智享公司作为专业的产业

园区开发运营综合服务商，致

力于为制造 业、物流 业企 业、

研发 机 构等 提 供高 效的全 过

程载体解决方案。团队拥有超

过 15 年的开发经验，自 2014 年起全面开展在佛山地

区的业务，秉承“产业园区服务于城市产业发展”的宗

旨，智享公司通过深入区域产业规划区域投资环境推

广、招商项目引荐等手段强化园区运营服务，以园区升

级构建新的产业生态。

5 月 9 日下午，智享公司与全球三大商业媒体品

牌之一、中国城市创新生态共建者—《快公司 Fast 

Company》携手首批 26 家业界合作伙伴，在禅城区

缔结了佛山园区升级与街区活化战略同盟。

战略同盟首批缔约方均为有志于佛山产业园区升

级和街区、古村居活化市场，专注于主题园区、主题街

区策划、规划、投资、开发、运营、产业发展、市场推广、

金融支持全产业链各环节的优秀机构。通过佛山园区

升级与街区活化战略同盟的缔结构建起行业优质资源

协同平台，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开拓佛山市

场。在佛山市产业发展与产业空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

情况下，同盟的缔结顺应了佛山园区升级、产业空间优

化的要求，同盟缔约方将共同探索如何从现有低效园

区、老旧街区、古村居寻求产业空间的突破。

多年在园区运营领域深耕的经验，让智享公司得

以针对现阶段佛山的经济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在小

范围内塑造优良的创业环境，将产业园区打造成佛山

城市产业的核心载体，继而让其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 

未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深入开展，相信

佛山能抓住机遇，与其他大湾区城市产业加强互联互

通，提升产业协同，使得“世界科技 + 佛山智造 + 全

球市场”的发展模式将更快、更好得以形成。

智享公司引进的宋城·西樵山岭南千古情风景区项目签约仪式

智享公司策划并实施的 2016西樵山·岭南文旅投资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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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高品质、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商品。比如，2012 年，

科城开始面向包括 PCB 在内的电子材料市场推出了高

纯电子化学品系列，以电子级高纯氧化铜粉、高纯硫

酸铜、高纯碳酸铜为代表，进入市场以来，品质稳定，

并借助于研发水平的进步不断推出更高纯度的产品，

持续获得包括 DOW（陶氏）在内的众多客户认可。

对外开放，品质升级

“对外开放”给了科城跟外国人做生意的机会，同

时带来了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这种竞争形式下，为了

更好的生存下去，科城进行了一系列转型升级。

2013 年，科城开展了产品出口业务。随着出口业

务的增长，出口区域一度从东南亚扩大到欧美地区。

以营养元素产品为例，由于科城的产品品质优异，

性价比高，不断受到美国客户的青睐，在中美贸易战

开展之前，订单量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然而，随着中

美贸易战的展开，出口美国的业务因利润微薄出现大

幅度下滑。

但是，美国市场对营养元素产品的需求却是实实

在在存在的，对中国生产的此类产品的依赖程度也是

巨大的。这个时候，科城面临两个抉择，要么放弃美

国市场 ；要么对产品品质进行升级，让美国市场买家

愿意用更高的价格购买其产品。科城选择了后者，迈

出了关键性的三步。

第一步，重新定义企业类型。科城由传统的环保

服务公司转型为材料科技公司，这一转变标志着科城

迈向了科技型企业的行列，技术创新将成为引导企业

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基于此，科城在技术创新上的

投入有了显著增加，先是投资建设了一座接近 7000 平

方米的研发大楼，投资 500 多万元在研发场所内配备

了一系列行业内先进的研发检测设备，建设了一个广东

省工程中心。

第二步，培养一支高素质技术团队。通过人才引

进和自主培养的方式，科城建设了一支技术团队。这个

技术团队经过一年多的潜心钻研，成功攻克了目前行

业内普遍面临的产品品质缺陷难题，对产品生产技术

和工艺进行了一系列更新和优化，实现了产品品质飞

跃式的提升。

科城的技术团队针对客户对产品的品质需求进行

了详细调研分析，结合行业内及科城自身的产品生产

现状，清晰提出了科城在此类产品品质上还需要进步

的空间和方向。面对我们升级换代后的新产品，美国

客户呈现出巨大的购买兴趣，自愿用更高的价格采购

科城产品。

第三步，开展企业自主产品品牌打造工程。科城

将原先的代工生产模式为主，转变为生产销售具有自

主品牌的产品为主。这一转变促使企业在获得自有知

识产权上的意识逐渐提升，自主品牌产品在市场上的

占有额逐渐提升，企业不仅在产品利润空间上有了控

制权，在产品定价上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由于加快改革创新，抓住时机进行战略性调整，

科城不仅得以生存，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推动整个

中国的环境产业走向新的时代，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

了福祉。

天
河
诺
亚

—
保
存
脐
血
干
细
胞
的
「
生
命
银
行
」

文  

梧
桐

脐带血，是一份生命的备份，其中含有可以重建人体造血和免疫系统的造血干

细胞。据不完全统计，脐带血可应用于治疗 80 多种疾病的治疗，用于储存脐带血的

脐血库也被称之为“生命银行”。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上建立第一家脐血库开始，截至目前，全世界已经有

40 余个国家建立了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存储库，大力发展脐带血库更成为美国、加

拿大、日本等诸多发达国家的国家战略。

对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生物技术研究的重点。据统计，

目前全球已在 Clinical Trials.gov 登记注册的与脐带血相关临床研究已超过 1000

项，涉及包括血液及非血液疾病 80 余种。截至 2018 年 12 月，全世界脐带血应用

超过 60000 例，其中，中国脐带血应用总数超过 10000 例。

对标国际，专业化管理为健康护航

目前，全国仅有山东、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四川 7 家合法的脐血库。

广州市天河诺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天河诺亚”）是广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库的公益性运营机构。广东省脐血库是国家批准设立的 7 家脐血库之一，专门提供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制备、检测、冷冻、储存、应用及科研等配套服务，致力于干细胞、

免疫细胞及相关产品、生物制剂等应用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

业，拥有超过十年运营脐血库的丰富经验。从建库之初每年应用几例脐血，发展到

现在的三四百例一年，广东库脐血的应用案例不断增加、应用效果越来越好、应用

范围也越来越广。截至今年 4 月，天河诺亚脐血库脐血应用 1826 例，救助 1473 人，

帮助了地中海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淋巴瘤等疾病患者。

天河诺亚成立于 1997 年，2001 年获国家卫生部批准设置，2006 年获得《血

站执业许可证》，并分别于 2009 年、2012 年、2015 年和 2018 年通过每三年一次

的再执业验收。血库总面积 15000 平方米，储存能力达到 150 万份，是全球储存能

广州市天河诺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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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思基金，赋能湾区实业
文  杨露

一直以来，广州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市场

化程度极高，经济活力十足，成为了国内活跃的创新

创业热土之一。股权投资基金则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助推器，在支持创新活动的开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广州凯思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凯思基金”）

由建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开发区金融控股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凯得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共

同于 2016 年 6 月依法设立，2017 年 9 月完成中国证

券基金业协会私募管理人备案。

目前，凯思基金管理的基金规模为 2.55 亿元人民

币，主营业务是一级市场股权投资，主要围绕 IAB 产

业对具有创新创意的高成长性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发

展金融的本质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而企业的需求正

是金融发展的根本动力。

新经济时代，赋能新实业

作为一只“新兵”，凯思基金虽然成立时间不久，

但区别于一般的股权投资公司，凯思基金的特点在于

侧重企业的投后服务。凯思基金以股权投资为着力点，

结合建智集团二十年来对包括世界 500 强在内的近千

家企业的综合服务经验，在为被投企业提供直接股权

融资的同时，也为企业提供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设

立与维护服务、知识产权与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

团体餐饮服务、科技孵化器载体租赁及科技项目孵化

等企业综合服务。

我们知道，民营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市场竞争意

识强，具有迅速捕捉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的

能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具有盈利不确定性强、资本

金不足、研发投入受限等劣势，在其发展早期无法获

得有效的金融支持。如今，凯思基金立足于粤港澳大

湾区，利用资本作为助力，间接参与到实业中来，为新

经济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中强调科

技创新，着力培育发展创新要素，以技术带动传统产

业改造，加快先进制造业、战略性信息产业、现代服

凯思基金合伙人与团队合照

力最大的脐血库。血库积极响应国家“一库两制”和“以

自养公”政策，由诺亚生物进行公共库和自体库的运营。

天河诺亚开拓国际视野，对标国际，率先针对脐

血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建立了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体

系，贯彻合规、自控、精准、专业的质量方针，通过每

三年一次的再执业验收和美国血库协会（AABB）认证，

成为国内血站系统仅有的 2 家通过认证的脐血库运营

企业之一。

干细胞领域全产业链布局

广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精神，围绕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优化提升科技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广深港澳科技

创新走廊，全力打造科技创新强市。天河诺亚作为高

新技术企业，发挥了脐血资源优势，加大干细胞、免疫

细胞及相关生物制剂的研究和转化力度，被认定为“广

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瞪羚企业”和“总部企业”。

天河诺亚开展了干细胞领域全产业链的布局，在

上游建立了全国库容量最大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

并且在全省 21 个城市均建立脐血采集网络 ；在中游开

展了多项干细胞、免疫细胞科学研究 ；在下游完成了上

千例干细胞临床应用，救治人数上千人，达成社会效

益超过 2 亿元。此外，整个脐血生命周期的管理也通

过了国际行业最高标准 AABB 认证，这意味着储存的

脐血不仅得到国际最高标准的保障，还能在需要使用

时，不受国家、地区的限制，按规定抵达患者所在国家

和地区，救治更多患者。

到目前为止，天河诺亚脐血已经向香港提供脐血

4 例。2018 年，就有一例应用到香港玛丽医院，是《关

于取消人体血液组织器官进出口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

这个文件出台后，我国首例脐血出境应用。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诺

亚生物和境内外的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开展了多方面

的产学研医合作，包括科研项目合作、临床应用项目

合作、共建平台、举办行业会议等形式，还推动了多

个多中心临床项目。其中，已承担并参与了广州市对外

科技合作项目 2 项，与澳门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暨南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等境内外单位开展了科研合作，助力粤港

澳大湾区的创新中心建设。

搭建创新平台 组建人才梯队

天河诺亚不断创新，设立了技术实验中心、研发

中心、临床应用中心，设置有脐血制备、低温冷冻、微

生物检测、遗传病检测、HLA 基因检测、流式细胞检

测等专业科室，同时设置了符合 GMP 国家标准的万

级洁净实验区、疾控中心验收通过的 HIV 初筛实验室、

国家卫计委验收合格的 HLA 配型实验室，所有检测

项目均通过了国家卫计委或美国病理协会（CAP）的室

间质评，从而为科研团队提供了“广东省脐带血造血干

细胞库”“广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州市

企业研发机构”和“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基地”等国家、

省市级的创新平台。今年，我省施行了《广东省人才发

展条例》，支持企业建设科研平台，鼓励企业引进高层

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和紧缺急需人才、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天河诺亚依托创新平台优势，组建了一支由 100 多

名专业人才组成，具备开展涵盖血液学、低温生物医学、

免疫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医学检验学等相关学

科领域的技术研究、科研管理和服务能力的综合创新

人才梯队。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目前已获批

建成了省工程中心、市研发机构和市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

干细胞领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兴

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 是我国“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中明确指出的战略性前瞻性

重大科学问题之一, 发展潜力巨大。未来，

诺亚生物将继续聚焦细胞治疗产业上游，

着力充盈广东省脐血库，发展壮大公益

救助事业。同时，发力中下游产业链，加

速开发脐血来源的相关资源，研发干细

胞和免疫细胞中下游产业技术，助力“干

细胞与再生医学”等 IAB 产业发展，并

落实广东省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实施

方案，构建以资源储存、科研开发、临床

应用和科普推广等为支撑的细胞治疗全

产业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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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和海洋经济四大产业的升级和深化。在其中，凯

思基金着力跟随中国产业发展逻辑，寻求未来重要投

资机遇。

作 为广州市 IAB 产业 发 展的主力军 和主战 场，

2018 年，凯思基金所在的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再度引

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围绕产业发展特点和成长规律，

重磅推出政策集成创新成果《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

区加快 IAB 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实现 IAB 三大产业

互动关联发展，并分别就三大产业制订了相关的实施

意见细则，旨在用最完善的产业环境、最有效的产业

政策支持 IAB 主导产业发展。

跟随上述产业布局，凯思基金专注投资于新一代

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 IAB 主导产业，并

集中各方资源，重点聚焦于集成电路和智能制造领域，

现已成功投出 3 个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在已投项目中，有扎根于广州开发区十多年的企业，

也有省内其他地区、省外的初创期、成长期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凯思基金在对上述项目的投资过程中，一

方面，专注于企业所具有的技术先进性、高成长性、巨

大的市场空间及成长潜力，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另

一方面，凯思基金充分发挥投后企业服务的经验优势，

针对在广州有落地需求或计划的企业，为其提供相关

咨询及企业服务，帮助企业成功落户广州开发区，并为

其提供科技孵化器作为办公载体，减轻企业设立之初

的运营负担。在达到相关条件时，凯思基金协助企业

向政府申领产业配套扶持政策，落实用地需求及建设

需求，协调政府关系，使企业将精力集中在研发及市

场之上，专注于其技术及产品的发展。

顺势而为，把握战略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是经

济集聚区，它还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核心区域。实体企

业因贸易摩擦产生业绩波动，作为股权投资基金，凯

思基金也容易受到间接的影响。但中国所处的历史机

遇期并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中美技术差异在一些

领域上的差距已经逐渐缩小，国内一些客户也开始或

者加大采购具备核心竞争力和替代作用的国产优质产

品。凯思基金认识到，这是市场的增量趋势，也是资

本市场一个需求转变的机遇。

 目前而言，下游客户尤其是高端客户更多地出于

安全、稳定的方向来考虑产品采购问题，国产产品需

要不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以打进他们的体系当中。

尽管核心技术进口替代是一个“长跑”的过程，但总归

是国内企业要走的路。

通过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和广州市半导体协

会的平台，凯思基金积极为企业引荐、对接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和多方资源，推动项目与产业链相关企业的

交流、互动与合作，助力企业的业务发展和产业链资

源的积累。

在工作实践中，凯思基金坚持助力实业发展，立

足根本，同时也和同行业、跨行业的学者、专家、经营者、

管理层进行交流，深度参与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

创业大赛、第六届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信息

技术专项赛等活动，从不同视角看待问题，在思想上

坚持“对外开放”，在专业领域内实现互利共赢。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转型升级，依托于粤港澳大

湾区的战略机遇和国内的庞大市场，凯思基金将承担

引领、推动新经济崛起的使命和重任，在探索中成长，

在成长中进步。未来，凯思基金的视野还会拓展到更

为广袤的区域，将持续在这个生生不息的技术变革时

代发力。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大赛

洽谈项目

百事公司: 
大湾区饮料食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文  王柏琪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乃至全球创新、创业最为活

跃的区域之一，以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为

其最重要特征，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

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

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将逐步成为

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的逐步繁荣，给百事公司的发展带来了机

遇，与此同时，百事公司作为全球食品和饮料行业的

领导者，也为大湾区的经济增长注入无限活力。

赢之有道，行业领军

我国食品、饮料行业主体数量众多，产品具有同

质性特点，市场竞争激烈。根据《2018 年食品行业新

零售发展研究报告》数据可知，目前我国食品行业入

局者仍不断增加，行业竞争未有趋缓迹象。在这种激

烈的竞争态势下，百事公司以其强大的品牌和市场策

略以及卓越的企业文化和员工素质，成为全球休闲食

品和饮料行业的领军者。全球每天有 2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10 多亿消费者在享用百事公司的产品。2018

年百事公司的净收入超过 640 亿美元。

作为首批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之一，百事公司在华

运营已近 40 载。在过去 12 年里 , 百事公司携手业务

伙伴在华投资已超过 480 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建立了

成功的食品及饮料业务，同时还积极投资于中国的发

展进程。1981 年，百事公司在深圳设立了第一家灌装厂，

开始了投资中国的历程。1993 年，百事公司食品业务

随着乐事薯片的引进而进入中国。如今，百事公司在华

的食品业务已经发展壮大到多家食品工厂。

多年来，百事公司在华不断进行投资。2012 年 11

月，百事公司在上海成立了食品和饮料研发中心和测

试生产工厂，这是百事公司在北美之外最大的研发中心，

也是百事公司在整个亚洲业务中新产品、包装和设备

创新的中心。2012 年 7 月，在武汉新建食品工厂，是

百事公司业务持续发展，进一步拓展中西部市场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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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之一。2018 年 8 月 2 日，百事公司宣布增资近 1 亿

美元，扩建并改造其上海松江食品工厂。

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消费者对食品选择已经变得

更加成熟和挑剔，但这也推动了对健康食品选择的新

需求。百事公司根据消费者和商业环境的重大变化，

顺应趋势，及时把握消费潮流和时代精神，对企业产

品进行调整，不断推出消费者所喜爱的产品 ；并且扩大

零食和营养的产品范围，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健

康零食。例如，2018 年 7 月，百事公司大中华区宣布

和澳大利亚 Select Harvests 公司签署独家商标许可

和经销协议，在大中华区销售和分销“栗祺”品牌坚果

产品。

百事公司放眼全球食品和饮料行业的未来，不断

进行产品的调整与升级，以确保企业能够实现可持续

增长。百事公司深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年轻

一代健康意识的增强，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营养产品。

例如，百事公司旗下的桂格品牌，根据不同消费者的

喜好，不断创新，推出多款营养燕麦新品 ：桂格燕麦小

饼干、桂格麦果脆、桂格特调燕麦片、桂格美味大燕

麦片等。此外，为了满足国人对更加健康产品的需求，

百事公司还推出了减糖和减少卡路里的七喜与美年达

产品。

助力大湾区经济增长

广州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国际商务中

心和综合交通枢纽。根据 GaWC 的最新监测分析，广

州已崛起为继香港、上海和北京之后的中国第四大金

融中心。此外，广州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中最核心的城市，

是大湾区联系内地、辐射内地的最佳桥梁和纽带。百

事公司多年来一直高度关注广州的发展，以实现双赢。

百事公司在广州拥有一家浓缩液工厂—百事（中

国）有限公司、一家食品分公司—百事食品（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和康师傅旗下的 3 家百事特许灌

装厂。浓缩液工厂成立于 1988 年 12 月，并于 1991 年

开始运作。2011 年被广州开发区授予全国管理型总部。

多次被评为广东省纳税大户 100 强，广州市纳税大户

A 级，为广州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消费格局

演变的强度和速度正在影响世界，随着饮料消费需求

的增长，消费者对其健康性的认识将越来越高 , 市场

需求越来越大，我国未来几年仍属于高速发展时期。

2019 年 3 月国家颁布了新《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

的保护，以及广东省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为外资企业提供扶持，降低成本和税收负担，支持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加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的提出，百事（中国）有限公司得到了广东省、广州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为百事公司借助大湾区发展的天时

地利提供了核心增长动力。

百事公司在中国和全球其他市场都拥有巨大机会，

同时也担负着同等的责任，即不仅要去创造利润，并且

要以改变世界的方式来创造利润。百事公司将在已取

得成就的基础上，继续遵循“植根中国，服务中国，携

手中国”的理念，成为大湾区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强有

力的合作伙伴，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百事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兼CEO柯睿楠实地考察各地市场

卡尔蔡司：德国技术在穗打造全球样本
文  杨园园

普通人认识卡尔蔡司，基本都是从眼前的镜片开

始。在世界光学界，卡尔蔡司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作为一家拥有 173 年历史的老牌光电和光学企业，从

眼镜到镜头，从天文望远镜到 F1 赛车，从白内障手

术所使用的医疗设备以及诺贝尔获奖者的研究工具等

等，卡尔蔡司都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或技术解决

方案。

卡尔蔡司共有四大事业部 ：半导体制造技术事业

部、工业测量及研究技术事业部、医疗技术事业部及

消费光学事业部。在全球建有 50 多个营销中心、30

多个制造基地，以及 25 个技术研发中心，产品销售遍

及全球。

卡尔蔡司进入中国以来，一直致力于拓展在穗投

资。自 1998 年进入广州已先后注册成立了 6 家法人实

体，其中大规模制造及定制化加工工厂已经分别成为

卡尔蔡司消费光学事业部相关业务全球技术最先进、

规模最大的制造基地。卡尔蔡司光学成为中国市场功

能型镜片的引导者，生产制造公司生产的高附加值镜

片销往世界各地。

广州形成完整产业链

近年来，在深度“引进来”“走出去”的大背景下，

广州发掘与德国合作的发展机遇，加快引资引技引智。

其中，卡尔蔡司光学扎根广州 24 年，就是全球化背景下，

广州与德国高端企业合作的优秀范本。

1995 年，全球光学巨头卡尔蔡司在广州第一家工

厂挥铲破土。24 年来，卡尔蔡司在广州业务开展顺利，

增长迅猛。“俗话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里，但在我们看来，广州不是‘篮子’，而是‘保险箱’。”

卡尔蔡司光学中国区总裁彭伟如是说。

目前，卡尔蔡司在全球有 100 多家工厂，其中光

学事业部在广州拥有三家高附加值产品制造基地。在

卡尔蔡司光学（中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智能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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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翼电子，跻身世界电子纸领域制高点
文  江瑜

“电子纸”是一种像纸一样薄、柔软的显示屏，在

我们身边最为熟悉和常见的便是 Kindle 阅读器的显示

屏。由于轻薄如纸、可卷曲折叠、不伤眼睛、大幅省电

等特点，成为许多电子产品生产商的“宠儿”。

2008 年在广州南沙登记注册成立的广州奥翼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便是全球仅有的两家电子纸材料供

应商之一。高质量、可以批量生产“电子纸”的“微胶

囊纳米电泳显示技术”作为奥翼电子的核心制造技术，

致使奥翼电子跻身世界电子纸领域抢占了技术制高点，

嵌入全球创新产业链中。

成长 ：佩“矛”带“盾”

一张小小的、如薄膜般的“电子纸”的应用性研发，

却是索尼、佳能、三星、普利司通等国际大公司都难以

攻克的技术壁垒。起初，电子纸生产技术—微胶囊

纳米电泳显示技术仅由美国 E-ink 公司所掌握。这项

技术到底有多难？这需要科研工作者需要像“开锁匠”

一般打开几十位数字的密码锁，寻找电子纸中每层材

料中的微胶囊中所含纳米粒子的最佳组合，其中每一

位数都有多种可能，其排列组合数犹如天文数字。

奥翼电子深知掌握这一技术的重要性。奥翼公司

奥翼柔性电子纸产品进行测试

源，也提供了与更多优质企业交流、协同发展的机会。

粤港澳航运中心的建立，对设备的采购、产品的运输

提供了便利性。同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如黄埔区提

出的黄金四十条优惠政策，广州市 2025 智能制造技改

政策等，在产业升级改造、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企业

极大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日益完善的投资环

境和政府开放的态度，让卡尔蔡司更加充满期待。

全球化的领军企业

中美贸易战的形势下，国内的企业及外资在华企

业都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市场因素，卡尔蔡司也不例外。

首先，卡尔蔡司光学产品使用的主要原材料从国外进口，

汇率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成本上升的风险。其次，美国

市场是卡尔蔡司比较重要的市场，如果贸易战中关税

提升涉及到卡尔蔡司产品，对公司的美国市场业务有

一定的影响。

但是卡尔蔡司在中国多年根植沃土，枝繁叶茂，

应对这些风险也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作为一个全球的

光学领域领导者，创新是卡尔蔡司的 DNA。多年来，

卡尔蔡司致力于研究各项新技术、挑战精密极限、为

客户提供最佳的视力解决方案。卡

尔蔡司每天都将提交至少 2 份专利

申请，全球约有 3000 名研发人员，

超过 10% 的收入都用于研发。卡尔

蔡司已经在全球建立了超过 25 个研

发中心，并且在中国也设立了研发中

心。通过这些努力，才能够在全球

化的市场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近年来，

受益于中国繁荣的市场，卡尔蔡司

得以持续发挥自身在全球技术资源、

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以及行业经验等

方面的优势，与合作伙伴开展全方

位的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全球

化一系列措施，政府部门更加透明、

更加接地气，更加把企业当作客户

对待，地方政府积极回应企业诉求，

为卡尔蔡司这样的跨国企业营造了

优质的营商环境。在全球化进程中，

卡尔蔡司不仅扩大了各项业务，并致

力于本土的基础设施完善、先进智

能制造和研发投入。从这个角度看，

卡尔蔡司是一个从全球化中受益的

企业，也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化的领

军企业。

卡尔蔡司全球工厂的“精益制造”内部评选中，广州的

工厂连续三年排名第一，并且从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市场服务等，在中国形成了最完整的生态圈。

2018 年，“卡尔蔡司新视界项目”在广州市黄埔

区正式启动，目标打造光学产业基地，建立健康视光

产业生态圈。该项目是卡尔蔡司自 1995 年来在广州扎

根以来，设立的第六家法人实体，计划将在中新知识

城现有厂区范围内布局具有前瞻性、现代感及代表性

的工业 4.0 新工厂。将为卡尔蔡司提供最大规模高折射

率、高端定制功能型视光产品及高端眼科器具，并规

划于 2020 年 6 月竣工。

据了解，该项目是近年来卡尔蔡司海外投资最大

的项目，将在此建设高端定制化视光学产品新工厂，并

设立高端眼科器具全球最大的先进制造中心，打通从

消费端到制造端的产业链，为全球的视力健康市场提

供全方位的高端高效的解决方案。“希望借助工业 4.0

示范工厂，能将广州本土的方案推向全球。”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为卡尔蔡司在穗的发展

带来历史性的机遇，粤港澳创新中心，高端产业中心的

建立，将会为卡尔蔡司就近找到更加优质的供应商资

卡尔蔡司光学（中国）有限公司新视界项目奠基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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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陈宇带领团队，历时 11 年，投入 3 亿元人民币，

最终成功开启了一条低成本、高性能的电子纸制造技

术路径。美国 E-ink 公司原有的微胶囊显示技术使用

的是双带电粒子，而奥翼电子使用的是单带电粒子和中

性粒子，由于粒子生产过程更为简单，与竞争对手原来

采用的方式相比，奥翼电子生产电子纸的成本可以低至

30% 以上。

掌握核心技术是奥翼电子的立身之本。奥翼电子

不断研发新的技术，提高产品的性能。2016 年，奥翼

电子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款石墨烯电子纸，利用“新材料

之王”的石墨烯的特性，电子纸可以像寻常纸张一样卷

曲，也更耐摔耐撞，非常适合应用于穿戴式电子设备

以及物联网等需要超柔性显示屏的领域。2018 年 6 月，

更是成功生产出近零功耗、高性能、可量产的彩色电子

纸显示屏，打破了彩色电子纸难以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的局面，跻身于彩色电子纸显示的世界最高水平行列。

如果说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是奥翼电子在市场闯

荡所佩戴的“兵器”的话，那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便是

奥翼电子的“盾”。知识产权是奥翼电子这类科技创新

型企业的生命线，重视专利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才有利

于实现国际技术竞争中的弯道超车。截至 2018 年 8 月，

奥翼电子已在国内外申请专利共 460 项，国内外已授

权专利共 180 项。同时，奥翼电子还成立了知识产权委

员会、专门的知识产权公司“知识谷”，更聘请了欧洲

一流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为公司在欧洲进行专利申报

与保护。

除此之外，奥翼电子还大力推动建立

行业标准。经 过繁 琐的提 案与国际 论 证，

IEC 国际标准委员会于 2018 年 10 月份通

过奥翼电子主导制定的电子纸国际标准，并

在 11 月正式对外发布。电子纸国际标准的

制定，有效填补了国际上此行业标准规范的

空缺，提升了企业在全球显示产业的话语权。

未来 ：乘风出发

电子纸柔性显示屏，在如今物联网快速

扩张的时期，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在物联网的芯片、传

感器、终端硬件生产商、平台服务产业链衍生的各链条

中，低功耗、可变形状的“电子纸”柔性显示屏是各类

硬件设备人机显示界面的最佳选择。

未来电子纸的应用将迎来一个爆发期。奥翼电子

表示，由于中国市场体量巨大，对于奥翼电子而言，单

单是电子价格标签的市场就非常可观。据统计，电子价

格标签的国内潜在市场需求量超 100 亿个，潜在总产

值至少在 3000 亿 ~4000 亿元人民币，而全球电子价

格标签潜在总产值约为 2 万亿元人民币。迎接物联网

带来的机遇，奥翼电子早在 2017 年第一季度便研发出

由电子纸显示屏、无线通信模组、交互软件在内的完整

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 , 可以直接管理每一个商品和物

品，并广泛应用于商店、仓储、物流、医院、工厂等领域。

而地处南沙的区位优势，更是助力奥翼电子为迎

接物联网的巨大前景做好准备。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

的几何中心和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南沙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行政

效率有着明显的提高，为科技企业的项目配套、资金、

服务、信息互通等多方面提供支持和便利。

2018 年 10 月，在南沙区政府支持下，奥翼电子在

南沙珠江工业园建设奥翼电子的柔性显示总部及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正式启动。产业、技术、人才、资本等要

素将进一步聚集，有力扩大奥翼电子生产规模，推动“电

子纸”技术的创新、产业升级，以及规模化的应用，打

造全国柔性显示技术的创新和产业高地，为即将到来

的物联网产品爆发期做准备。

伴随着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公司的扩张，奥翼电子

也将吸纳更多的人才。除了将建成的奥翼电子的柔性

显示总部，奥翼电子也在天河区构建了尖端材料与技

术研究院，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进行关键性技术攻

关。此外，奥翼电子还跟融捷投资、康宁公司共同投资

组建成都捷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柔性 TFT

背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吸纳更多相关技术领域的

研究人员。

2018 年 6月8日，2018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年会暨第二届广东投资发展论坛

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是由来自广东省多个地市的企业和机构联合创立的社会组织，由广东

省商务厅担任业务主管单位。

协会的宗旨是促进国内外企业来粤投资，促成来粤投资项目的落地和发展，立足广东，推动广

东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发展，整合多方资源，加强各方合作交流，不断提高投资和招商工

作的效率，推动广东省经济的发展。

协会以务实、扎实、诚实为核心价值观，以服务好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扎实服务于企业投资

项目、成为专业诚信的服务机构作为目标。

为支持广东省商务厅和省内各市、区、县级政府部门更好的引进和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协会联

合集成电路业内有代表性的企业和专家，成立集成电路专业委员会。集成电路专业委员会将成为各

级相关政府部门与集成电路企业有效沟通的平台，为广东省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和完善、人才的培

养以及促成企业的合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协会联合了一批长期关心和关注广东省商务人才培养和投资软环境建设的有识之士，成立人才

发展专业委会员暨商务人才发展学院，旨在为我省培养更多从事招商引资、投资促进和企业经营方

面的实务型、综合型人才。学院将首先推出“广东省招商从业人员培训课程”，旨在培养区域招商专

业人才，提升区域招商从业人员的服务与专业能力，侧重培养招商从业人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提升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我省高素质专业的招商从业人员队伍建设。

协会会员包括内外资企业、政府招商部门、专业服务机构、投资机构、媒体等多种类型的团体。

企业会员所在行业涵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食品、化工、汽车制造以及互联网、电子信息、金融服务、

商业、地产开发等，既体现了广东省经济的代表性支柱产业，也包含了未来经济的高速成长性产业。

协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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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实

施之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

要战略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广东

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广东省已明确将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进

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

之路和坚持改革创新作为落实粤港澳大

湾区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今年也是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

成立的两周年，作为广东省投资促进的

专业服务平台，协会始终坚持“务实、扎

实、诚实”的核心价值观，秉承开放合作

的原则，紧紧围绕会员企业和区域发展

的需求，不断探索创新，通过搭建平台，

对接需求、招商调研、培训交流等方式，

整合多方资源，加强各方合作交流，促进

国内外企业来粤投资，促成来粤投资项目

落地和发展。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回顾广东改革开放 40 周年所取得的

成就，展望广东创新发展的未来，2018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协会从会员发展与服

务、投资促进活动、专业培训及专业服务

等方面入手，抓住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

展契机，扎实开展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推动广东省投资促进工作持续健康

今后的工作方向，并审议通过增补 11 家理事会成员的

议案。

实地考察 务实促进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再赴广东调研，提出要以改

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强调广东要在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向全世界宣示了

中国改革开放不停步的决心。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

会密切配合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方向、新进程，聚焦不

同产业，陆续开展各类考察交流活动，为区域和企业

提供高效的对接平台。

2018 年 6 月 21 日至 6 月 28 日，广东省促进企业

投资协会组织会员企业代表前往新德里、古尔冈、班

加罗尔、孟买等印度主要城市，开展商务考察和交流

活动。考察团先后考察了美的公司、光宇电池等中国

企业在印投资设立的制造基地，以及电商企业三态股

份印度公司、印度最大的 IT 外包公司之一的 Wipro

公司等，并与班加罗尔国际电子城、兰迪律师事务所、

印度广东商会以及班加罗尔华人商会等机构的负责人

进行了座谈，对中、印两国企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印度

主要区域的投资环境等进行了深入了解。

2018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先进制造业项目对接

考察（肇庆站）活动顺利举行，协会考察团先后考察了

广东肇庆（高要）省级汽车零部件产业园、肇庆新区、

四会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肇庆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等，对肇庆市的投资环境、区域布局、产

业发展、配套设施、引资项目及政策服务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了解。考察期间，考察团与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

肇庆新区管委会、招商投资局、四会市发展和改革局

等相关领导进行了座谈与交流，为具体项目的进一步

推进打下基础。

2018 年 11 月 14 日， 为 大 力 推 动 辛 辛 那 提 市

（Cincinnati）与广东省的区域合作，协会协助辛辛那

提地区经济发展署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美国辛辛那提

市 企 业 投 资 对

接 会。来自中 美

两 地 的 知 名 企

业、 政 府 部 门、

专业机构等的近

百名嘉宾出席了

本 次 活 动。辛 辛

那 提 市 长 John 

Cranley 先 生 在

活 动 上 致 辞，分

享了海 外企 业在

辛辛那提投资的

成功案例，热情邀请广东企业前往投资发展。与会嘉

宾就辛辛那提地区的营商环境优化做深度交流，探讨

辛辛那提与中国企业之间的潜在合作，并进行了产业

洽谈对接。

2018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7 日，广东省促进企业

投资协会与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联合组织会员代

表前往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展考察和交流活动。考察

团先后参观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核探测与核

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

科技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

科研机构，以及国家创新型企业科大讯飞公司，就精

准医学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前沿等进行深入了解。

深挖需求 服务会员

为了更好地促进来粤投资项目的落地与发展，搭

建有效的沟通平台，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以深挖

会员单位需求为重点，组织开展会员交流活动，深入了

解各会员单位的发展现状，并为会员提供专业的服务

支持。

2018 年 6 月 23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赵连城先生、

苏州科技大学教授郭春显先生等走访了广东省促进企

业投资协会集成电路专业委员会成员泰斗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泰斗微电子是一家专注于提供位置和时间

基础信息的芯片设计企业，推出了四代卫星导航定位

芯片，产品应用于车载导航、车载及个人监控、智能穿

戴、新兴物联、智能电网、广播电视、时间同步、亚米

级高精度等领域。赵连城院士为广州半导体产业发展

提供了多项建设性的宝贵建议，并和与会嘉宾就广州

半导体产业差异化发展、半导体技术创新、半导体人

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2018 年 9 月 28 日，由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

主办、理事单位广州励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

“文化与科技的碰撞与融合—励丰文化参观活动”顺

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与广州市半导体协会共同举办“半
导体CED大讲堂”系列活动

2019 年 4月 25日，广东省促进投资协会第
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

2018 年10月10日，第一期广东省投资促进从业人员培训班

发展。

2018 年 6 月 8 日，由广东省促进企

业投资协会和宝洁公司共同举办的 2018

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年会暨第二届

广东投资发展论坛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

店顺利举行。活动由广东省促进企业投

资协会执行会长王萌女士主持，来自国内

外知名企业、省内各地政府部门、投资服

务机构、商会、协会等的 500 余名嘉宾

出席了本次活动。第二届广东投资发展

论坛的主题是“创新在广东，共建新时代”。

凌伟宪名誉会长致欢迎辞，感谢所有支

持和帮助协会的领导、会员和朋友，并表

示协会将进一步创新理念以及服务手段，

加快融入区域创新生态，围绕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做好投资促进工作，为企业创

造在粤投资的良机。刘悦伦主席从什么是

更优秀的营商环境、开放与创新的关系、

招商 1.0 到 4.0 模式的变化发展及粤港澳

大湾区合作将对投资促进带来的机遇等

四方面做了重要讲话，为协会下一步的建

设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期，广东省促进投资协会第一届

第二次会员大会也顺利召开。凌伟宪名

誉会长、徐特辉会长、王萌执行会长、沈

宁一监事长、王锐副会长等近百位会员代

表以及业务主管单位代表广东省投资促

进局薛凯方副局长出席了本次大会。大

会汇报了协会一年来的发展情况，明确了

文  

屈
绮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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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举行。励丰文化副总裁李曲柳女士进行了题为“文化科技融合创

新的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的分享，向来宾们介绍了“创意策划、规

划设计、技术制作、投资运营”的全产业链创新服务理念，给大家

带来关于文旅产业的新启发。

2018 年 10 月 11 日，由协会顾问、协会理事单位广州粤芯半导

体有限公司 CEO、广州市半导体协会会长陈卫先生大力推动的粤港

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联盟在广州正式启动，广、深、珠、港、澳五地

半导体行业组织共同携手，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大湾区的半导体行

业发展。

2019 年 3 月 29 日，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携手诺亚生物共

同举办“‘生命银行’里，那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广州市天河诺亚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参观活动”，组织会员走进广东省脐血库，了解细

胞治疗产业的科研成效以及发展趋势。各位来宾参观了广东省脐血

库实验中心，包括 HLA 配型室、免疫室、细菌检测室等。专家们在

互动环节解答了来宾们对脐带血干细胞应用、血库运营、细胞治疗

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疑虑。

专业培训 助力招商

在改革创新的道路上，协会努力贴近会员需求，响应广东省各

地投资促进机构和从业人员对于专业培训的迫切需要，支持广东省

投资促进的实务型和综合型人才培养。

2018 年 6 月，由协会两家副会长单位—广芯微电子和招商

壹零壹牵头，在 24 家成员单位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下，协会发起成

立了“集成电路”和“人才发展”这两个专业委员会以及“广东商务

人才发展学院”这个商务实务培训的共建共享平台。

通过这些平台， 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协会在广州举办了第

一届广东省投资促进从业人员培训班。凌伟宪名誉会长在开班仪式

上，结合招商工作中鲜活案例为学员们做了精彩的分享。凌会长指

出，投资促进从业人员应该“要真情不要虚情、要积极不要消极、要

主动不要被动、要系统不要零碎”。饱满的热情和积极主动的态度能

够成为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工作的催化剂，关键时候可以成为决定

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培训班邀请到了来自投资促进以及各行各业

共十位资深专家担任导师。导师们将招商实务与招商工作涉及的各

领域知识有机结合，从跨国公司投资决策，招商线索挖掘、项目谈

判、项目服务，以及投资并购、投融资、规划、环保和集成电路行业

等角度入手，聚焦投资促进工作的全过程，为来自全省 10 多个地市

的 100 余名学员带来了十堂精彩专题分享，得到了学员的高度评价。

2018 年 12 月起至 2019 年 4 月，协会的集成电路专业委员会

与广州市半导体协会邀请到 10 余位业内资深专家，开启了“半导体

CEO 大讲堂”系列活动，分享行业知识，帮助会员们洞悉粤港澳大

湾区半导体产业与技术发展趋势。截至 2019 年 5 月底，大讲堂活动

已成功举办了九场，得到了热烈反响。

2019 年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将继续用务实、专业的态度

做好投资促进工作，让广东融入全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

会长单位

广州建智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191 号 A1栋
第 15层
联系电话：020-82112345
联系邮箱：info@cdcic.com

执行会长单位

广州招商壹零壹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351
号 2501 单元之 15号房
联系电话：020-38865088
联系邮箱：
service@invest101.com

副会长单位

广州生产力促进
中心

地 址：广州市下塘西路 37 号
215 室
联系电话：020-83491766
联系邮箱：gzysb@gz.gov.cn

会员名录

2018 年 7月19日，由广州市商务委员会主办、
广州市国际投资促进中心承办、南风窗杂志社
承制、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支持的《招商
蓝皮书-广州投资促进研究报告》发布

2018 年 9月28日，励丰文化参观活动

2018 年 10月10日，第一期广东省投资促进
从业人员培训班留影

2018 年 11月14日，美国辛辛那提市企业投
资对接会

副会长单位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
江东路 16 号高德置地冬广场G
座 15楼
联系电话：020-85186688
联系邮箱：
Tsang.ct.2@pg.com

副会长单位

东莞粤海银瓶发展
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谢岗镇花园大道53
号汇能大厦8楼广东粤海置业
联系电话：0769-86059971
联系邮箱：
chenyuxin@gdhp.com.hk

副会长单位

中新广州知识城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九龙大道腾
飞园腾飞二街 11号 B4栋
联系电话：020-32112888
联系邮箱：
Ruyi.wang@ssgk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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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会长单位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
道 237 号 9楼
联系电话：020-82119142
联系邮箱：
kdkj_1127@163.com

副会长单位

广芯微电子（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191 号科学城商业广场 A1 栋
603 室
联系电话：020-31600229
联系邮箱：
gxwdz@unicmicro.com

监事长单位

广东天海花边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联广路 213 号
联系电话：020-62813215
联系邮箱：
email2@gztianhai.com

同级别会员排名不分先后

理事单位

广州金鹏律师
事务所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76号盈隆广场 3803 室
联系电话：020-38390333
联系邮箱：
zhangyou@kingpound.com

理事单位

美国康永华律师
事务所广州代表处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71-375号广州世界贸易中心大
厦北塔1503室
联系电话：020-87609856
联系邮箱： 
guangzhou@fwhonglaw.com

理事单位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
公司

地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区联广路 333 号
联系电话：020-28203888
联系邮箱：
Yu.hanyun@ncbakery.com

理事单位

佛山瑞安天地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岭南
天地销售中心
联系电话：0757-82552835
联系邮箱：
chengqiang.zhang@shuion.
com.cn

理事单位

广州保利商业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海珠区阅江中路 688
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 6楼 606-
608
联系电话：020-84133660
联系邮箱：
denghaibin@polywuye.com

理事单位

达能亚太（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路 230 号万
菱汇 24楼
联系电话：021-61798888
联系邮箱：
info.china@danone.com

理事单位

广州励丰文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科学大道 8
号
联系电话：020-66829500
联系邮箱：
lirongfang@leafun.com

理事单位

乐达（广州）香味剂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隧达
街 20号
联系电话：020-62746886-
5225
联系邮箱：
Fiona.Hu@lucta.com

理事单位

安利（中国）日用品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围
工业区临江路 1号
联系电话：020-85195588
联系邮箱：
Manufacturingoperations.
china@amway.com

理事单位

伊顿（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 280
弄 3号楼
联系电话：021-52000099
联系邮箱：
zhuoyachen@eaton.com

地址：广州科学城科学大道 191
号 A1栋 15 楼
联系电话：020-82112417
联系邮箱：
susie.yang@cdcic.com

理事单位

广州凯思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广州粤芯半导体
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瑞和路 89
号志光综合能源产业园南楼 5F
联系电话：020-89852866
联系邮箱：
Info@cansemitech.com

理事单位

广东高云半导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总部
经济区科学大道 243 号 A5 栋
10 楼 1001 房
联系电话：15913132500
联系邮箱：
liting@gowinsemi.com

理事单位

广州正华芯微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总部
经济区科学大道 243 号 A5 栋
10 楼 1001 房
联系电话：0755-88355999
联系邮箱：alice@icbvs.com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科学城）南云四路 1号
联系电话：020-82075848
联系邮箱：
1045420202@qq.com

理事单位

广州市天河诺亚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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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单位

佛山市投资
促进中心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
湖东路 1 号友邦金融中心二座
33楼
联系电话：0757-86360373
联系邮箱：
ruanelaine95@163.com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一路
28 号智慧新城 3座 1 栋行政服
务中心二楼
联系电话：0757-83108637
联系邮箱：
ISC@chancheng.gov.cn

理事单位

佛山市禅城区投资
服务中心

理事单位

广州市天河区投资
服务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1
号中辰大厦A座 505 室
联系电话：020-38289634
联系邮箱：
thqtzfwzx@163.com

监事单位

广东凯通律师事务所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
珠江东路 6 号周大福金融中心
3409-3412
联系电话：020-83151955
联系邮箱：
tracy_lu@gfelaw.com 

监事单位

佛山高企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南海
软件科技园创业中心A206
联系电话：0757-86684299
联系邮箱：
Sally.chen@fsipc.com

理事单位

广州科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光谱东路 3号
联系电话：020-28200987
联系邮箱：
susan.liu@gzcosmo.com

理事单位

广州市荔湾区
招商中心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南村
638 号 410 房间
联系电话：020-81507413
联系邮箱：
liwanzs@126.com

理事单位

广州创智汇投资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开发区南翔三
路 19号
联系电话：020-82101314
联系邮箱：
ouyangzhenhong@gdjhzd.
com

理事单位

广州开发区投资
促进中心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162 号创意大厦B3栋 501
联系电话：020-82119325
联系邮箱：
yangyang@gdd.gov.cn

理事单位

云浮市招商引资
服务中心

地址：云浮市云城区兴云东路
120 号
联系电话：0766-8833060
联系邮箱：
investyunfu@163.com

理事单位

河源市鋐晟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河源市临江镇临江客运站
旁鋐晟公司
联系电话：0762-7232818
联系邮箱：hyhskt@163.com

会员单位

亨氏（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
123 号金汇大厦 21楼
联系电话：020-29020939
联系邮箱：
Rebecca.Ye@kraftheinz.com

会员单位

卡尔蔡司光学（中国）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九佛西路
1389号
联系电话：020-87490088
联系邮箱：
kimmy.zhao@zeiss.com

会员单位

延长壳牌（广东）
石油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
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1层
联系电话：020-22397388
联系邮箱：
nicole.an@gzshell.com

会员单位

广州科思创聚合物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
经济区斗塘路 10号
联系电话：020-32812118
联系邮箱：
Cherry.gao@covestro.com

会员单位

味可美（广州）食品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
路 183 号
联系电话：020-32129129

会员单位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天河区长兴街松岗大
街 8号
联系电话：020-66806680
联系邮箱：
GR@xiaopeng.com

会员单位

威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科珠路 233 号
联系电话：020-83908888
联系邮箱：irm@vtron.com

同级别会员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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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信息
大道南东软华南 IT创业园6号馆
联系电话：0757-86685125
联系邮箱：
drrd@neusoft.com

会员单位

广东睿道共创科技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广州归谷科技园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开泰大道大
壮国际广场B座 4楼
联系电话： 020-29080214
联系邮箱：
guigukeji338@163.com

会员单位

广州开讯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767 号
东宝大厦 907 室
联系电话：020-87326400
联系邮箱：
info@kddigz.com.cn 

会员单位

广州康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神舟街 8号
联系电话： 020-61002500
联系邮箱：
koncen@koncen.com

会员单位

广州堀硝子汽车
玻璃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碧
路 16号
联系电话：020-82214873
联系邮箱：
oyzh@horiglass.com.cn

会员单位

陶氏化学（广州）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
绣路金华二街 2号
联系电话： 020-82223223
联系邮箱：dyshen@dow.com

会员单位

华特迪士尼（中国）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22
号企业天地 1号楼 6楼
联系电话：021-23161278
联系邮箱：
katie.jin@disney.com

会员单位

广州广胜电子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科学城科学大道
（绿地中央广场西侧）
联系电话：020-82118706
联系邮箱：
Marvin.zhu@cdcic.com

会员单位

百事（中国）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开发区金碧路金华二
街3号
联系电话：020-32812118
联系邮箱： 
Cherry.gao@covestro.com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科学城科丰路 31 号 G12 栋
301 号
联系电话：020-32053486
联系邮箱：
info@fphcare.com.cn

会员单位

费雪派克医疗保健
（广州）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罗门哈斯电子材料
（东莞）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
外经工业园山湖路 236 号
联系电话：0769-86225555
联系邮箱：Yzhao3@dow.com

会员单位

广州益力多乳品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
439 号天银大厦 1901
联系电话：800-8308960
联系邮箱：
zengyun@yakult-gz.com.cn

会员单位

七天四季酒店（广州）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滘西路
300 号
联系电话：020-83995777-
7000
联系邮箱：
tony.li@platenogroup.com

三菱仓库（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1318 号盛邦国际大厦 2905 室
联系电话：021-66287351
联系邮箱：
yangf@mitsubishi-logistics-
cn.com

会员单位

藤田（中国）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
66号正盛商务大厦 503.505 室
联系电话：020-86881689
联系邮箱：lj@gdfujita.com

会员单位

广州达意隆包装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一路
23号
联系电话：020-82266910 
联系邮箱：
dyl_office@126.com

会员单位

安凯（广州）微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科学城科学大道 182
号创新大厦C1栋 3楼
联系电话：020-32219000
联系邮箱：info@anyka.com

地址：广州科学城光谱西路
25 号
联系电话：82378688 #
18000
联系邮箱：
Alex.Yang@liteon.com

会员单位

光宝电子（广州）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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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单位

广州市锐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
大道182号创新大厦C3区13楼
联系电话：020-32290221
联系邮箱：jy@ribobio.com

会员单位

广州曙光制动器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开发区永和经济区禾
丰一街 8号
联系电话：020-82986818 
联系邮箱：
ye.gaowu@akebono-brake.
com

会员单位

广州馨杰添加剂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路
明华三街华兴工业大厦B座3楼
联系电话： 020-82088032
联系邮箱：
cris.xu@triarogy.com

会员单位

广州卓德嘉薄膜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保税区广保大道 3号
联系电话： 020-82209998

会员单位

卓高泰（广州）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
经济区禾丰四街 9号卓高泰公司
联系电话：020-32225388
联系邮箱：
feng_wei@tragot.com

会员单位

广州朗圣药业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科学城金峰园路3号
联系电话：020-32086699
联系邮箱：
j.y.yu@regenex.com.cn

会员单位

广东普度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丽江花园左
岸 26座 1501
联系电话：020-34525738
联系邮箱：
69141303@qq.com

会员单位

广州市进强电子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705 号 8楼 08房
联系电话：020-38818153
联系邮箱：
dengjie@gzjqdz.com

会员单位

广东利世康低碳科技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开发区（黄埔区）
宏明路130号海关综合大楼511
联系电话：020-82006707
联系邮箱：
13826009143@139.com

会员单位

菲迪薄膜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南云二路 6
号
联系电话： 020-22323333
联系邮箱：
info@ftichina.com

会员单位

广州桑瑞通信设备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开源大道 182 号
联系电话：020-22203555
联系邮箱：
admin@sangrui.com

棕榈盛城投资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16
号富力盈盛广场B栋 23楼
联系电话：020-85189000
联系邮箱：
Zhengyumin@palm-la.com

会员单位

广州市易木城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5楼 A1室
联系电话：13926038266
联系邮箱：
2018273872@qq.com

会员单位

锘威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南路63号
联系电话：0755-84870066
联系邮箱：
winstonzhang@novark.com.cn

会员单位

隔空微电子（广州）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
科园区海科路 99 号 7号楼 6楼
605
联系电话：18201934992
联系邮箱：
xin.wang@airtouching.com

会员单位

广州摩尔微电子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亮秀路
112 号 Y2座 602
联系电话：021-51137898
联系邮箱：
info@mooreelite.com

会员单位

广州慧智微电子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开发区科学大道 182
号创新大厦C3-802 单元
联系电话：020-82118026 
联系邮箱：
info@smartmicro.com

会员单位

泰斗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彩频
路 11号 A栋 4楼
联系电话：020-32068686
联系邮箱：
sales@techtot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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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单位

罗定市双东环保
工业园服务中心

地址：罗定市双东环保工业园招
商中心三楼工业园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0766-3903838
联系邮箱：
fwzx3903838@163.com

会员单位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
68号民生大厦 1702
联系电话：020-87518395
联系邮箱：
huangyibin@cmbc.com.cn

会员单位

增城誉德莱
国际学校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大埔
围村誉德莱国际学校
联系电话：020-82913201-8
联系邮箱：
admissions@uiszc.org

会员单位

上海裕芯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
环湖西一路 99 号 16 号楼 A座
二楼
联系电话： 021-38722818
联系邮箱：cjf@shiningic.com

会员单位

广东南方信安微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光谱东路 3号 1栋一期厂房四层
429
联系电话：020-32068543
联系邮箱：
xanf@china-isi.com

会员单位

物联天下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大道西 12 号 A座研发大楼 608
室
联系电话：0757-28082369
联系邮箱：lsm@wiot.com.cn

会员单位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
顾问广州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
10号富力中心 906 室
联系电话：020-38927052
联系邮箱：
kenix.lao@savills.com.cn

会员单位

增城市奔马实业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塘
大道东 43号
联系电话：020-61723333
联系邮箱：
sanlg@sanlg-motor.com.cn

会员单位

广州奥翼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广生路19号
广州奥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0-34887221
联系邮箱：
wluo@cyrontech.com

会员单位

广州新大陆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光明北
路 242 号华联大厦 6楼
联系电话：020-84830756
联系邮箱：
linbin@xdl-china.com

会员单位

广州知识城腾飞
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
一街 2号 2楼 07-12 室
联系电话：020-28203688
联系邮箱：
onehub-gkc@ascendas.com

会员单位

梅州广梅产业园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508
联系电话：0753-2801996
联系邮箱：gmtzkf@163.com

会员单位

广州美国人
国际学校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
南街 3号
联系电话：020-32135555
联系邮箱：
development@aisgz.org

会员单位

广州兰卡企业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
号耀中广场B座 4115室
联系电话：020-38012476
联系邮箱：
fisher.yang@lanca.com.cn

会员单位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
新城兴国路 21号广物中心19楼
联系电话：020-83637997
联系邮箱：
wuxin@xyzq.com.cn

广州润禾知识产权
运营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科学大道 182 号 C2区 304
联系电话：020-82513509
联系邮箱：hr@runheip.com

会员单位

广州市玲之翻译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81 号洪
都大厦B栋 2303 室
联系电话：020-37683510
联系邮箱：hi@gzlings.com

会员单位

广州市穗霞税务师
事务所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423 号远晖商厦 516 房
联系电话：020-38824566
联系邮箱：
csfishse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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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单位

广州空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空港大
道 9号 A4栋 3楼
联系电话：020-37716295
联系邮箱：
huangh@gadd.gov.cn

会员单位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
办事处经济促进局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河
口车仔路18号
联系电话：0757-87618997
联系邮箱：
ssxnkjy@126.com

会员单位

佛山市三水区
淼才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健
力宝北路37号
联系电话：0757-87755681
联系邮箱：
langerlan@163.com

会员单位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际商务区)
投资促进中心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展望路 1号 
经投大厦B幢 802
联系电话：0573-82208747
联系邮箱：
linlin.huang@jxedz.com

会员单位

广州粤瑞
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65 号东
山广场辅楼605室
联系电话：020-87307703
联系邮箱：
771356598@qq.com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
289 号南方传媒大厦A塔 2605
联系电话：020-83000482
联系邮箱：
wensl@21jingji.com

广东《二十一世纪
商业评论》杂志社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号华南师大小红楼
联系电话：020-85212216
联系邮箱：
2777688698@qq.com

会员单位

广东华南师范大学
校友联谊会

会员单位

广东省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校友会

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号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 27栋
联系电话：020-36209995
联系邮箱：
alumni@gdufs.edu.cn

会员单位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
学会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45-21 号
联系电话：020-87001609
联系邮箱：pm@gdpmaa.org

会员单位

广东省循环经济和
资源综合利用协会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2-1 号翰林阁 402 室
联系电话：020-37636009
联系邮箱：
gdarcu@vip.163.com 

会员单位

广东腾南网络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腾讯大粤网）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
289 号南方传媒大厦B塔 8楼
联系电话：020-66849899
联系邮箱：
harveyzhou@gdtengnan.
com

会员单位

清远市投资
促进中心

地址：清远市人民二路市政府行
政服务中心6011室
联系电话：0763-3364054
联系邮箱：binglp@126.com

会员单位

广州南风窗传媒
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广建大厦 7楼
联系电话：020-61036188
联系邮箱：
82780068@qq.com

会员单位

广州开发区
知识产权协会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162号创意大厦B2栋 412号
联系电话：020-28105461
联系邮箱：
xuanerip@163.com

会员单位

广东省粤商研究会

地址：广州市大学城广外院系办
公楼 156 粤商研究中心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9337245
联系邮箱：gdccmr@163.com

会员单位

深圳市投资商会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
东路 3012 号中民时代广场B座
35F
联系电话：0755-25831636
联系邮箱：szci@szci.org

会员单位

文仕文化博物
档案馆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新城洛
溪路裕景花园东区一街37号
联系电话：020-34502480
联系邮箱：
1912595280@qq.com

同级别会员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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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信息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单位名称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组织类型
Organization Type

□ 公司法人 Company  □ 事业单位 Public Institution 

□ 社会团体组织 Association  □ 合伙 Partnership

□ 其他 Others ( 请注明 Please specif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单位简介
Company Profile 

贵单位业务范围介绍，200 字以内，将用于协会刊物中的会员介绍。
A brief 200 characters description of business scope for publication in the 
Membership Directory.

联系信息 Contact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in Full

先生 / 女士
Mr./Ms.

职务
Position/Title

电子邮箱
E-mail 

联系电话
Telephone

0086-

邮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手机
Mobile Phone

0086-

会员申请 Membership Categories

申请类别
Membership  

Category

 □ 会员单位
Member

□ 理事单位
Director

□ 副会长单位
Vice President

本单位自愿申请成为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会员，遵守该协会章程和规章制度。
本单位确认上述资料真实无误，其中单位名称、简介、商标可供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在协会网站、出版
物、活动等公开渠道用于说明协会会员情况。

We are will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Guangdong Investment Promotion Association and to 
observe its Articles of Associations and relat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We hereby certify that all abov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true and correct and agree that name, 
company profile, brand and logo provided herein sha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member 
introduction by Guangdong Investment Promotion Association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publications, 
events, and etc.
                                                   

                                                                              单位盖章 Organization Seal ：                              
                                     代表签名 Signature by Organization Representative ：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ate)

入会申请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并获取《入会申请表》

入会说明Membership Application Instructions：

● 入会流程 Application Procedures
 1）填写入会申请表，连同下列需要提交的资料，寄回秘书处 ；
 2）秘书处通知审核结果 ；
 3）缴纳会费，成为正式会员。
 1）Fill out the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and send back to our office together with other application 
 documents as shown below;
 2）Membership will be considered and results will be notified by the secretarial office;
 3）Membership will be confirmed once the membership fee is received. 

● 需要提交的资料 Application Documents
 1）入会申请表，填写完毕后加盖贵单位公章并请代表签字 ；
 2）贵单位营业执照或登记证的副本复印件，加盖有贵单位公章 ；
 3）贵单位商标的高清图片电子文档。
 1)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with the required seal and signature;
 2)A photocopy of your business license or certificate with organization seal;
 3）A high-quality digital file of your organization’s logo or brand;

● 会费 Membership Fees
■ 副会长单位 ：人民币 30,000.00 元 / 年      Vice President: RMB 30,000 / year
■ 理事单位 ：    人民币 10,000.00 元 / 年      Director: RMB 10,000 / year
■ 会员单位 ：    人民币 5,000.00 元 / 年        Member: RMB 5,000 / year

会费请汇入以下银行账户 Please pay the membership fee into the below bank account ：
户名 ：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 
Bank Account Name ：Guangdong Investment Promotion Association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
Bank Name and Branch Name:  Agriculture Bank of China, Guangzhou Development District Sub-
branch.
账号 ：44064801040006607
Bank Account Number：44064801040006607

● 联系方式 Contact Us                             
联系电话 Telephone ：（86 20）38862389                            
电子邮箱 E-mail ：memberservice@investguangdong.org
邮寄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351 号广东外经贸大厦 24 楼 2412 室 
Mailing Address ：Rm 2412, 24/F, Guangdong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Plaza, 351 Tian 
He Road, Guangzhou 510620, China



主办单位：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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