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企业在广州“遍地开花”

证券时报记者 罗曼

5.6

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大湾区， 已形成

7000

万人口，超

10

万亿元的庞大经济体量，加

快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作为粤

港澳大湾区中的重要一极， 广州及广州的企业

如何抓住大湾区建设的机遇？

日前， 人民日报全媒体湾区行采访团实地

采访了广州具有代表性的科技创新企业。

广州开发区：

“小企业，大能量”

近年来，广州坚持市场导向，突出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

,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行动计划，大

力推动高企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领力

量。高企总数从

2015

年的

1919

家增加至

2018

年的

1.1

万家，跃居全国第三。 广州市科技创新

企业数据库入库企业突破

20

万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入库数达

8377

家，在全国排名第一。

去年

10

月

24

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位于广州开发区的广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

司，在创业创新体验中心，陈列着广州明珞汽车

装备有限公司、 广州杰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乐源

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产品。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创新创造创业离不开中小企业，我们要

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希

望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聚焦主业， 加强自主创

新、练好内功，努力实现新的发展。

广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副总裁龙璞向

记者介绍， 明珞汽车主要从事汽车车身智能生

产线的规划、设计、制造和运维服务，与

KUKA

、

ABB

等国际知名公司相比，虽然在规模上还有

差距， 但聚焦革命性的产品创新与高效的生产

方式创新， 在技术水平方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

地位，目前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300

余项，其

中国内外发明专利

98

项，有多项革命性的核心

技术为全球首创。

采访团还对广州乐源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了走访。 该公司一直专注于智能手表机芯以

及整体的解决方案， 乐源科技总裁代茂慧向记

者表示：“虽然从体量上来看， 我们是一家中小

企业， 不过现在我们有一项全球独有的技

术———功耗最低的智能手表机芯， 以及穿孔触

摸彩屏

+

机械指针， 这是世界首款混合了机械

指针以及智能系统的手表。”同时，她也表示，由

于乐源的科研投入占比较高， 希望能够在创业

过程中得到资金支持。

广州开发区是粤港澳大湾区 “湾顶明珠”，

是全国首家财税收入过千亿开发区。 全区聚集

民营及中小企业超过

2

万家， 民营经济已成为

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和增长极。 全区

80%

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民营及中小企

业，

80%

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民营及中小企

业，

80%

以上的授权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成果和新

产品来自民营及中小企业。 去年

11

月

13

日，该

区正式发布《民营及中小企业

18

条》，与此前的

“金镶玉”系列政策（四个“黄金

10

条”、两个“美玉

10

条”、“风投

10

条”、“区块链

10

条”、“文创

10

条”政策），形成一个完整、有机、高效的最佳政策

链，引领全国产业政策风潮，为民营及中小企业

发展营造“态度好、速度快、温度暖”的营商环境，

助力区域在“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中勇当尖兵。

南沙自贸区：

高科技企业扎堆

乘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东风， 位于南沙

自贸区的香江独角兽牧场致力于寻找围绕 “云

物大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科

技领域的初创团队，并对其在创业咨询孵化、技

术专业支持、投融资对接、政府补助申请、市场

拓展与产业对接、人才招聘、品牌建设等创业环

节提供专业孵化服务。

据香江独角兽牧场公关总监池嘉仪介绍，

截至目前，香江独角兽牧场（南沙）已成功

入孵入驻

60

家优秀企业，总估值接近

500

亿元，包括云从科技、小马智行、科大讯飞、

广汽蔚来、暗物智能灯等先后入驻。香江独

角兽牧场渐成南沙人工智能总部集聚区。

广汽蔚来战略发展副总裁傅瑜向记者采访

团表示，之所以将广汽蔚来总部选择在南沙，主

要因为南沙区拥有多重叠加的政策优势， 对于

高科技企业而言是天然优质基地。 南沙拥有广

州的城市副中心、“国家新区”“自贸试验区”“自

主创新示范区” 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政策优

势，先进的政策给予企业的实质性利好，以及在

先进政策指导下，形成的优质营商环境，高科技

企业逐步聚集而形成强烈人文氛围和人才集聚

效应，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海珠区：

互联网巨头进驻琶洲

当天记者采访团除了走访广州开发区、南

沙自贸区等创新企业以外， 还实地走访了广州

另外一个中心城区海珠区， 这是广州经济发展

的又一个增长极。 据广州市琶洲会展总部和互

联网创新集聚区管理委员会有关人员介绍，琶

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东北

部，地处中心城区，是广州市和海珠区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和 “四个走在

全国前列”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创新平台，与珠江新城、广

州国际金融城共同构成城区的“黄金三角”。

根据琶洲管委会提供的资料， 目前琶洲区

域产业导向主要为数字经济、 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人工智能。 自

2015

年

6

月以来，琶洲西区已

吸引了腾讯、阿里巴巴、复星、国美、唯品会、

TCL

等互联网和科技创新龙头企业进驻， 企业

投资总额达

725

亿元。 琶洲会展总部和互联网

创新集聚区管理委员会有关人员表示， 当前正

全力打造琶洲数字经济改革创新试验区， 勇当

广州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田和高质量发展的

排头兵。

创新类企业眼里的广州创业优势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广州，这座拥有悠久商业历史的城市，在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背景下，正在孕育新的变化。

政策重点扶持八大行业

作为广东省的省会， 从广州市在落实到具

体的产业方面来看，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

生物和新能源、 新材料等行业成为广州市重点

发展的产业领域。

2018

年

6

月， 原广州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发布的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子基金

申报指南》显示，广州市重点支持的领域包括智

能装备及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

与健康医疗、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

新能源、都市消费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八大

行业。

广州市越秀产业基金董事会秘书、 战略总

监王友轶向记者表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智

能制造等领域都是公司重点投资的方向。 政府

层面上重点扶持八大行业， 说明大家在看好的

行业方向上是一致的， 公司也会充分利用政府

的产业政策。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志安

认为， 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香港是金融和航运中心，澳门以博彩业为

主， 而广州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具有较好的制

造业基础、完善的产业链条。 相对而言，港澳地

区创业成本较高，广州等内地城市，从技术、人

才、生活舒适度及创业创新环境来看，具有较好

的竞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

间具备有不同的特点，即便智能制造型的企业，

对城市的选择也存在差异。

商汤科技总裁尚海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就智能制造行业而言，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

两类企业， 硬件生产企业更适合在大湾区内的

东莞、惠州等二线城市发展，而软件类的研发企

业，更适合在广州、深圳、香港等大湾区内的一

线城市发展。

没有围墙的孵化器

广州市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为解决中小

科技企业融资难提供有力支持。 广州市在

2015

年底设立了首期

4

亿元的广州市科技型中小

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与省内各大银行建

立风险分担机制， 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

“降低贷款门槛、 提高信用额度、 简化贷款流

程”的科技贷款服务，推动

8

家合作银行累计

为近

1300

家科技企业发放贷款超

100

亿元，

获支持企业资质较好， 高新技术企业占

79%

，

首次获贷企业占

36%

， 纯信用贷款企业占

62%,

有效缓解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 广州奥翼电子公司借助信用贷款实现

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子纸显

示技术的科技创新企业，研发了全球首款石墨

烯电子纸。

市场化运行的各类创新创业载体成为科技

创新企业成长的“摇篮”。 广州市近年来大力支持

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建设，坚持走专业化、

资本化、国际化发展之路，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

孵化育成体系建设。 达安创谷是一家服务于生物

医药健康产业专业的孵化器运营机构， 其通过开

放内部资源平台帮助被孵化企业的发展和提高，

实现互帮互助的良好生态圈，被誉为“没有围墙

的孵化器”， 孵化了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生物医

药企业超过

200

家， 其中： 进入新三板的企业

9

家；进入创业板待审批企业

1

家；完成股改

5

家；

进入

IPO

流程的企业超过

10

家； 投资企业总产

值达

60

多亿元； 投资企业总估值达

200

多亿。

2018

年，从广州科技企业孵化器走出了一批高成

长初创企业，真微科技获得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电子信息行业全国总决赛初创企业组第一

名，钛动科技获得互联网行业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中大国际创新谷单个入驻项目专利成果转让金额

达

2000

万元。

在良好的创新土壤培育下， 广州创新创业活

力正不断释放。相继举办《财富》全球科技论坛、小

蛮腰科技大会、广州科技创新活动周、广州国际创

新节等高层次、高水平会议活动。

2018

年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广州首次承办全国总决赛， 广州赛区

有效报名数

2684

家，占广东省报名总量的

70%

。

72

家参赛企业入围全国总决赛，

6

家企业分获一、

二、三等奖，首次获得全国总决赛第一名。

创业优势：市场经济发达

综合成本相对较低

微观层面上，从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创新企

业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中，市场经

济发达、 综合成本相对较低的广州具备较强的竞

争优势。

记者来到了位于广州科学城的清华大学珠三

角研究院，走访广州菌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清华

珠三角研究院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合作

共建，于

2015

年

10

月签约成立。

作为一家从北京搬到广州的新创公司， 广州

菌落拥有国际领先的生物筛选技术和强大微生物

组分析能力， 产品主要运用在农业化肥及医药领

域，主要运营的品牌是慕恩生物。

2018

年该公司

申请的三项专利技术， 均属于农药化肥和医药生

物领域。

公司董事长蒋先芝介绍， 作为研发生产型的

企业，广州相对于北京、深圳、香港等地来说，综合

成本低，又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市场较为

广阔，对于科研企业来说，具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

间。 与此同时，蒋先芝提到，广州地区的实验室条

件和气候条件， 对于广州菌落这样的微生物研发

和生产企业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蒋先芝提到，一般情况下，政府的扶持资金也

是需要在企业的运营到达一定的规模后才进行扶

持的，毕竟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项目风险的管理和

评估谨慎一些也是合理的。 目前公司也在积极申

报来自市科技局方面的一些关于人才补贴方面的

优惠措施。

蒋先芝介绍，目前今年公司人员将扩张到

50

人左右，其中，

80%

以上均是研发人员。 经过两轮

融资所募集到的资金， 主要用于建立微生物数据

库和发酵工厂，预计今年

10

月份在广州科学城附

近的发酵工厂将会完工。

公开资料显示， 广州菌落注册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目前进驻位于广州市科学城的清华珠三

角研究院。 公司已经获得两轮投资，广州本地的风

险投资也同样出现在天使轮及

Pre-A

轮的投资当

中。 天眼查资料显示，

Pre-A

轮当中，公司募集资

金达到

6000

万元，天使轮募集资金并未披露。

专门从事医药项目的投资经理陈昊思向记者

表示，像早期的医药生物企业，基本是可以享受广

州本地的“美玉十条”这些政策。与此同时，如果评

上创业英才和领军人才， 还会有具体相应的资金

奖励和场地补贴。

广州市黄埔区、开发区管委会发布的“美玉

十条”政策显示，新设立且当年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大于

1000

万元的，奖励

100

万元；大于

5000

万元的， 奖励

500

万元； 大于

1

亿元的， 奖励

1000

万元。与此同时，还在经营贡献、交易、金融

扶持、信息分析、保护资助及培训等多方面给予

政策支持。

除了来自政府方面的资金支持创新企业外，

广州市内的创新类企业也受到民间资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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