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银行后台数据中心

广州银行总行级别后台数据中心，涵盖金融科

技研发、总部后台数据中心、信用卡后台服务中心、

运营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培训中心等多个业务中

心，人员总规模预计超 2000 人。

深圳联合金融大湾区中心

深圳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是全国性的大型金

融控股集团，将在广东金融高新区建立联合金融大

湾区中心及银雁科技区域作业中心、银雁科技中台

业务研发中心、金融云计算中心、联合金融大学培

训中心、供应链金融服务与要素交易平台。

地址

选址狮山镇，与一汽 - 大众佛

山工厂和本田佛山工厂为邻。

面积

占地面积 593 亩，拟建单层建

筑 18 栋、高层建筑 10 栋、综

合体 1 栋。

建设进展

分为 A、B 区两期开发建设，首

期计划 2021 年底完工。

发展目标

重点引进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

世界500强企业以及行业龙头，

包括新能源汽车配套、高端制

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精密

工程、工业自动化等产业，预

计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 200 亿

元，年纳税额逾 1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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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平谦项目有多强？

平谦为何选择南海？

项目发展方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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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签约的企业“军团”，

将为广东金融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装上新引擎。

挂牌成立 13 年来，广东

金融高新区坚持“国际金融后

台基地”与“现代产业金融中

心”双定位发展战略，大力引

进金融后台项目，加快发展金

融科技与小微金融，推动金融、

科技、产业融合发展。下一步，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金融

扩大开放机遇，广东金融高新

区将继续围绕“双定位”，大

力开展产业链招商，提高发展

层级、提高行业区域定位、提

高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招商项

目质量、提高服务管理层次，

使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布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平台。

广东金融高新区 13周年迎来发展新高潮

十大重点项目落地 投资近百亿元

十大项目半数落户创投小镇

为高质量发展装上新引擎

7 月 7 日，2020 广东金融高新区重点项目进驻签约活

动举行，十大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户，投资总额近百亿元，

将为南海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这是广东

金融高新区 13 周年之际迎来的又一波发展新高潮。挂牌成

立 13 年来，广东金融高新区坚持“国际金融后台基地”与“现

代产业金融中心”双定位发展战略，大力引进金融后台项目，

加快发展金融科技与小微金融，有效推动金融、科技、产业

融合发展。

广东美丽乡村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由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南方报业传

媒集团发起，基金规模 30 亿元，将以基金模式联动

政府和企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广东季华科技成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由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与季华实验室合作设立，

总规模 5亿元，主要投资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领

域的高端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新晟期货有限公司

国有全资期货公司之一，拟与广东金融高新区

深度合作，协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构建统一的绿色

金融相关标准，运用期货工具助力实体经济抵御现

货风险，推动期货现货的互联互通，实现稳健发展。

广东博资同泽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由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博资创新管

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规模 10 亿元，主要投资拟上

市阶段的企业股权。

本次签约落户的项目，投

资总额近百亿元，涵盖银行、

期货、基金、服务外包等前后

台高端服务业态，其中有三家

为持牌金融机构，不仅能进一

步提升广东金融高新区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还将提升广东

金融高新区影响力，积极参与

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签

约的十大重点项目中，有一半

落户千灯湖创投小镇。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千灯湖

创投小镇集聚私募基金类机构

675 家，募集与投资资金规模

超 819 亿元，正逐步形成华南

地区私募创投集聚发展的“高

地”。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内首家落户地级市的公募基金，截至 2020 年

6 月底，资产管理总规模达到 30 亿元，将助力本地

企业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和资产证券化程度。 

银联商务粤港澳大湾区中心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较大的综合

支付服务机构之一，亚太地区收单机构排名第

一位。银联商务计划在广东金融高新区设立银

联商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心、数据中心、业

务处理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集约运营中心（佛山）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的国内两个集约运营中

心之一，为工行各业务线、利润中心、子公司

提供共享运营服务，实施运营流程改进和质量

效率管理，还负责全行集约运营的流程设计和

优化，以及相关业务的制度制定和外包统筹管

理等工作，人员规模初步 800 人。 

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

省市区共建项目，计划前三年服务中小

企业超百万户，汇集金融和核心企业超千家，

实现融资服务超万亿元。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技术银行

由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发

起设立，规模 30 亿元，已获科技部批准筹建，

将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科技产业。 

南海平谦项目落户狮山

镇，占地面积 593 亩，拟建单

层建筑 18 栋、高层建筑 10 栋、

综合体 1 栋。分为 A、B 区两

期开发建设，首期计划 2021

年底完工。项目将采用新标准

建设，符合工业4.0 时代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该项目与一汽-

大众佛山工厂和本田佛山工厂

做“邻居”。项目进驻后，将

结合平谦国际优质的企业客户

资源，重点引进以国内外先进

制造业为主的世界 500 强企业

以及行业龙头，包括新能源汽

车配套、高端制造、人工智能、

新材料、精密工程、工业自动

化等产业，预计实现年工业总

产值超 200 亿元，年纳税额逾

12 亿元。这也意味着，平谦项

目的亩产税收可超过200万元，

狮山镇汽车产业园将成为外资

项目和世界 500 强项目的集聚

地，实现整个片区高质量发展，

在粤港澳大湾区产生标杆示范

效应。

接下来，南海平谦项目将

以“投资建设 + 招商运营（欧

美企业方向）”的模式投资建

设并运营，其中，外资企业数

不少于总投产企业数的 60%，

补上南海区面向欧美企业招商

引资的短板。

南海平谦国际智慧产业园启动建设

百亿“智慧巨舰”起航 打造湾区标杆园区
7 月 27 日，总投资 105 亿元的南海平谦国际智慧产

业园项目正式启动建设，这是南海近年来投资额最大的工

业产业载体项目。项目以打造佛山乃至粤港澳大湾区一流

标杆园区为目标，重点引进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世界 500

强企业以及行业龙头，预计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200 亿元

以上，年纳税额逾 12 亿元。

瞄准世界 500强招商

“三同”承诺展现南海效率

平谦国际集团总部位于香

港，是中国最优秀的工业地产开

发运营商之一，致力于为国际高

端制造商在华生产业务提供专业

的工业地产及相关服务。目前，

该集团已经在全国开发了大型工

业园 15个，总规划面积超过 500

万平方米，已开发建筑面积超过

360 万平方米。

南海平谦国际智慧产业园是

平谦国际集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布

局的重点产业园项目，项目将依

据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集群定位，

重点引进以国内外先进制造业为

主的世界 500 强企业以及行业龙

头，弥补南海区乃至佛山市面向

欧美招商的短板，将加速南海区

构建“两高四新”现代产业体系，

助推佛山、南海本土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引进、培育一批新兴产业，

为南海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注入新动能。

“政府最初跟我们说‘三同’，

同一天签约、同一天审批、同一

天发放开工许可证，我觉得不可

能，没想到南海区的效率这么高。”

平谦国际集团董事长莫悦宁表示，

佛山人杰地灵，是粤港澳大湾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高效服

务让企业对落户南海充满信心。

莫悦宁作出承诺，南海平谦将筑

金巢、引金凤，最少引进 4家世

界 500强工业企业落户。

在项目的引进过程中，南海

区政府全力配合，通过模拟审批

提供高效行政服务支持，从 4 月

份签订投资协议到动工建设仅用

了 3 个月。7 月 15 日，项目实

现当天签约、当天审批、当天领

证，兑现了“三同”承诺，实现

了“拿地即开工”，再度刷新“南

海速度”，充分展现了高效南海

努力为投资客商提供优质营商环

境的诚意。

预计年工业总产值超 200亿元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陈为彬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李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