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金融高新区创
建示范基地，既是积极抢
跑新一轮金融发展关键赛
道，实现金融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刻
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
质，推动制造业尤其是高
端制造业实现更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抓手。 

广东金融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南海区委书记 顾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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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建——

目标

资产管理规模突破    万亿元11
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突破    万亿元11
有色金属现货交易总额突破    万亿元11
广东省中小融资平台融资额突破    万亿元11
创投特色小镇基金规模突破    万亿元11

示范基地集聚数字金融项目超           家10001000

500500“中小融”平台服务企业超          万家

力争通过 5 年时间的努力

10 年内

10001000数字金融投资规模超            亿元

1000010000协助企业实现融资超              亿元

“五个1万亿”“五个1万亿”
广东金融高新区再迎新使命
广东金融高新区再迎新使命

8 月 10 日，广东金融高新区发布新战略：

创建全省首个“数字金融 +高端制造创新示范基地”，

并立下力争十年内实现“五个 1万亿”的目标。

十大主要措施

打造一个数字金融发展重点区域01
以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广东

金融高新区核心区规划面积 14.8 平方公

里以及三龙湾南海片区规划面积 30.3 平

方公里）为示范基地的发展区域。

发布一套支持数字金融发展政策06
整合市区系列扶持政策支持示范基地

建设，对符合条件的数字金融企业机构给

予物业补贴、经营奖励、融资支持、人才

等优惠政策。

打造一个数字金融产业发展基金07
地方政府引导设立一只支持数字金融

产业发展的主题投资基金。充分发挥创投

小镇的基金聚集优势，支持和引导市场机

构在创投小镇设立以数字金融产业为投资

方向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打造一个数字金融产业发展联盟08
利用金融科技产业、资本 + 科创平台

建立产业联盟，以构建纽带、跨界融合、

共建共享、赋能产业、服务普惠为宗旨，

强化场景联动、汇聚与异业合作，推动数

据共享、技术共享与风险防控并行，形成

开放、合作、共赢的数字金融产业生态圈。

成立一个数字金融专家咨询委员会09
邀请相关监管部门、行业协会、高等

院校、研究机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

媒体等专业人士，组建数字金融专家智库。

保障一批数字金融基础设施10
加强与通讯运营商及超算中心合作，

促进数字经济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加快

数字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

打造一批数字金融生态品牌03
●推动“中小融”平台打造成全国一

流的信用管理与政府数据规范应用的标杆

企业。

●加快“区块链 +”金融科技产业集

聚基地培育发展。

●推动国际金融后台加快数字化转

型，挖掘数字金融多领域场景衍生应用。

●促进数字技术在金融行业深度渗

透，打造一批典型案例。

●打造系列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数

字金融系列品牌活动。

支持建设一个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基地04
推动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

打通从数据源到数据流到数据应用的壁

垒，建立基于数据资产管理、交易、服务

的产业生态。

打造一个金融科技产业服务平台05
打造广东金融高新区科技金融投资服

务平台，对接以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内私

募基金为主的区域资本市场资源，精准对

接区域内现代产业集群和科创企业，促进

佛山金融资源和科技资源的有效对接，吸

引风险资本、信贷资金支持科技产业。

探索一批数字金融 + 高端制造

试点项目
02

●依托创投小镇基金产业基础，重点

支持 QFLP、QDLP 业务在示范基地实践

应用。

●争取跨境金融创新和跨境人民币业

务便利政策试点。

●支持鼓励供应链金融在示范基地内

开展数字化试点。

●在示范基地探索数字金融风控试点。

●支持数字金融和实物资产的融合“孪

生”试点。

南海出台多项扶持政策
助企业纾困减负促发展

《佛山市南海区促进金属

交易场所及金属批发企业发展

扶持办法》近日印发出台。南

海区将设专项扶持资金，对符

合条件的金属批发企业、金属

交易场所给予扶持奖励，其中，

平台最高奖 400 万元。

南海已出台《佛山市南海

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

若干措施（试行）》和《佛山市

南海区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扶

持办法（试行）》两个配套政策。

当前，正开展两个配套政策的

项目申报工作。申报单位须在申

报时间内登录“佛山扶持通平

台 ”（https://fsfczj.foshan.

gov.cn）进行申报。

出台扶持政策
促进金属批发业发展

南海制造业“两化”转型
项目申报工作启动

8 月 22 日，在“活力新南

海 人城产共融”——南海区

2022 年度下半年商住用地推介

会上，南海发布最诚意的惠企

措施，助力房企抢抓市场发展

机遇。

土地整理程序简、手续快

将简化土地整理程序，无

论是旧村改造项目允许授权表

决、容缺选取市场改造主体，

还是履约保证金可用银行保函

代替，审批端将跑出加速度，

助力土地空间加快释放，让土

地整理全链条跑出南海新速度。

缓交钱、少交钱，减轻房企资
金压力

降低土地出让价，减少单

宗土地出让体量，降低企业拿

地门槛，放宽土地出让金缴纳

期限，企业缴纳 50% 地价款即

可申请开发报建，提前进入建

设周期，激发土地竞买市场活

跃度，吸引大中小企业落子南海。

加快房产销售，促进房企资金
良性循环

对于符合装配式建筑认定

和其他条件的，即可申请预售。

同时，后续预售资金监管，符

合条件的，可用现金保函等额

替换监管资金。

发布惠企措施
助力房企发展

亮点一

亮点二

亮点三

广东金融高新区
15年发展

成绩单

今年 1 至 7 月，广东金融高新

区核心区新引进怡和商务服务（广

东）有限公司等 168 个项目，新增

注册资本超 227 亿元。截至今年 7

月底，广东金融高新区核心区共引进

中国工商银行集约运营中心、中国人

保南信息中心、友邦金融中心、汇丰

环球营运中心、毕马威全球共享服务

中心、中科沃土基金等 1470 个，累

计投资规模超 2322 亿元。

发展至今，广东金融高新区已引

进项目涵盖银行、保险、证券、期货、

金融租赁、公募基金、小额贷款、典

当、担保、私募创投、融资租赁、金

融科技、服务外包等金融及类金融业

态，吸引金融、科技人才数量 6 万

多名。

广东金融高新区所在的千灯湖

片区，缴纳税收超亿元的写字楼达

16 栋，2021 年带动南海区金融业税

收收入占全区税收比例上升到7.6%，

为 39.43 亿元，使金融业成为南海区

的支柱产业之一。

今年上半年，南海区金融业增

加值为112.9 亿元，同比增长8.3%，

占 GDP 的比重达 6.9%。同时，南海

区金融业税收收入占全区的税收比

例，从 2016 年的 5.9% 上升到 2021

年的 7.6%，为 39.43 亿元，占全市

的 32.34%；南海区金融业增加值

从 2018 年的 108.87 亿元，增加至

2021 年的 162.81 亿元；占 GDP 比

重从 2018 年的 3.68% 增加至 2021

年的 4.57%。

2016 年，南海区设立了总规模

20 亿元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截

至目前，引导基金已签署子基金达

33 只，合计总规模接近 100 亿元，

财政资金撬动近 7 倍社会资本参与，

投项目 154 个、其中投放泛珠三角

项目占比 63.6%。同时，通过设立规

模10亿元的支持企业融资专项资金，

广东金融高新区已累计为 1486 家有

短期资金周转压力的企业完成转贷

639.3 亿元。

累计投资规模超 2322 亿元

金融、科技人才 6万多名

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6.9%

16栋“亿元楼”

撬动 7倍社会资本

数字金融+高
端制造创新示

范基地

数字金融+高
端制造创新示

范基地
扫码看扶持政策详情

扫码看申报详情

扫码看惠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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