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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各位会员、理事
和会长对本人的信任和认可，
邀请我担任广东省促进企业投
资协会名誉会长。我期待与各
位一道，为持续提升广东省的
投资环境，尽我的绵薄之力。

我谨此代表全体会员感谢广东
省民政厅、商务厅和广州市政
协在协会发起和筹建过程中给
予的支持和帮助！没有省民政
厅作为社会团体管理单位的悉
心指导，没有省商务厅作为投
资促进工作主管单位的大力支
持，没有刘悦伦主席和广州市
政协一路以来的关心和帮助，
协会不可能得以顺利成立。

广东省商务厅整合省内投资促
进领域的各种资源，搭建这样
一个各地政府与国内外投资者、
专业投资服务机构以及各类载
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平台，是一
项非常务实、有远见的举措。
这既体现了省商务厅在贯彻落

实习总书记对广东工作提出“四
个坚持，三个支撑、二个走在
前列”的要求，也体现了落实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经济结构调
整，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
发展以及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等
一系列战略规划战略部署。

我相信在广东省商务厅的正确
领导下，在徐特辉会长及各位
副会长、理事和会员的共同努
力下，坚持以商招商，以商引
商，以商助商，以商促商，坚
持投资促进工作的专业化，网
络化，信息化，多元化建设，
坚持市场化运作以及发挥各会
员之所长，广东省促进企业投
资协会将可为广东经济发展做
出积极的贡献。

凌伟宪

名誉会长
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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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商智慧 共赢未来

这个世界变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
要快！

我们不仅看到摩尔定律在芯片领域
仍然有效，人工智能的发展突飞猛
进，AlphaGo 冷酷地摧毁了人类对
围棋的一切幻想，还看到新一代消
费者的消费观念和习惯变化如此之
大，让早些年还如日中天的公司和
品牌快速衰败，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在这个市场越发碎片化、竞争越发
白热化、投资前景越发难测的新时
代里，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智慧才能
得以生存和发展。但智慧来自哪里？
很多时候它就来自我们与周边朋友、
同事、同行之间的交流、讨论和探索。
发起设立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
的初衷，就是想搭建一个“粤商”
朋友圈，让广东（“粤”）有共同
追求的企业家、投资促进专业人士
以及政府相关人员可以聚在一起，
共“商”如何更有效地实施投资项目，
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打造更好的
投资环境，并以此更有力地推动广
东省经济的发展。有商讨才会有“智
慧”的产生，才会有理念的创新，
才能找到各方新的利益共同点，互

惠“共赢”，实现“粤商智慧，共
赢未来”！

那么，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协会，我
们如何做到与众不同，让协会对内
对外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我看来，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贯
彻“三实”的理念:务实、扎实和诚实。

务实。协会将主要以服务好“实”
体经济领域的企业为己任。我们相
信，实体经济是我们社会生存和发
展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协会
会员的构成将坚持以实体经济企业
为主体。实际上，我们第一批创会
会员中有 60 名企业会员，而他们中
绝大部分都属于实体经济领域。我
们希望，通过聚合这些优秀实体经
济企业的资源和力量，真真实实地
为广东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发挥
作用。

扎实。协会以扎“实”的态度做好
每一件事情，服务好每一个会员。
投资行为有其天然的“亲官”属性，
其成功与否与政府的支持力度密切
相关。协会以促进企业投资为主旨，
将力求把自己打造成为企业与政府
良好沟通的桥梁，真真切切地成为
企业投资的好帮手。此外，企业投
资也有其“风险”属性，需要大家

创刊词

共同参与才更容易成功。协会将通
过沟通、协调以及开展一系列的活
动促成各方的合作，实现共赢。

诚实。协会将坚持诚“实”的原则，
努力成为广东省信誉度最高的协会。
协会首先必须建立清晰透明的规则，
确保协会的运行和管理规范有序。
其次，会员的吸收要实行精选原则，
坚持只吸收具有良好信誉的企业和
机构加入协会，而不仅仅追求数量。
此外，我们希望协会也能成为一个
高可信度的中立专业机构，努力让
协会提供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建
议、每一份报告都有很强的公信力，
能够成为广东省企业和其他机构投
资工作的指引。

未来不可知，但相信如果我们可以
齐心协力，携手合作，互助共济，
我们将可以赢得更好的未来！

徐特辉
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会长

建智控股集团总裁
广州建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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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协会简介

为促进国内外企业来粤投资，促成
来粤投资项目落地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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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商务厅及广东省民
政厅的指导和协助下 , 来自全省各
地市的多家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了广
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

•	 促进国内外企业来粤投资
•	 搭建有效沟通的平台
•	 促成项目落地和发展
•	 加强各方合作交流
•	 整合多方资源
•	 推动广东省经济的发展

务“实”
服务好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

扎“实”
扎实服务于企业投资项目

诚“实”
专业，诚信

协会
宗旨

核心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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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者 - 全面掌握
省内区域、产业、载体、政策、服
务等最新、最直接的投资信息，与
政府部门面对面，高效沟通、解决
具体问题。

媒体机构 - 高端营销
把握广东省经济发展的脉搏，与引
领时代的优秀区域、企业同行，见
证广东省的创新发展新阶段。

资本投资者 - 资本推动		
基于协会的平台资源，获得优质项
目信息，发挥资本对于实体经济投
资的促进作用。

服务
• 政策法规咨询
• 项目选址建议
• 主体设立咨询

会员
多国别

多行业

多类型

区域
区域政府

招商部门

招商载体

顾问
行业专家

研究机构

商会

专业服务机构 - 充分发挥	
专业服务对于投资的促进作用，深
入挖掘业务增长新契机，共同搭建
广东省投资促进专业服务平台。

政府招商部门 - 无缝对接	
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更有效地
展示区域形象和改善投资环境，提
升广东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整
体竞争力。

平台
价值

交流
• 投资促进活动
•专题研讨
• 经验分享
• 理论研究

传递
• 宣传和贯彻企业	
投资政策、投资环境
•建立信息平台
• 编撰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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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代表）

大会

分支机构
（专业委员会）

名誉会长 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监事会

荣誉顾问

专业顾问

会长 综合部

执行会长 会员服务部

秘书处 活动策划部

信息调研部

组织
架构

第一次	
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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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日，广东省商务厅担任业务
主管单位的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
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广州召开。来自
40多家会员单位的60多位代表参加
了此次大会。原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党组副书记凌伟宪同志、广东省
投资促进局负责人孙斌同志、广东省
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徐祖平
同志等嘉宾出席了本次大会。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广东省促进企业投
资协会章程及管理制度，通过选举，
广州建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徐
特辉当选会长，广州招商壹零壹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王萌当选执
行会长，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广
东粤海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宝
洁有限公司、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凯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当选副会长单位，广东天
海花边有限公司当选监事长单位；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河源市鋐晟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河
源江东新区）、云浮市招商引资服
务中心、广州开发区投资促进中心、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等当选理事单位。大会还表决通过
了聘任名誉会长及秘书长的议案。

会上，广东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
局副局长徐祖平在讲话中表示，广
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是今年以来
首个召开成立大会的省级协会，希
望协会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
定，规范运作，健康发展；积极发
展会员，努力壮大；做好服务，实
现资金来源多元化，力争自力更生；
认真做好协会的各项工作，为我省
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发挥好桥梁、
纽带作用。

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由广东省商
务厅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省内多家企
业及区域共同发起。协会旨在促进国
内外企业来粤投资，促成来粤投资项
目落地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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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会员具有多国别、多行业、多
类型的特点。既包含以粤海、凯得、
七天为代表的省内本土企业，也包
含来自日本、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宝洁、百事、益力多、亨氏、
达能、壳牌、三菱、藤田等外资企业；
会员所涵盖的行业既包含了广东省
经济的代表性支柱产业，也包含了
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未来经济高速
成长性产业；会员类型既有来粤投
资企业，也包含了承接投资的中新
广州知识城、河源高新区、广州开
发区、广州天河、佛山禅城、云浮
等区域及园区，还包括人才资源汇
集的华师校友会、广外校友会等具
有敏锐触角的高校机构，还有发挥
“喉舌”功能的中国政经第一杂志

南风窗、21 世纪商业评论、腾讯大
粤网等媒体。

协会的成立，将为国内外投资者、
省内各区域、专业服务机构及各类
招商载体之间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
助力广东投资促进工作，以实际行
动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对广东省提出
的“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
在前列”的期望，落实省委省政府
振兴粤东西北，落实经济结构调整，
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等一
系列战略规划，	为广东省的经济发
展添砖加瓦，为广东省的投资促进
工作做出贡献。

广东省商务厅代表、广东省投资促
进局负责人孙斌在总结发言中表示，
希望协会积极壮大，打造成一个和
广东省经济地位、投资促进工作地

位相称的、全国一流的协会，广东省
商务厅作为协会的主管单位，将对协
会工作的开展予以大力支持，未来还
要加强合作，共同为广东省的招商引
资、投资促进工作做出努力。

新闻来源：
广东省投资促进局主页

广东省促进企
业投资协会第
一次会员大会
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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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dst fierce competition for 
investment in today's global 
economy, an industrial association 
in Guangdong was founded in 
April, to boost the local investment 
climate as well as further the 
province's opening-up.

Aimed at playing a key role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 the 
association has already signed up 
70 members, including industrial 
heavyweights such as P&G, 
Danone, Pepsi, Yakult, Carl Zeiss, 
Shell, Mitsubishi, and Fujitsu.

The body has also enlisted 
investment service providers such 
as Guangzhou CDC Group and 
invest101.com, and investment 
seekers such as Guangzhou 
Development District, Sino-
Singapore Knowledge City, Tianhe 
district of Guangzhou, Chancheng 
district of Foshan, and industrial 
parks in Heyuan, Yunfu and Meizhou.

"Many of our founding members 
are leaders involved in either the 
pillar industries or emerging ones 

INVESTMENT 
ASSOCIATION TO 
HELP OPEN UP 
GUANGDONG

in the province and our association 
will continue to diversify its 
membership," said Hubert Xu, 
chairman of the association and 
president of Guangzhou CDC 
Group, an integrated service 
provider for investors.

"The new organization will do its 
utmost to bring the competitive 
investment climate of Guangdong to 
the foreground, leverage the synergy 
of the members to lure investors 
to the province and help improve 
services for investors with feasible 
advice, new management models,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practice."

Xu said that the association 
will become a platform for 
efficient exchanges among 
investors,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viders, investment promotion 
departmen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zones 
or parks of various levels across 
the province.

"Guangdong is doing a lot to boost 
supply-side reform, implement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establish its new 
opening-up economic system," Xu 
said. "Our members are eager to 
get involved."

Sun Bin, a director of Guangdong 
Investment Promotion Bureau under 
the provincial commerce department, 
pinned great hopes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new association.

"I hope the association will soon 
grow into a top-notch investment 
promotion organization in China," 
Sun said, adding that the bureau 
will join forces with the association 
to create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in the province as well as 
other promotional activities.

Hubert Xu, president of Guangzhou CDC Group,  
is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Guangdong Investment Promotion Association.

转载自	
Chinadaily.com.cn

我校校友会
加入广东省
促进企业投
资协会

4月25日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广州
举行，我校校友会作为协会创会会
员单位加入协会。出席当天会议的
有来自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民政
厅的有关领导以及 40多家会员单位
代表。我校校友、原广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凌伟宪 , 校友办、基金
办主任王伟民一行应邀出席了大会。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协会章程及管理
制度 , 选举产生了协会第一届理事
会、监事会，选举我校校友、广州
建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特
辉先生担任协会会长。

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是一家在
广东省民政厅注册登记的由广东省
商务厅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
织。协会由省内多家企业共同发起，
会员有企业事业单位、媒体、协会、
学会等。协会旨在促进国内外企业
来粤投资，促成来粤投资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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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推动
广东经济的发展。协会的成立，将
为国内外投资者、省内各区域、专
业服务机构及各类招商载体之间搭
建有效的沟通平台，助力广东投资

转自
华南师范大学新闻网

促进工作，为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发
挥积极作用。协会目前有会员单位
近 70 家，其中包括多家世界知名企
业，如宝洁、达能等。

我校校友会加入该协会对学校的发
展将起到积极作用，一是可以助力
我校学生的专业实习和就业工作；
二是可以加强我校与协会企业类会
员单位之间的合作，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三是随着越来越多企业类
会员的加入，可以借力平台的企业
进一步拓展学校发展基金会的社会
募捐渠道；四是借助协会媒体类会
员的平台，增强我校校友工作、基
金工作乃至学校发展成就的宣传力
度，进一步提升学校知名度，助力
学校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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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会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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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建智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广州建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总部位于广州科学城，是
一家为在华投资者提供全方位服务
的专业机构，业务主要以招商引资
和商务顾问为主，累计引进外资超
过50亿美元，服务跨国企业近千家，

依托庞大的企业客户资源，实现“以
商引商”。建智公司是中国第一家
通过 ISO9001 认证的投资咨询服务
企业；同时，建智公司也是广东省
内招商引资和投资咨询行业第一家
获得省著名商标称号的企业。

建智公司所属建智控股集团，员工
总数约 2600 人，成员企业 40 家，

广州招商壹零壹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招商壹零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INVEST101”）
是一家以 O2O 的方式为产业投资
者提供以“选址”为起点的 ISP
（Integrated	Service	Provider） 企
业集成服务商，是一个以投资者需
求为中心，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的
“选址管家”。

INVEST101 萃取过往丰富的招商引
资服务经验，深度剖析工业企业的
选址、筹建及运营痛点，整合包括
政府、招商机构、载体业主和工业
地产中介、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在内
的各方资源，围绕投资者的需求定
制解决方案，以互联网的方式帮助
产业投资者解决“选址”及后续问
题并实现其投资目标。

基于 ISP 服务模式，	INVEST101 构
建起以	网站	为核心，以载体采集
APP、招商地图 APP、项目管理系
统（PMS）、招商培训课程、精品
活动、新媒体为补充，全方位服务
于产业生态圈的立体产品结构，为
投资者、政府、业主 / 中介、专业
服务机构创造深度链接，扫清投资
障碍，提升服务效率。

截至目前，	INVEST101 已经与广州
开发区、佛山南海区、佛山禅城区
等招商部门密切合作，成功实现了
线上“地方站”的建设。与花都、
空港、南沙、顺德、三水、清远、
河源等更多地方政府深入洽谈长期
合作关系。”

合资合作企业 12 家。建智控股集团
以招商引资和投资咨询为龙头，构
建起投资（工业地产和股权投资）
与服务（餐厅管理及团体配餐、人
力资源管理、物业管理、工程建设
及咨询、工业废弃物处理及利用）
相结合的综合性专业服务体系，并
实现以O2O方式为投资者提供上述
企业集成服务。

建智公司 
服务的客户包括 :
宝洁、百事、乐达、捷普电子、陶氏、
美国人国际学校、拜耳、伟巴斯特
等欧美企业和机构；索尼、欧姆龙、
益力多、加特可、永旺、日本人学校、
LG等日韩企业和机构；光宝集团、
南侨油脂、美维电子、港华燃气、
瑞安国际等港台企业；以及魔方公
寓、金发科技、广州市电气装备集团、
7天连锁酒店等国内知名企业。

会长
单位

执行会长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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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按单位名称拼音排序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宝洁公司始创于 1837 年，是世界上
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公司之一，2016
年世界 500 强排名第 86 位，目前
在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雇员
超过110,000人。每天，在世界各地，
宝洁公司的产品与全球一百八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发生着四十
多亿次的亲密接触。

宝洁公司于1988年进入中国内地，
目前在广州、北京、上海、成都、天津、
苏州等地设有多家工厂、运营机构
和研发中心，员工总数逾八千人，
在华投资总额逾十八亿美元。

二十九年来，宝洁在中国的业务取
得了快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建立了领先的大品牌。宝洁公司是
中国领先的日用消费品公司之一，
拥有超过二十多个深受广大中国消
费者信赖的优质领先品牌，包括帮
宝适、佳洁士、汰渍、碧浪、舒肤
佳、护舒宝、飘柔、潘婷、海飞丝、
玉兰油、吉列和博朗等。

业务保持了持续的增长。宝洁大中
华区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均位居宝洁
全球区域市场中的第二位。

建立了出色的组织结构。伴随着公
司的业务发展，宝洁的中国员工得
到了迅速的成长。如今，在宝洁大

中华区，越来越多的中国籍员工担
任起重要的管理职位，中国籍的员
工占员工总数的 98%以上，宝洁大
中华区已成为向宝洁其他市场的人
才输出地。

承诺做模范企业公民。多年来，宝
洁向中国的各项公益事业捐款，用
于教育、卫生及救灾等各个方面。
例如：宝洁公司已经在全国27个省、
自治区兴建了超过200所希望小学，
令 30 万儿童受益，是在华跨国公司
中捐建希望小学数目最多的公司。	
由于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突出表
现，宝洁公司获得了中国慈善事业
的最高奖项 -“中华慈善奖”。

展望未来，宝洁将秉承公司的根本
宗旨，成为并被公认为全球最优秀
的日用消费品公司。宝洁将以“亲
近生活，美化生活”为本，努力向
中国的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品
牌产品及服务，使他们的生活日臻
完美。

欢迎访问www.pg.com.cn,		
或	www.pg.com，了解更多关于宝
洁公司及其品牌的信息

宝洁公司全球总部

黄埔工厂

宝洁萝岗工厂环保活动

宝洁公司在国内在售的品牌产品

副会长
单位

广东粤海置业管理 
有限公司
粤海置业投资（国际）有限公司是
广东省国资委旗下国有独资企业广
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粤海
控股”）的全资附属公司，粤海控
股	于 2000 年 1 月登记设立，为省
属国有独资的投资控股公司。2016
年，粤海控股总资产逾 950 亿港元，	
员工总数 11,000 余人，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超过 28	0 家，其中 4家为香
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是目前广
东省在境外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企业
集团。涉及公用事业及基础设施、
制造业、房地产业、酒店及酒店管
理业、零售批发业、金融业等 6大
板块、14 个行业，并确立了以水资
源管理、城市综合体开发与运营、
现代新型产业园区为核心，产业金
融为支撑的“3+1”新主业板块格局。

粤海控股顺应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内
在需求，通过与东莞市政府的战略
合作，开创政企合作的新模式，借
助广东东莞粤海银瓶合作创新区（下
称创新区，覆盖谢岗镇全镇，总面
积为 91.04 平方公里）省级新区发
展平台，在创新区核心位置开发运
营粤海装备技术产业园。粤海装备
技术产业园规划面积 17.4 平方公
里，预计总投资不低于人民币 600
亿元（含入园企业投资）。创新区
将有效融合企业、市场与政府三方
资源优势，以高端装备制造为切入
点，集聚先进装备技术产业、现代
商贸服务业，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
级，打造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扩容
提质良性互动的现代化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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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凯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广州凯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凯得科技）成立于 1998 年，是广
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支持高新技
术企业发展和资产经营，优化产业
结构，加速广州开发区经济发展而
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 广州凯得控
股有限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近年来，凯得科技依托广州开发区
及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的先发与
既有优势，已成功搭建了金融、建设、
物业管理及项目招商等方面的多元
服务平台。

凯得科技以科技战略持股为载体，
投资服务于战略新兴高新技术产业
和先进龙头制造业等。目前 , 凯得
科技与韩国乐金显示株式会社 (LG	
Display	Co.,	Ltd.)	合作成立乐金显
示（中国）有限公司，生产国际最
先进的高世代液晶显示面板；与美
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百济神州公司
共同出资建设的百济神州项目已在

中心广州知识城破土动工，计划于
2019 年完成建设。上述项目，已成
为带动广州开发区核心支柱产业发
展的龙头项目。另外，凯得科技持
有凯得科学会商业物业，为高端智
能装备项目广州智能装备研究院提
供物理载体。

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将紧密围绕凯得
科技的战略发展定位，以科技战略
持股为核心，科技主题物业运营为
支撑、行业协会为推广平台，参与
项目上下游及载体配套开发建设。
在未来的发展中，凯得科技将秉持
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传统，深耕
和发挥科技战略持股的优势，成为
一家行业品牌突出、专业优势明显，
产业招商服务能力强、经营绩效好
的科技战略持股平台企业，为广州
开发区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和资产证
券化打造科技龙头产业链作出贡献。

百济项目奠基仪式

乐金竣工仪式

公司领导人工作照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于 1997 年经
中共广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组
建的副局级事业单位，是公益性、
综合性的科技服务机构。

中心是科技部认定	的国家级示范生
产力促进中心，广东省科技厅认定
的省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省级
科技查新资质机构、广东省科技服
务业百强企业（机构）；多次获“全
国生产力促进奖”、“全国技术市
场先进集体”、广东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机构等荣誉
称号。

中心现有 16 个部（室），其中管理
部门 4个，业务部门 12个。另外，
天河、黄埔和南沙分设了三个分中
心（办事处）。下属有 1个全资子
公司（鑫川公司）和1个合资公司（广
州生力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中心的主体业务分为三大板块：	

科技智库服务，主要包括：科技政
策规划咨询、科技计划编制咨询、
软科学研究、科技统计与形势分析
研究、政府决策咨询、科技政策评
估等战略研究服务，并面向社会开
展广州本地的技术、产品技术路线
的研究等情报咨询服务。

创新服务，一是围绕强化企业的创
新主体地位，通过整合科技信息、
创新人才、科技企业、技术成果等
资源，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创
新需求，开展创业服务、科技培训、
信息服务、科技咨询、科技金融、
企业创新治理、创新代理等服务；
二是围绕落实创新政策措施，面向
各级政府部门，承接政策推广、技
术评价、政务服务、科技项目管理、
科技资源管理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等工作。

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以“互联网 +
技术市场”为核心，构建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服务平台，依托平台提供
研发设计、中试服务、技术解决方案、
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技术咨
询与技术经纪、特约专家技术指导
等服务，降低企业技术交易成本，
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联系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下塘
西路 37 号	

邮编：510091

联系电话：（020）83571221	，
83491572	，83491566

传真：（020）83592242	，
83491572	

www.gzp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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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海花边有限公司
天海花边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
一家集专业设计，生产内衣，外衣
经编花边的大型纺织企业。公司位
于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占地
120 亩，在职员工约 1300 人。

公司拥有最现代化的织造和染整生
产设备，完善的测试设备及品质控
制体系。在原料，坯布，染整，成
品等各环节进行了全方位严格地品
质控制。可确保花边的内在品质和
外观品相均达到国际标准。

天海花边在产品设计上拥有实力强
大的研发团队。除了中国广州的设
计中心外，还在美国纽约建立设计
公司，专业从事经编花边的图案，
工艺，色彩及流行趋势的研发。丰
富的设计和准确的市场把握可以满
足客户的各种要求。

天海出色的客户服务团队，能为全
世界不同地区的客户在花边定制，
生产流程，品质检验，成品运输等
各个环节提供及时的 , 专业的 , 周到
的服务。此外，天海花边是中国唯
一一家全部产品拥有知识产权的花
边企业，客户可以真正享受独一无
二的设计。天海严谨的生产和管理
使公司迅速发展，现年销售额已突
破 10 亿元人民币。

在加大生产的同时公司对环境保护
高度关注，染整污水的处理和排放
均符合国际标准。公司通过广州市
标准化计量单位认证且被中国政府
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广州市 A级纳
税人企业，全国双优外商投资企业。

天海花边以优质的产品，丰富的设
计，强大的研发，周到的服务，合
理的价格受到众多国际内外衣品牌
客商的青睐和认可。成为许多国际
知名服装品牌的核心供应商，是世
界上一流的花边企业。

监事长	
单位

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中新广州知识城是新加坡以及广东
省政府共同倡导创立的广东省经济
转型的样板，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知识城合资
公司”）作为企业先试先行。	知识
城合资公司是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
新加坡星桥腾飞集团共同投资成立
的合资公司，于 2011 年 9 月在广
州注册成立，双方股权各占 50%，
总注册资本 40 亿人民币。知识城合
资公司是知识城总体开发商，与知
识城管委会共同负责南起步区 6.27
平方公里以及后续 123 平方公里各
阶段的开发、建设以及发展。	

知识城合资公司充分发挥自身平台
作用，积极探索实施“企业先行、
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创新发展
新路，在知识城管委会和星腾集团
引领和支持之下，坚持以知识经济
高端产业为主导，围绕科技创新，
重点谋划发展前瞻性、战略性、成
长性强的新兴产业，确立发展包括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生物医疗、
节能环保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与服
务、文化创意产业、高端制造业等
知识经济；联手国际化实力伙伴，
打造教育培训、科研成果转换等全
方位的创新服务平台，为中新广州
知识城多方面注入强劲活力。

目前知识城已吸引了包括新加坡腾
飞科技园、中山大学附属肿瘤防治
中心、广东专利审查及协作中心、
中国电信研发中心、奥飞动漫、新
加坡华侨中学等一批知名合作伙伴
入驻，正在构建包括中新联合研究
院、软件转移卓越中心、知识城创
新创业基地和智慧生态展示中心等
国际化创新联盟和创新平台。以期
整合各类业态，培育创新产业大生
态，将中新广州知识城打造成广州
市接轨国际化的综合创新枢纽。

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鸿生、CEO黄国祥

淡马锡控股	裕廊集团 广州开发区 /知识城管理委员会

星桥腾飞

( 投资载体 ) 知识城私人有限公司 ( 投资载体 ) 广州知识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0% 50%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 亿元

新方

股权架构

中方

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知识城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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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按单位名称拼音排序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跨国食品公司，达能把“通过食品，为
尽可能多的人带来健康”作为企业使命，在健康
食品的四个领域开展业务：鲜乳制品、饮用水和
饮料、生命早期营养品和医学营养品。通过其企
业使命以及“商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双重承诺”，
达能致力于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一个更为健
康的未来，包括全球十万名员工、消费者、商业
伙伴、供应商、股东以及所有达能业务所在的社区。	

达能的业务遍及 130 多个市场。2016 年，达能
的销售额约 220 亿欧元，其中 50% 以上来自
新兴市场。达能旗下拥有碧悠、诺优能、爱他
美、牛栏、纽迪希亚、脉动、依云、富维克、
Aqua、Bonafont 等众多知名品牌。	

达能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进入中国市场。一直以
来，达能始终以务实的态度，在中国不断拓展其
业务领域，中国也已成为达能全球第三大市场。
达能目前在中国拥有 10 家生产厂和近 10,000 名
员工。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美资日
化生产销售企业，于 1992 年成立，1995 年 4月
正式开业，投资总额为 2.35 亿美元，总部设在
广州中信广场，并在北京、上海设有区域办公室。
截至2013年 9月，办公总面积为2.8万平方米。
2014 年，安利（中国）销售收入为 252 亿元人
民币，连续 12年位居安利全球市场第一。目前，
安利（中国）共销售超过180款优质的营养产品、
美容化妆、个人护理及家居科技产品。

安利（中国）工厂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美国安利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历经 9期扩建，
现容纳 41 条生产线，总面积 14.1 万平方米，产
能超过 450 亿元人民币。2002 年，广州工厂的
纽崔莱健康体验中心落成，同期开放工厂参观，
接待海内外各界人士（须年满 18 周岁），包括
营销人员、政府官员、媒体、供应商、其他企业、
各类协会及公司内部新员工等。

佛山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2004 年成立，并于
2006 年 10 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代号：	
272），为瑞安集团在中国内地的房地产旗舰公
司。瑞安房地产总部设于上海，在发展多功能、
可持续发展的社区项目方面拥有卓越的成绩，在
内地房地产市场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基于适应未来城市发展目标，瑞安房地产结合对
当地城市的历史、文化、人文和地理环境的深入
理解，积极配合政府的城市发展规划，充分发挥
区域资源的独特优势，以创新独到及具弹性的手
法进行项目的整体规划，力求打造一个集“生活、
工作、休闲”于一体的独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
整体社区，丰富全面生活体验。目前，公司在上
海、重庆、武汉、大连和佛山中心地段拥有九个
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项目。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南
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从
1999	年成立 ,	到中国饮料包装机械行业第一家
上市公司，再到液态包装行业领先的设备供应商。
始终秉承为你而转的理念，专注于高速自动化饮
料生产线的设备研发与生产，为全球客户提供液
态产品工厂的包装全面解决方案。

如今，达意隆拥有八家全资子公司以及两家参股
公司。服务网络遍布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品应用涵盖整个制造业。

多年来，基于在液态产品包装系统上的优势，达
意隆熟知包装系统的每一个工艺，并以此为技术
基础，开发出以自有技术为主构建的达意隆自动
化应用解决方案。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到来，达意
隆将改变生产方式，打造自动化系统，以最好的
方式为您提供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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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金鹏”）成立于 1993
年 1月，是广州市成立的第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自成立以来，金鹏连续多年获得广州市律师
协会颁发的“规范管理奖”和“优秀管理奖”，
多次获得“广州市十佳律师事务所”、“广东省
文明律师事务所”和“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司
法部‘创先争优’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打造
成了广州市律师事务所规范管理的优秀品牌，政
治可靠，业务过硬。

经过二十余年发展，金鹏业已成为华南最具规模
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目前拥有执业律师逾
150 名，律师助理及行政人员共约 50 余人，业
务范围涵盖涉外法律业务、跨国投资并购、政企
法律顾问、刑事辩护、房地产开发、知识产权、
劳动法、民商事诉讼、家事医疗等诸多领域。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陈其志先生 1952 年在台湾创办南侨，在那个物
力维艰的年代，南侨从家族企业发展为企业家族。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南侨的业务种类涵盖了面
粉、烘焙油脂及乳制品、稻米、餐饮、洗剂及日
用品、生技、复合式饭店七大板块。

为服务全国数万家烘焙客户 ,	南侨已在中国建立
三间工厂，两个营运中心，建立 25 個客户服务
中心 ,	聘请超过 300 位烘焙专业人员于各服务中
心协助客户解决问题并提升其烘焙产品品质。服
务客户包括 Yamazaki、Breadtalk、多乐之日、
味多美、好利来、85 度 C 等众多国际、国内知
名餐饮、食品企业。

广州开发区投资促进中心
广州开发区投资促进中心是广州开发区投资促进
局下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能为贯彻执行全区招商
引资工作的方针政策，协助主管部门研究、分析
区域招商动态和国际投资动态，策划、实施行业
化和专业化招商工作。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于 1984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
立，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与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广
州保税区、中新广州知识城合署办公，实行“五
区合一”管理体制，统称广州开发区。广州开发
区综合实力一直在全国开发区中排名前列，获批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区域双创示范基地，
是我国首批中欧、中以合作试点区。

2014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原黄埔区、
萝岗区，设立新黄埔区，2015 年 9 月，新黄埔
区正式挂牌。区划调整后 , 广州开发区与黄埔区
实行经济功能区与行政管理区分设机构的管理体
制 , 实现统筹兼	顾、协调发展。

广州励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励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7年，
聚焦文化创意产业，依托最先进的数字多媒体集
成控制技术，通过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理念，在
公共文化设施、数字文化体验、文化旅游展演三
大领域为客户提供创新性的全流程解决方案。	

励丰文化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创意集成服务平台，
构建了集合产业研究、经济学家、城市规划、建
筑设计、商业运营等各领域专家的研创设计院，
其理念是将艺术创意、技术制作、规划设计和商
业运营交叉推进，以整合策划创意与精细化规划
设计咨询的模式，服务于政企的文化与旅游项目。

	“科技演绎文化内涵，文化创造美好生活”是
励丰文化的企业使命。励丰文化坚持用科技的力
量去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参与到与大众生
活息息相关的文化项目的建设中，从而探索出一
条属于励丰文化的发展之道，并致力于成为数字
文化体验与文化消费新业态的创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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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达集团
乐达集团是目前世界上饲料香味剂最大的生产厂
商，总部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创建于 1949 年，
已在世界设立分公司和生产基地。

乐达 ( 广州 ) 香味剂有限公司是乐达集团在华的
独资企业，是亚洲地区业务的总部。

目前，公司主营产品为饲料添加剂、日用香料、
食用香精。乐达公司拥有雄厚的畜牧兽医、动物
营养的技术力量，并不断的完善和开发新产品。
公司的运作方法是，运用总公司的经验和技术，
为客户单独设计、生产满足他们需要的产品，而
且对客户实行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在产品使
用过程中，客户需要对产品进行调整，我司都可
以快捷实现。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为客户节省
成本，帮助客户提高他们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使客户取得更大的利润。

乐达一贯坚持通过质量好、可靠性高和为客户带
来效益的原则，来建立和巩固与客户长久的合作
关系。

河源市鋐晟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河源市鋐晟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2
月 9日，系河源江东新区发展财政局、河源市江
东新区公用事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
亿元，经营业务为创业投资，产业园区项目策划、
建设与投资管理，商务服务，仓储服务，物业管
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批发与零售等。

公司致力于江东新区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和建设，
并承担政府及民生工程的建设工作，负责江东新
区产业园区 21 平方公里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融资
建设，负责对该片区域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进
行资源整合、投资和经营并享有投资收益。

当前正在开发项目有：2.35 平方公里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及棚户区改造、园区小学、标准厂房、
职工公寓及园区孵化及管理中心等项目。上述项
目规划总投资为 25.3 亿元，目前已投入的建设
资金约 6.2 亿元，完成土地房屋征收约 3.5 平方
公里，基础设施项目、棚户区改造等项目正有序、
稳步地推进。

鋐晟开发投资
云浮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
云浮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是云浮市商务局下属正
科级单位，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任务：
负责招商引资服务工作；协助宣传介绍云浮投资
环境及优惠政策，跟踪落实招商引资项目；协助
开展投资促进情况调研，为制订相关政策、措施
提供建议；协助制订实施重大招商计划，编制投
资指南和招商目录。

近年来，云浮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认真贯彻落实
云浮市委五届六次全会提出的关于抓好“招商、
建城、改革”三件大事的决策部署，着力在发展
云计算及信息服务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生物
医药产业、健康养生旅游产业和现代特色农业等
“四新一特”产业方面做好招商引资服务工作，
不断开拓招商思路，创新招商理念和方式，在投
资促进的大潮中奋勇争先，积极推动云浮市外向
型经济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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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
单位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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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凯（广州）微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安凯微电子成立于 2000 年，总部
位于广州，是一家为物联网智能硬
件提供核心芯片的芯片设计企业。
目前主要产品包括互联网摄像机核
心芯片、蓝牙芯片及应用处理器芯
片，广泛应用在视频监控、蓝牙音
频、指纹/人脸识别产品、智能家居、
教育电子等领域的终端产品中。

公司已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超过
四百件，已授权超过两百件，是国
内最早倡导移动多媒体应用处理器
的芯片设计企业，是通过认定的高
新技术企业、“十年中国芯”优秀
设计企业、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也是广东首家中国科协“海智
计划”的示范项目、国务院侨办“重
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于 1988 年
成立，是广州开发区首家外商独资
企业，已扎根开发区二十八年。

公司注册资本为 1680 万美元，总
投资额为 3860 万美元，是广州开
发区全国管理型总部企业，	近 5 年
上缴国家税收超过 20亿元人民币，
连续多年被广州市评为“纳税信用
等级 A级纳税人”和“劳动关系和
谐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约 110	人，是百事公
司目前在中国唯一一家浓缩液工厂，
主要生产百事公司旗下在中国市场
销售的饮料产品的浓缩液。

公司以百事价值观为基础，“目的
性绩效”为指导原则，为广大客户
和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助力本地经济发展。

费雪派克医疗保健（广州）
有限公司
费雪派克医疗保健公司（Fisher	&	
Paykel	Healthcare）总部设在新西
兰奥克兰市，是在新西兰和澳大利
亚两地同时上市的医疗设备研发、
制造和销售公司。产品销往 1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是呼吸湿化、重症
监护及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症产品的领导者。

费雪派克医疗保健（广州）有限公
司，是费雪派克医疗保健公司在中
国成立的全资附属子公司，业务范
围是为中国大陆市场提供进口的公
司全系列产品，主要包括湿化器系
统，呼吸管路及相关耗材，婴儿正
压呼吸治疗机等。公司总部在广州，
在北京、上海、沈阳、太原、济南、
武汉、成都、福州等主要城市都有
销售团队。

广东凯通律师事务所
广东凯通律师事务所是一所在中国
大陆设立的综合性法律服务机构，
致力于为中外各类企业、组织机构
和个人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效力、
多领域、全方位的中国及跨境法律
服务。

凯通总部设在华南经济政治文化中
心—广州，并拥有辐射全国、连通
世界的全球性服务网络，分支机构
遍布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大连、
成都、西安等国内重要城市，除了
与欧、美、澳、日等发达国家的大

佛山高企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佛山高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	是佛
山市商务局及佛山市各区的招商引
资与企业综合服务合作机构，致力
于为政府招商引资、产业园区策划
运营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打
造从选址、筹建到运营全周期、跨
领域服务需求的产业资源整合与服
务集成平台。

公司面向各级政府提供产业规划、
区域投资环境推广、招商引资体
系和机制设计、招商项目引荐与跟
进、招商人员培训等招商引资服务。	

* 排名不分先后，按单位名称拼音排序 *排名不分先后，按单位名称拼音排序

通过“智享产业社区”品牌，可为产
业园区业主提供从发展定位与策划、
招商，到园区日常运营与系统化增值
服务。同时，面向意向落户佛山的中
外企业在项目选址考察、公司设立、
物业定制、筹建和验收等各个阶段，
提供“一站式”的投资整体解决方案，
促成投资项目快速、高效落户；并为
作为企业在佛山运营的技术对接、科
技项目与产业支持政策申报、投融资
等提供专业的顾问服务，提高企业的
运作效率。

型律所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外，还率先开拓了俄罗斯、东盟及
部分拉美、非洲等新兴投资热点国
家的法律服务市场，这使得凯通在
处理跨境法律业务时尤为得心应手。
向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法律意见和最
优选的解决方案，是凯通一贯秉承
的服务宗旨。

凯通于 2015 年 1 月与香港何君柱
律师楼组成联营，为 CEPA 框架下
的第一家粤港律师行业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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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禅城区投资 
服务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投资服务中心是禅城
区对外招商引资宣传服务平台，负
责禅城区招商引资工作，贯彻执行
国家、省、市、区招商引资政策和
法规，了解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和
招商引资动态，建立招商引资信息
库；组织策划各类专题招商引资推
介活动，加强与国内外重点企业的
联络和招商引资中介组织的合作，
拓展招商引资渠道；更好地整合和
跟进市、区直各单位提供的投资信
息，加强与镇（街）联动，共同抓
好重大项目的沟通谈判和签约落户；
协调解决在禅经营企业投资及经营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做好企业服务
工作。

光宝电子（广州） 
有限公司
光宝电子 ( 广州 ) 有限公司为光宝
集团（Line-On	Group）在广州科
学城投资设立的子公司，2000 年登
记注册于广州开发区科学城。投资
总额为 9,900 万美元，注册资本为
3,660 万美元，为全球前十大计算
机及通讯厂商提供完整的 OEM 及
ODM服务。2013年光宝电子(广州)
吸收合并广州科学城『光宝科技园』
的五家生产型企业。合并后光宝电
子(广州)投资总额为3.05亿美元，
注册资本为 1.28 亿美元。现有员工
约 1.2 万人。

公司主要生产多功能事务机﹑扫描
仪﹑自动柜员机出钞器﹑笔电摄像
头模块、手机摄像头模块等，产品
以出口为主销往世界各国。

近三年公司多次荣获当地政府授予
的证书。

广东《二十一世纪商业评
论》杂志社有限公司
《21 世纪商业评论》创刊于 2004
年，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拥有
100万以上读者数量的泛商业月刊。
我们关注新商业动向，以专业、独
家的视角，为商业精英展现当今世
界先进的商业思维和在中国切实有
效的商业方法。

我们是新商业的敏感者，敏感于一
切商业新知、商业产品、商业模式
和商业英雄，敏感于新公司的新玩
意，老公司的新改造、旧话题的新
表达、老商业的新颠覆……我们应
用新媒体手段深度挖掘有效商业逻
辑，通过“内容 + 媒介 + 互动 + 商
业的创新”的组合，把阅读从纸张
切换到虚拟的互联网空间，并迅速
跻身国内影响力最大财经微信号之
列。

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
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是十家荣获
2012—2015 年度“广州市优秀管理
律所”奖项之一的涉外精品律所，
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法学院教学实
践基地。

固法在公司法、劳动法、知识产权、
房地产法、重大民商事诉讼与涉外
法律服务等领域拥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长期服务于大型外资企业、国
有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等国内外知
名客户，以其专业与专注赢得客户
信赖与追随。

固法是国际律师事务所联盟（ILF）
的核心成员，与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80多家成员律所保持紧密联
系，以“一站式”的服务为中国企
业“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提供
法律保障。

广东华南师范大学 
校友联谊会
华南师范大学校友联谊会（简称校
友会）成立于 1991 年 9 月 15 日，
1998 年经重新整改和注册登记，正
式成为一个具有法人资格、自愿结
成、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成立以来，
校友会依照办会宗旨，积极联络海
内外校友，充分发挥母校与广大校
友之间的联系纽带与沟通桥梁作用，
竭诚为广大校友和学校发展建设服
务。在广大校友的共同努力下，各
地校友分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校
友活动日益活跃。目前，校友会共
有属下分会 50 多个，各类校友 63
万多人。

广东睿道共创科技 
有限公司
广东睿道共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由佛山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和东软按照“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的方式合作共建。广东睿
道共创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运营
的“东软华南 IT 创业园”项目，基
于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原则，坚
实依托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政策引导、产业集群、空间资源及
辐射粤桂黔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
东软在 IT 相关领域 25 年的卓越技
术与行业积淀，广东睿道共创科技
有限公司旨在打造一个集创业服务、
创业投资、创学研融合、创业文化
与展示于一体的创业生态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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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校友会
广东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友会是
在广东省民政厅正式注册成立的社
会团体法人单位。广东省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校友会的业务范围包括：
加强校友的联系，并对各地、行业
以及特色校友会进行业务指导；收
集、整理资料并征集校友建议；出
版校友专刊，开展多方面协作与交
流；协助母校拓展办学资源，统筹
管理校友活动基金。目前我单位在
全世界各地已有分支机构 87 个，其
中包括服务于校友企业家的广外企
业家联合会。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是全国第
一家省级精准医学专业学会，以打
造全国一流的精准医学社团为目标，
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和精准医学发展，
充分发挥学会的影响力、感召力和
平台优势，紧密、广泛地团结医疗、
药物、生命组学、影像检测、大数据、
政策研究等多个行业领域工作者，
与政府部门紧密联系，促进政、产、
学、研、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引
领精准医学朝规范化、标准化、科
学化的方向发展，推进精准医学研
究和应用，促进精准医学产业发展。

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 
综合利用协会
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
会成立于 2006 年，由广东省民政
厅批准成立，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指导业务的跨行业、跨部门、
跨所有制的5A级专业类社会团体。
现有会员 300 多家，由从事循环经
济和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事业单位、
科研院校等团体和个人组成，主要
从事生态文明、循环经济、资源综
合利用相关政策研究等。

协会成功协助国家工信部搭建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能
力提升培训平台，成果突出；并创
办了会刊《广东资源利用》及广东
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网站，
建立宣传互动的广阔平台。

广东省粤商研究会
广东省粤商研究会为广东省民政厅
批准成立的省级社团，由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
业大学、广东省商业联合会、广州
岭南国际企业集团公司、南海能兴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高校
和科研单位、实务部门发起，秘书
处设于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
中心，并在海外设有分会——美国
粤商研究会。

广东省粤商研究会旨在研究粤商、
联络粤商、服务粤商、宣传粤商，
以粤商研究与拓展网络为核心，联
络海内外粤商资源，突出粤商文化
与管理创新的研究与实践，推动粤
商传承与发展。

广东腾南网络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腾讯·大粤网是由中国最大的互联网
公司腾讯，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
媒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手打造，于
2011 年 8 月正式上线，由广东腾南
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大
粤网运营。依托广东地区 7700 万
QQ 用户群，整合南方报业集团强
大的采编资源，提供新闻资讯、生
活服务、社群导购对应的场景伴随
服务，从线上到线下、从内容到服务、
pc 端到移动端，大粤网从创立至今
短短 6年间已发展拥有过亿的用户
量，是华南地区点击量最高、网友
互动最积极、网民覆盖最广、用户
到达最快最有效最大的网络平台。

广州归谷科技园有限公司
广州归谷科技园是广州开发区实施
国家创新战略，推进开发区经济结
构调整，增强开放区创新能力与可
持续发展能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战
略，面向国际科技企业招才引智的
重点项目，同时也是中国海交会创
新创业示范园区与广州开发区引才
工作站。园区由国际顶级建筑设计
团队 Gensler 规划设计，占地面积
7352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0.4 万
平方米，总投资约 18 亿元，将采用
国际运营的新理念，运用专业完整
的服务形式，致力于为海外高层次
人才回归国内创新创业，营造多元
化发展环境，打造一个“孵化+投资”
融创型产业模式的区域性科技创新
园区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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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节西引孟乐贸易 
有限公司
JC	EMERALD	PTE	LTD	1995 年 10
月成立于新加坡，FRONTIER 品牌
成立于 1998 年，公司一度在新加
坡、台湾、印度，马来西亚，文莱
等军旅市场经营 Gore-tex 夹克，
Gore-tex 作 战 靴，PU 灌 注 靴，
Direct	Molded	Sole	 (DMS) 靴，
Dual	Density	Rubber	(DDR) 靴等各
种产品。2015年公司在中国成立（广
州节西引孟乐贸易有限公司）中国
分公司，同时 FRONTIER 正式登陆
中国。公司把多年军旅产品中汲取
的铁血考验，应用于中国户外休闲
产品，特别研发设计了一批适合中
国民用户外市场产品，主要包括：
户外鞋，户外防水夹克等户外运动
产品。

品牌理念：THINKING		AHEAD			
																							ALWAYS

广州康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广州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归国
留学人员创办的集研究开发、生产
与市场销售为一体的生物医药高科
技企业。

公司目前主要专注于血液透析和血
液净化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开发、生
产和市场销售，已发展成国内血液
透析和血液净化领域的知名企业。
自主开发的血液透析和血液净化产
品，在性能和质量上均已达到甚至
超过欧美同类产品的标准 , 国内市
场占有率名列前茅。公司坚持自主
创新，走“产、学、研”相结合的
道路，研究开发出更多更好的血液
净化及相关领域的技术与产品，为
患者带来更大的福音，为社会创造
更大的价值。

广州堀硝子汽车玻璃 
有限公司
我公司广州堀硝子汽车玻璃有限公
司 , 总公司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金碧路 16 号 , 成立于 2005 年 5
月 , 为外商独资企业 , 由堀硝子株式
会社 100%出资 , 注册资金为 1.5 亿
日元，在全国有 5个分公司，分别
在东莞、襄阳、重庆、烟台、成都
服务于当地的汽车主机厂。目前全
国员工总人数为 246 名。主要经营
范围是设计开发及生产组装汽车玻
璃及其相关零件 , 销售本公司产品
及提供相关的技术指导,售后服务。
从事汽车玻璃及相关零部件的批发 ,
进出口业务。

广州朗圣药业 
有限公司
广州朗圣药业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创建于广州科学城，是一家专注于
生殖健康用药、慢性病用药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专业性制药企业，现
有员工 400 余人。公司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博士后工作分站、AAA 级
信用企业、国务院侨办重点华侨华
人创业团队、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广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广州市企业研究开发机构等认定。

广州金控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注册资本 10 亿元，是广
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类
金融平台。

截至 2016 年 12 月，公司资产规模
达 158 亿元，净资产 40 亿元，归
属母公司净资产27亿元。目前参股、
控股企业 5家，包括全国首家小额
再贷款公司——广州立根小额再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规模最大
的典当行——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
限责任公司；资本实力靠前的融资
租赁公司——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收益率名列前茅的小贷公司——
广州金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及小
微企业的普惠金融服务商——广州
凯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州开讯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
KDDI 是日本著名通信运营商，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在全球设立了超
过 100 家常驻机构，拥有员工逾 3
万名，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周到、
高品质的服务。

广州开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KDDI
广州）作为 KDDI 集团的一员，成
立于 2003 年 1 月，是一家以通信
网络集成为基础，致力于多元化发
展的 IT 企业。随着公司的成长与发
展，至今已在深圳、广州南沙、长沙、
福州设立了办事处。在今后的事业
发展中，我们会继续以用户满意度
No.1 为目标，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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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国人国际学校
广州美国人国际学校成立于 1981
年，是华南地区第一所国际学校，
也是广州市目前唯一一所非盈利性
国际学校。	学校由西部院校协会
(WASC)	认证，小学及幼儿园位于二
沙岛，初中及高中部位于广州科学
城，拥有来自 52 个国家及地区的
1000 多名学生，致力于为在广州的
外籍家庭提供最先进的国际教育理
念和教学实践。	学校 35 年来为各
大驻穗总领事馆外交官，宝洁，耐克，
三星，LG，高露洁等五百强及跨国
企业高管的子女提供优质教育服务。

广州润禾知识产权运营 
有限公司
广州润禾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位
于广州市科学城创新大厦，是一家
集专利、商标、版权、法务及知识
产权运营、科技项目申报服务为一
体的创新型专业服务机构。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的高水平的知识
产权服务团队，包括专利代理人、
商标代理人、律师、科技项目咨询
师等。

本着为客户提供最佳质量服务的目
标和宗旨，公司以服务企业转型升
级为战略制高点，引导企业寻找创
新模式。

广州铭康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广州铭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为于
2000 年，致力于生物制药技术，是
集新药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
高科技公司。公司建有国际一流的
GMP生产厂房和哺乳动物细胞连续
培养工业化生产线。自主研发并成
功产业化的溶血栓新药铭复乐已获
准上市，填补国内空白。铭复乐是
唯一可单次静脉推注的溶血栓急救
药物。公司以“铭记社会责任，关
爱人类健康”为宗旨，心怀崇高使命，
重视药品质量，关注技术创新，旨
在以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回馈社会，
成为国际一流的生物医药企业。

广州市玲之翻译有限公司
广州市玲之翻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6 月，早期专注于建筑、工
程、城市规划等专业领域，为广州塔、
西塔、世博中国馆等国内重点项目
提供翻译服务，与多家国内外知名
设计机构合作至今。近年，公司将
翻译领域扩展到国际会议、国际投
资、教育和展览等领域，已完成网站、
书籍、杂志、论文、国际会议会刊
等多种类型的翻译项目，如第三届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2016）会刊。
2017 年 4 月中标成为广州市政府外
事办 2017 年外事活动翻译服务供
应商。

广州南风窗传媒有限公司
南风窗杂志创刊于 1985 年，总部
位于广州，发行覆盖全国，隶属于
中国第一大报业集团——广州日报
报业集团。读者以政府机关、学术
机构和大型企业的中坚力量最为集
中，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发行量
最大的政经新闻杂志。南风窗以其
公允而独立的叙事立场、冷静而优
雅的叙事风格而深得人心，在政治、
经济及思想学术领域具有广泛阅知
率，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被外
界誉为“中国政经第一刊”。	美国《时
代》周刊称《南风窗》为“一份属
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时事刊物”。

广州市普度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广州市普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4年，主要开展新药研究开发、
进口药品与医疗器械注册、医药企
业投资并购、新药技术咨询与技术
转让、药物临床试验、医药集团战
略发展、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咨
询服务，大健康领域慢病管理、健
康体检等全程服务。

公司以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为依托，与国内多家临床
药理基地合作，长期开展CRO业务。
公司与香港幸福医药有限公司、贵
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等建立战略合
作。公司为广东省甘肃商会、交通
大学广东校友企业家联合会、广东
省创投协会大健康俱乐部、德圣国
际大健康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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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4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营销和临床检验于一体的国家火炬
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由国
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张必良博
士与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得主克雷
格·梅洛教授领衔，以基因沉默等核
酸技术为核心，打造核酸药物开发
产业链，获得了 CFDA 批准的中国
首个且唯一的寡核酸原料药生产许
可证，向欧美国家出口中国制造的
高端品质核酸原料药。公司建设了
高通量测序技术平台，推出了多系
列的高端核酸产品与测序服务，拥
有多项创新专利和国家级资质与荣
誉，及国家人事部的博士后工作站，
为产业培育人才。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司
广州曙光制动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
13 日，由日本曙制动器株式会社、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伊藤忠商事
（香港）有限公司三方共同投资组建，
以生产汽车用盘式制动器、鼓式制
动器、驻车制动器为主的日本独资
汽车零部件企业。公司的主要客户
有东风日产、广汽丰田、上汽通用、
广汽三菱等知名的汽车企业。曙光
的理念：我们根据「摩擦和振动、
以及制御和解析，不断支持、培育、
保护每一个生命。

广州市穗霞税务师事务所
广州市穗霞税务师事务所是经广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设立的
机构，于 2013 年 2月 4日成立，营
业执照号码：91440101063300182D，
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
2301320130578，主要业务：税务
征收管理事项鉴证（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纳税申报鉴证，企业税前弥
补亏损鉴证，企业财产损失鉴证）、
税务代理服务项目（代办税务登记、
纳税和退税、减免税申报、建账记账，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申请，
代为制作涉税文书）、税务咨询服
务项目（税法信息咨询，涉税实务
咨询，税务顾问，税收筹划，涉税
培训）、国家税务总局和市国税局、
地税局规定的其他涉税鉴证业务、
代理服务业务、咨询服务业务。

广州新大陆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新大陆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是一家中日合作的工业建筑业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包括招商顾问、
投资咨询、工程设计、工程项目管
理、工程施工和工业地产开发等多
个领域，且拥有独立的建筑设计院
以及 20名日本及欧美籍建筑专家。
公司秉承以‘欧美、日本的质量标准，
中国的价格水平’为目标	，以实力
和诚信铸造每一项精品工程，精心
成就业主所托！

广州市天河区投资 
服务中心
天河区坐落在广州新的城市中轴线
上，是广州的地理中心和现代都市
核心区，是广州经济发展的一号引
擎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主力区，也是
广州乃至华南地区的总部经济中心、
金融服务中心、现代商贸中心和科
技创新中心。

天河区总面积 137 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 155 万，2015 年天河区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3432 亿元，连续九年
位居全市第一。依托天河中央商务
区、广州国际金融城、天河科技园、
天河路商圈四大战略发展平台，全
力推动金融服务业、现代商贸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商务服务业
等四大战略性主导产业和教育医疗、
生命健康、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集
聚发展。

广州馨杰添加剂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由 TRIAROGY	PTE.LTD 于
1987年投资成立于新加坡，集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中外合资专业
香精香料企业。

公司产品分为食品香精与日化香精：

食品香精适用类型覆盖：烘焙、糖果、
饮料、乳制品、休闲食品、肉制品、
调味品及口腔护理等食品领域；

日化香精适用类型覆盖：洗涤、染烫、
膏霜、香薰、蜡烛、唇膏等个人日
常美容、保养、净化身心类产品。

公司的生产及研发基地是：广州馨
杰添加剂有限公司。公司汇集来自
国内外一流调香师及应用工程师，
并于英国的北安普顿郡成立了日化
研发中心和欧洲的销售中心，销售
遍布海内外。

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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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广
州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1
月 16 日成立，益力多牌活性乳酸菌
乳饮品开始在广东上市销售。益力
多所要求的是最优质的产品，不仅
使用高品质的进口脱脂奶粉作为原
料，在生产过程中还需要进行多达
120 项目的质量检验。

广州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母公司日
本益力多集团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
事实证明益力多开发研制的干酪乳
杆菌代田株等菌株对改善人体肠道
功能、提高免疫力、抑制有害菌的
繁殖及有害物质的产生吸收、抑制
癌病变等作用非常显著。

广州知识城腾飞科技园 
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知识城腾飞园座落于中新广州
知识城南起步区核心地段，是 14 号
线知识城南站地铁上盖项目，由新
加坡星桥腾飞集团倾力打造的旗舰
综合体，是知识城首个汇集了商务
写字楼、高端住宅及商业配套等的
高端综合商务园区。园区占地 30 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0 万平方米，
分两期进行开发，目前项目一期已
经落成，写字楼可招商面积约为 9.3
万平方米，包括 6万平方米高层办
公楼、1.2 万平方米商业配套、2.1
万平方米 8栋独栋办公楼，满足高
新科技、生物医药、知识产权、软
件开发、文化创意等行业本土和跨
国企业的发展需求。

广州仲量联行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仲量联行（纽约证交所交易代码：
JLL）是专注于房地产领域的专业
服务和投资管理公司，致力于帮助
房地产业主、用户和投资者成就商
业愿景。仲量联行是《财富》500	
强上榜企业，业务遍及全球	80	个
国家，拥有近	300	 个分公司，员
工 总 数 超 过	77,000	 人。2016 年
度业务营收达 58 亿美元，总收入	
68	亿美元，代表客户管理和提供
外包服务的物业总面积逾	44	亿平
方英尺（约	4.09	 亿平方米），并
协助客户完成了价值 1,360	亿美元
的物业出售、并购和融资交易。
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末，仲量联
行旗下的投资管理业务分支“领
盛 投 资 管 理（LaSalleInvestment	
Management）”	资产总值达	580	
亿美元。

广州卓德嘉薄膜有限公司
卓德嘉薄膜公司是卓德嘉集团下的
子公司，是薄膜行业全球领导者之
一。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
满。全球拥有 13 处研发、生产及销
售点，遍布北美、欧洲、亚洲和南
美。卓德嘉可提供本地化的支持服
务和创新解决方案，以满足不同客
户的需求。我们的产品涉及多个领
域，包括：个人护理、电子显示屏、
收缩包装、建筑材料和健康护理。

亨氏（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卡夫亨氏是世界第五大的食品和饮
料公司，拥有 8 个年营收逾 10 亿
美元的品牌，是全球消费者信赖的
食品生产商。公司一直致力于为全
球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食品，树立
并保持广受欢迎和信赖的品牌形象。
卡夫亨氏目前在中国境内共计运营
多家工厂。工厂汇集了业内最先进
的研发与生产设备，贯彻卡夫亨氏
对食品质量和安全的严谨把控，进
一步满足和超越消费者期望，巩固
品牌在食品行业的领导地位。

卡尔蔡司光学（中国） 
有限公司
卡尔蔡司光学（中国）有限公司位
于广州市黄埔区，总投资 5300 万
美元，2016年产值超过4亿人民币。
13 年来公司快速发展，自 1998 年
2 月 19 日生产出第一片镜片以来，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种类不断
增加，造就了生产高质量、低成本、
高附加值的核心竞争能力。秉承蔡
司集团的国际管理经验，公司吸收
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探索并形
成了自己的有效管理模式及企业文
化。2000年 10月，公司被评为“广
州市先进技术企业”；2003年 3月，
成为国内首家通过英国标准协会整
合管理体系（ISO9001：2000，ISO	
14001：1996 和 OHSAS	18001：
1999）认证的树脂镜片制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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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门哈斯电子材料（东莞）
有限公司
罗门哈斯电子材料（东莞）有限公
司是属于陶氏成员企业，陶氏是一
家多元化的化学公司，运用科学和
技术的力量，不断创新，为人类创
造更美好的生活。公司通过化学、
物理和生物科学的有机结合来推动
创新和创造价值，全力解决当今世
界的诸多挑战，如满足清洁水的需
求、实现清洁能源的生产和节约、
提高农作物产量等。陶氏以其一体
化、市场驱动型、行业领先的特种
化学、高新材料、农业科学和塑料
等业务，为全球约 180 个国家和地
区的客户提供种类繁多的产品及服
务，应用于包装、电子产品、水处理、
涂料和农业等高速发展的市场。

梅州广梅产业园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梅州广梅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作为广
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运作
主体，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元。
根据《共建广州（梅州）产业转移
工业园框架协议》广梅产业园投资
公司负责园区相关设施的建设、运
营和维护，以商业运作方式承担园
区管委会授权或委托广州（梅州）
产业转移工业园有关的综合开发任
务，并通过市场运作方式从事其他
经营范围允许的、以盈利为目的的
经营业务，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在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努力实现经
济效益的最大化。

七天四季酒店（广州） 
有限公司
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隶
属于铂涛集团。铂涛集团是中国富
有创新影响力的企业之一，业务涵
盖酒店、公寓、咖啡连锁、艺术品
公益平台等，拥有近 20 个品牌、超
8000万会员，门店总数超3900家，
覆盖全国 300 多个城市，并积极扩
张至东南亚、欧洲、非洲等海外市场。
目前，铂涛旗下的 7天酒店已成为
中国规模最大的经济型酒店品牌；
旗下中端酒店系列位居市场第一阵
营，其中麗枫酒店不到 3年已跻身
中端酒店品牌前三。2015 年 9 月，
铂涛集团与锦江国际集团强强组合，
成为首家跻身全球前五的中国酒店
集团。

三菱仓库（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三菱仓库（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由
三菱仓库株式会社 100% 出资，于
2012 年设立，主要从事投资活动。

此外由于三菱仓库集团在中国拥有
包括 1996 年在上海设立的仓储公
司在内的若干家法人企业，三菱仓
库（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兼备中国
范围内整体业务的战略制定、管理
强化、决策效率提高等统括机能，
从而快速、灵活地应对客户的需求
变化。

深圳市投资商会
深圳市投资商会成立于 2005 年 4
月，是一家以投资推广、投融资促
进为主要定位的专业性、功能性、
跨行业人 5A 级商协会，现有以高
新技术、金融投资和战略新兴产业
为核心的会员 1200 多家，会员企
业资产总规模已超过 6000 亿元，
投资能力在万亿元以上。经过十二
年发展，商会被誉为“深港合作的
实践者”、“深圳市总部经济的执
行者”、“深企市场开拓的助推者”、
“深圳企业投融资的促进者”，已
成为深圳商协会的佼佼者和深港主
流商会之一。

藤田（中国）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藤田（中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
日本株式会社フジタ的独资子公司。

母公司始创于 1910 年，是一家有
106年历史的集设计、施工总承包、
施工管理和咨询为一体的综合建筑
公司。

フジタ 1986 年进驻中国，率先在
北京开展投资活动，随着公司的日
益发展，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2000 年先后在上海、江苏、广东成
立了分支机构。

藤田以“高环境”为宗旨，为活跃
在中国的各位，提供建设相关的各
种服务。

藤田将为客户竭诚服务，相信能够
为客户取得更好的发展。

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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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巴斯特（广州） 
车顶系统有限公司
伟巴斯特（广州）车顶系统有限公
司于 2006 年由伟巴斯特日本株式
会社出资注册成立，位于广州经济
开发区永和经济区田园路 1号，占
地面积 27,945 平方米，建筑面积
28,351 平方米。公司主要从事汽车
天窗的制造和销售，主要客户为东
风日产、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广
汽乘用车、一汽大众（佛山工厂）、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等。2016 年天
窗年产量已达 88 万台，截至 2017
年 5 月底员工人数达到 560 人。伟
巴斯特人秉承 Drive 文化，积极主
动迎接挑战，先后荣获“优秀供应
商”、“质量杰出奖”等荣誉称号。
2017 年伟巴斯特将一如既往地乘风
破浪，与各业务伙伴一起共创佳绩！	

延长壳牌（广东）石油 
有限公司
延长壳牌（广东）石油有限公司是
由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壳
牌中国控股私有有限公司投资成立
的中外合资企业。2014 年 5 月，广
州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股权重组
后，延长集团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主要经营成品油零售业务，经
营范围包括建设、经营、管理加油
（加气）站，等等。延长壳牌（广东）
石油有限公司立足于广东省内发展，
重点开展加油站及相关业务，截止
2016 年 12 月份，在广东省广州、
佛山、江门、惠州、东莞等市开业
营运的油站为 61 座。

伊顿（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伊顿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动力管
理公司，致力于提供高效节能的解
决方案，帮助客户更有效的管理电
力、液压和机械动力，2016 年销售
额为 197 亿美元。伊顿拥有约 9.5
万名员工，产品销往 175 个国家和
地区。

伊顿于 1993 年进入中国，在华运
营二十余年来，伊顿不仅通过不断
的投资、技术创新以及培养本土人
才来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更
通过其核心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
案来服务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大业。
伊顿目前在中国已拥有 27个主要的
生产制造基地、6 个研发中心以及
近 1.3 万名员工，在华销售额近 20
亿美元。

卓高泰（广州）包装 
有限公司
卓高泰（广州）包装有限公司是全
球知名的整体硬塑料包装制造企业，
拥有大批欧美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
线和高洁净生产环境。在中国主要
是服务于玛氏、雀巢、味可美、宝
洁、安利、金霸王、光明、思瑞克斯、
嘉顿、卡士、蓝月亮、箭牌等等国
内外著名企业。多色注塑、高阻隔
材料、精密仪器塑件、医疗包装等
二十多项发明专利技术转化成市场
成果，让公司在 2016 年取得了年
销售收入达到 57.8％的增长。公司
是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粤港清洁
生产企业，中国行业最高标准规模
化包装企业。

广州科思创聚合物 
有限公司
科思创是全球最大的聚合物生产
公司之一，其 2016 年度销售额达
到 119 亿欧元。其业务范围主要集
中在高科技聚合物材料的生产制造
及用于诸多日常生活领域的创新性
解决方案的研发。主要服务行业涵
盖汽车、建筑、木材加工和家具、
电气和电子、体育休闲、化妆品、
医疗以及化工行业本身。科思创前
身为拜耳材料科技，截至 2016 年
底，在全球拥有 30 家生产基地、约
15600位员工（按全职员工计算）。

味可美（广州）食品 
有限公司
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年，总投资2000万美元，是全
球领先的调味品生产商——美国味
好美集团在华投资的企业。主要生产
“味好美”品牌各类酱类调味品，包
括番茄沙司、沙拉酱、千岛酱、风味
酱及果酱等产品。公司面积达15,785
平方米，员工400余人。

一直以来，公司严把产品质量
关，保障食品安全。公司引入
FSSC22000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通过对工艺设计及成品安全的评估，
来达到控制食品安全及质量稳定的
目的。在整个原料、加工过程到成
品出厂的过程中，严格执行GMP管
理和相关操作规范，确保产品符合
国家的法规和客户要求。

50 51广东投资观察·INVEST GUANGDONG INVEST GUANGDONG·广东投资观察



罗定市双东环保工业园 
服务中心
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双东
分园位于罗定市东北面，云岑高速、
深罗高速、阳罗高速、怀信高速和
罗岑铁路在此交汇，省道 352 线贯
穿整个园区，总规划面积 37.03 平
方公里。

双东分园已先后被省环保厅、省经
信委批准为广东省电镀、化工基地
和循环经济工业园。双东分园以热
电联产为主攻方向，规划建设循环
经济基地，重点发展五金机械、日
用化工、高新电子、生物制药等四
大产业，建成珠三角产业转移承接
地，粤桂经济技术协作交流桥头堡。

目前，双东分园已有企业 84个，投
产后预计可实现工业产值596亿元，
税收 29 亿元。2016 年，实现工业
总产值42.3亿元，税收收入1.4亿元。

广州市进强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市进强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电子
研发、测试和生产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于 2008 年起，以车载终端为
切入点，正式跨入汽车电子领域。
2008 年以来，公司先后完成了丰田
和奔驰等厂商产品的第三方认证；
公司在安卓系统内核和应用系统开
发、3G/4G/5G移动通讯技术集成、
车规级整机可靠性测控、北斗最佳
应用环境导航技术、国内众多车厂
产品个性化定制等方面逐渐形成了
行业领先的的综合竞争实力。多年
来，面对挑战，进强电子励精图治，
开拓创新，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已经成长为国内具有综合竞争实力
的汽车电子企业。

广东启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广东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由中国工程院刘人怀
院士牵头，在广州中新知识城注册，
公司以“开发和探索餐厨垃圾处理
新技术和新模式”为目标。成立 3
年来，启智耗资近 2000 万租用并
改建厂房。经过近两年的场地、设
备建设和中试放大试验，完成了日
处理 5吨餐厨垃圾规模的工业化示
范线建设，开发出了可以产业化实
施的“餐厨垃圾联合生物加工工艺”。
目前新工艺和工业化示范线已稳定
运行，可将餐厨垃圾转化为非粮乙
醇、工业毛油、酒糟蛋白饲料添加
剂等多种高附加价值的核心原料，
真正实现了餐厨垃圾的无害化、资
源化、减量化处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于 1996 年 1 月 12 日
在北京正式成立，是依法设立的规
范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世界
500 强排名 281 位。我行始终坚持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
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体制创新、产
品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运用
先进的 IT技术，不断优化服务流程，
通过“管家式”、专业化、批量化
和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方案为客户创
造价值。

广州分行是中国民生银行第一家异
地分行，1996 年 12 月 18 日在广州
成立，现下辖营业网点达 48 家，
其中包括东莞、中山、佛山、惠州
四家异地二级分行，自助网点超过
600 个。

双东环保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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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ADVISORS
协会顾问

个人简介
广东省政府参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非洲制造倡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地球化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局总工程
师，副局长，省旅游集团副总经理，
广州市外经贸局局长，广州市商务
委主任等职。 国家公派曾在德国，
澳大利亚，美国留学。

个人简介
广东省投资促进局原局长，广东省外
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原主任，曾任广
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

从事投资促进工作近 20 年，参与策
划与实施了广东省在国内外的一系
列大型投资促进活动，为众多外国
和港澳台企业投资落户广东以及在
广东的经营提供服务。在任期间致
力推动投资促进工作的社会化和信
息化工作，倡导政府投资促进机构
应与社会组织机构深度合作，共同
推动广东经济发展。

个人简介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
位。退休前任证券公司副总裁兼首席
经济学家。曾任职于美国世界银行，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现任国务院侨办
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留学
博士创业促进会会长，中央组织部直
接掌握联系的高级金融专家。

肖振宇 先生	
荣誉顾问

杨子江 先生	
荣誉顾问

郑德珵 先生	
荣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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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阿来龙能源公司
的总裁。

Mr. Harley Seyedin 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被评选为 2017 年奥斯陆商业促
和平奖获奖者，同时也是美国“商业
促进和平奖”奖章和美国商务部的商
业奖项获得者。此外还担任美国商

个人简介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会长。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国家重点学科
（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学科带头人，
中山大学名医、羊城十大名医之一，
2001 获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
授、主任医师；2007 年获聘一级主
任医师、二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广东
省百名南粤杰出人才。《中华糖尿病

个人简介
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董事长。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国家“千人计划”
特聘专家，国务院侨办“重点华侨华
人创业团队”负责人。

1988 年赴美留学，1998 年受聘为麻
省大学医学院教授，2004 年回国创
办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担

Mr. Harley Seyedin
荣誉顾问

翁建平 先生	
行业顾问

张必良 先生	
行业顾问

个人简介
安凯（广州）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清华大学 / 美国
科罗拉多大学博士（1993 年 /2000
年）。中国科协“海智计划”特聘
专家、中国科协海归创业联盟副理
事长、科技部火炬中心第一批中国
火炬创业导师、“广州十大优秀回
国人员”、广州市人民政府留学人
员专家顾问、广州市产业领军人才
及科技金融评审专家。

个人简介
广州市威格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董事长，CEO。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国侨办
“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领军人、
广州市“百人计划”创业领军人才、
广州市杰出专家、广东工业大学“百
人计划”特聘教授和校长特别顾问、
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广东省“侨
创会”会长。

个人简介
广州朗圣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1989 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生物学
博士学位；1989 年至 1993 年间在
美国 Rocheste 微生物实验室做博士
后。1994 年 回 国。1998 年 至 1999
年间担任广州留学人员创业园有限公

范群 先生	
行业顾问

胡胜发 先生	
行业顾问

卢智俊 先生	
行业顾问

杂志》总编辑，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副总编辑。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主任委员（2012-2015）。

曾于 2011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第一获奖者）；学术论文分
别于 2007 年和 2008 年获“中国百
篇最具影响的国际学术论文”和“中
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

会亚太地区理事会美中经济及贸易政
策副主席一职。

哈利荣获 UIW 颁发的博士学位，并
曾担任赛德环球太平洋的总裁。

任董事长，并受聘为中科院广州生物
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从事
核酸技术与药物的研发，发表论文
50 余篇，申请专利 30 多项。创办了
广州锐康医学检验所，以“高通量测
序技术”为核心，开展个体化用药基
因检测与遗传性疾病筛查等。

曾任职美国 ESS Technology 和美国
Sigma Designs 等上市公司，在超大
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技术、移动终端系
统设计技术、智能控制与智能机器人
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战经
验，对半导体芯片市场的发展规律有
深刻的理解。

还获得国务院侨办重点华侨华人创业
团队、百名华侨华人“杰出创业奖”、
“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十大创业领军
人物”、广州市“科技进步奖”等荣
誉称号。

范群博士具有 20 多年的科技研发
和 企 业 管 理 经 验。1987 年 考 取 国
家教委公派访问学者赴美留学，获
Syracuse University 物 理 学 博 士。
先后担任硅谷 Symyx Technologies, 
Inc. ( 纳 斯 达 克 上 市 公 司 ) 和
Accelergy Corp. 等科技公司各级技
术职务和副总裁，从事高通量新材料
研发技术的开创性工作，是二十九项
美国和中国发明专利及专利申请、约
二十篇论文的共同发明人和作者。

司首任总经理；1999 年及以后分别
创建了广州万方健医药有限公司、广
州朗圣药业有限公司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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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许晓扬女士现任普华永道广州税务咨
询部合伙人，于 1997 年加入普华永
道广州事务所，在此之前于澳大利亚
布里斯本的普华永道公司工作了四
年，专门从事澳洲税务及个人收入税
务的咨询、筹划工作。

许女士在中国流转税、企业并购税务
服务，以及中国税务策划、集团重组，

个人简介
博士、教授、国际贸易学珠江学者、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

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
研究院院长，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粤商研究中心主任，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校学术委员、云山杰出
学者，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研究
员，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
中心研究员。

申明浩 先生	
行业顾问

许晓扬 女士	
行业顾问

投资架构管理等方面均有丰富经验，
曾为众多行业的客户提供税务及商业
咨询，包括消费品行业、生产业、贸
易、银行及金融业。

许女士于澳洲取得国际商务学士学位
及会计硕士学位并是澳大利亚注册会
计师协会的会员。

兼任广东省粤商研究会会长，广东省
青年联合会常委兼社会科学界别副主
任，洛杉矶 - 亚太研究交流论坛联席
主席，“投资广州”咨询专家。曾赴
南加州大学、昆士兰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等访学研修。曾任多家地产、投
资、互联网企业的首席战略顾问。

广东省商务厅主管的广东省促进企
业投资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第
一次会员大会，4月 25日在广州隆
重召开。

小编有幸参加此次会员大会，并针
对协会成立的初衷、提供的价值
点，以及未来工作开展等问题，采
访了协会秘书长袁媛 (Christina)。
Christina 对此一一作了答复，小编
梳理内容如下。

袁媛（Christina），中山大学岭南
学院MBA；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学
士、新闻学学士。

曾就职于浙江物产集团，从事业务
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的工作。2010
年开始从事区域招商引资和项目服
务，活跃在广州和佛山等地，服务
过百事、宝洁、联合利华、七天、
光宝、LG、益海粮油等内外资企业。

2016 年 3月，进入协会筹备组，现
任协会秘书长。

OUR
SERVICES
协会服务

平台
价值
秘书长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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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	
招商观察公众号

小编：从您的经历中，我们发现一
个有趣的现象。您生活的地方从华
东来到了华南，工作的范围从长三
角转到了珠三角。而长三角和珠三
角，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比翼齐飞，
又各领风骚。相信您对于生活及工
作的地方，会切身感受到这两个前
沿区域的不同，能跟我们简单分享
下吗？

Christina：这个问题很大，也有很
多人在探讨，我就从我自己的感受
讲讲，这两个区域是现在中国经济
最发达的两个城市群区域，有很多
共性，也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我
在杭州生活工作了五年，在广州七
年，从很多方面感受到两个区域的
不同，比如：长三角更精致、珠三
角更务实，长三角更创新、活跃，
珠三角更包容、开放，两大区域各
有所长，有合作也有竞争，在发展
过程中各有优势，齐头并进。

有人把岭南文化的特点概括为“不拘
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讲的
就是珠三角的多元、务实、包容，这
些特质是区域发展、吸引人才、吸引
投资的优势。十三五规划当中，国家
把珠三角定位为世界级城市群，要建
设开放创新转型升级新高地。我们自
己也能感受到以广州、深圳两大引擎
为首的珠三角城市群正在发力。在这
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这些招商人
都摩拳擦掌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成立协会，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资源聚
集的平台，在如今的产业转型大潮中，
助力珠三角抢得站台票，强势回归。

天时地利人和，协会呱呱坠地

小编：据我们了解，协会第一次会员
大会上选举了	建智（全称：广州建
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	Invest	101
（全称：广州招商壹零壹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当选为会长和执行会长
单位，为什么是这两家企业担此重
任呢？

Christina：关于协会的成立，得追
溯到 2015 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当
时，广东省商务厅（以下简称：省
商务厅）下属的广东省投资促进局
的几位领导来广州开发区指导工作，
提到省商务厅早在 04、05 年就想
发起设立一个专门服务于来粤投资
者和投资促进机构的协会，但由于
种种原因，这个想法一直没能落地。
正好建智本身就是一家有以投资促
进和企业综合服务为核心的公司，
服务过近千家跨国企业，也是省内
第一家招商服务行业获得广东省著
名商标的机构；对这个搭建投资促
进平台的设想非常认同，也有这个
信心能为协会的成立添砖加瓦，省
商务厅就把这个重任交给建智了。
和招商老司机建智贡献的近 20年的
经验沉淀不同，同样是招商和投资
促进领域的小兄弟 Invest101，贡献
的就是它的创新基因，Invest101 是
在用互联网的思维对传统招商引资
理念进行改造，转变传统的工作方
式，用互联网的方式提升政府的招
商工作效率和投资者的项目投资效
率。Invest101 对“将各地政府、各
行精英结成牢固的伙伴关系，达到
各方共赢的合作状态”的互联网思
维、创新招商方式的探索也是转型
升级时期投资促进工作所需要的。
基于此，在 2016 年 3 月，在省商
务厅的支持下，由建智和 Invest101
牵头启动了协会的筹备工作。

小编：万事皆有由来，究竟有哪些
因素促成了协会的成立？

Christina：协会筹备了一年之久，
选择在今天成立，算是“天时地利
人和”。顺应“天时”——	政府积
极的投资政策导向。今年 1月份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
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
确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公
平竞争环境、加强吸引外资工作三
个方面二十条新举措，并且直接在
通知当中点名了负责落实的具体部

门。这份《通知》总的来说表达了
几个意思：一是中国依旧是开放的、
是非常欢迎外资的，关于这一点，
习主席这两年也反复强调过利用外
资的三个”不会变”；二是会大幅
的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最直接的体
现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
及相关政策的修订上，要放宽很多
过去限制、甚至禁止外资进入的领
域的准入门槛；三是要求各地区积
极开展投资促进工作，还专门提到
了允许地方政府在法定权限范围内
制定出台招商引资政策。这对地方
的招商引资、投资促进工作有着非
常积极的导向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随后很多地区都相应
出台了配套这份《通知》的招商引
资政策，广州市黄埔区在 2月份就
率先发布了系列“黄金 10 条”的招
商引资政策，用真金白银对到区域
投资的企业和人才进行扶持奖励，
引发了业内乃至全社会强烈的反响
和热议，效果也是看得到的。政策
出台后的这几个月，黄埔区就有麦
格纳 - 卡斯马、百济神州几个不错
的项目落地。

除了广州，我们也看到这几个月，
佛山、东莞、中山、河源、梅州、
清远等区域的招商引资工作也有很
多新动作，项目签约、推介活动、
政策出台等等招商引资举措不断。

“地利”——说的是广东省具备的
优势。2016 年投资环境指数报告，
广东排在了第一，广东凭什么样的
优势得到了这个第一？广东最大的
优势在于开放，广东是我们国家开
放的前沿，这讲的是广东的地理位
置、政治经济举措、市场地位，讲
的也是广东的思想、特质。今年两
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将“粤港澳
大湾区”升为国家战略，延续对外
开放的优势，相信会给广东带来更
多的发展机遇。

而在广东省内广州、深圳、佛山等
珠三角城市，包括政府部门、专业
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企业自身在内
的各类主体，都在摩拳擦掌，积极
的投入到招商引资、投资促进的大
环境中；这些区域内的社会化招商
机制、投资服务机构发展成熟，正
是我们所说的“人和”。

正是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下，
由省商务厅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省
内多家知名外资企业、代表性企业
及区域、产业园区、媒体、机构共
同发起成立了协会，希望能为广东
省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为广东省
的投资促进工作做出贡献。

全面整合区域资源，促成企业
高效投资

小编：同您刚刚的交流过程中，我
们了解到，协会的目标是搭建一个
“海纳百川”的平台，让各国别、
各行业、各类型的会员都可以在这
里实现价值的最大化。那想请教下
您，协会可以为会员提供的最大价
值是什么？“促进企业投资协会”
究竟是如何实现促进企业投资呢？

Christina：协会搭建了一个企业投
资者与广东省及各市、区、县政府
部门、产业园区直接对接的平台，
减少中间环节，减少信息不对称，
使企业能够直接从协会获取到对投
资决策有帮助的政策、载体等信息，
从而促进投资项目的对接和落地，
提高决策效率；另一方面，区域政
府部门和产业园区也能通过协会这
个平台获取企业的反馈、需求和意
见，有的放矢的解决企业关注的问
题，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对于企业投资者来说

协会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与全省多个
区域的同步对接。协会将省内多个
主要投资区域的政府、产业园区汇
集到一个平台上，一家企业通过协

会即可获得多个区域的产业、政策、
招商载体等信息，尽可能全面的了
解多区域信息，方便企业找到合适
的投资地。这个过程对一家企业而
言，很难同时覆盖这么广泛的区域
资源，也很难做到多个区域的资源、
信息整合。同时，企业在投资落地
及运营的过程中，遇到问题，也可
以借助协会的平台资源，与政府部
门面对面沟通，提高解决问题的效
率。真正通过高效地交流，实现促
进企业投资。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

协会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从
项目具体落实角度讲，协会可以为
区域政府提供有价值的项目线索，
并协助区域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招商
服务，帮助区域吸引项目、留住项目。

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讲，转
型升级引起的产业转移，如果能在
广东省内不同发展程度的区域之间
自己消化，比如一些珠三角和粤东
西北城市之间，对广东省，对转出
区域，对省内的承接区域，对发生
转移的企业甚至企业员工来说都具
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上个月，广
东省财政厅发了一份《关于支持珠
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
持政策》，在这个政策中也提到“广
东将鼓励有技术含量的珠三角地区
企业优先在省内梯度转移”。而协
会这个平台正可以利用对省内区域
资源、产业资源的掌握和了解，帮
助有转移需求的企业和有承接能力
的区域、园区载体进行对接，实现
转型升级不出省。

对于专业服务机构来说

在很多区域在招商过程中，都可能
发现有些难题让投资者和政府部门
犯难，比如说投资者在项目落地、
建设投产的整个过程中，可能会遇
到选址、不动产交易、项目立项报建、
工程建设、验收、招工、环保等等

方面的问题，帮企业找到解决这些难
题的途径、做好服务才能改善投资软
环境。一方面，协会可以帮助区域政
府建设招商队伍，进行招商部门架构
的搭建，招商人员的培训；另一方面，
协会通过无缝对接投资者、专业服务
机构，可以通过市场行为，整合第三
方机构和组织的力量协助区域政府更
好的提供招商服务。

另外，协会还计划联合高校、政府
资源组织评选区域投资竞争力指数
排行榜，基于区域经济实力、区域
辐射力、服务能力、基础设施、营
商成本、入驻企业实力等有关指标
配合一定的权重来得出区域投资竞
争力，旨在衡量区域吸引投资、落
实项目的能力。这个指数可以帮助
企业厘清自己的需求，更高效率的
选址，也可以帮助区域改善自身。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协会在践
行。从开始怀抱着的美好愿景，到
如今坚定扎实地迈出第一步。小编
坚信协会的未来定会遇见繁花似锦。
祝愿协会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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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信息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入会申请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联系信息 Contact Information

会员申请 Membership Categories

单位名称
Name

组织类型
Organization	
Type

姓名	
Name	in	Full

职务	
Position/Title

先生 / 女士
Mr./Ms

□	会员单位
Member

□	理事单位
Director

□	副会长单位
Vice	President

电子邮箱
E-mail

联系电话
Telephone

0086-
邮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申请类别
Membership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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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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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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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Organization	Seal：			
										

代表签名	Signature	by	Organization	Representative：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ate)

手机
Mobile	Phone

0086-

申请单位简介
Company		
Pro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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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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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主办单位：
广东省促进企业投资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