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天下之富建设广州

集广州之财投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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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辞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寒暑交替四季轮回。在变化与发展中，广州基金迎来了她的5周岁。  

     

五年韶华，甘苦掺杂。回首过往，我们在广州蓬勃发展的经济大潮中裹挟向前，而日益壮大

的广州基金，亦持续通过支持城市基础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反哺这座城市。这是令

人兴奋的事，也是我们的初心所在。

广州基金从无到有的这五年，恰好赶上了地方政府基金井喷式发展的契机。2013年因受托

管理市发改委8亿元产业引导基金而设立的广州基金，最初注册资本不过1亿元。经过四年多长足

发展，截至2017年底，公司总资产达367亿元，签约基金规模逾3800亿，已落地1380亿，累计成

立154只基金，投资314个项目，推动15家企业实现上市，参股47家上市公司，与超过20个城市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广州基金已拥有城发基金、科金控股、新兴基金、国创基金、产融基金五家子公司，

搭建形成完整的政策性投融资业务和股权投资体系，助力广州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和社会融资结构

优化，为广州经济添砖加瓦。

怀抱希望



2017年，广州基金秉承初心，砥砺前行：

——围绕市委、市政府“IAB”战略，助推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先后发起设立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广州物联网产业、冷泉港（广州）生物医药产业等3只百亿基金，以及规模8亿元

的软件与信息技术产业基金、首期规模10亿元的人工智能产业并购基金。

——大力推进广州产业转型升级。设立百亿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发展基金，助力打造广州千亿

级新支柱产业；领投南方财经控股首轮融资，支持广东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提升文化“软实

力”。

——1500亿国新央企运营基金、首期规模100亿的中粮优化产业基金顺利落户广州，推动广

州和央企合作迈开新步伐；认购广汽集团3.01亿股、珠江钢琴8886.18万股定增股份，深入参与广

州国企混改。

按照市政府“两个回归”——支持广州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广州基础建设投资——的要求，

我们提出了三个“立足于”：立足于广州产业转型升级，立足于广州基础设施投资，立足于做强

做大做优广州基金。其中，前两点是后一点的前提，离开了服务广州经济，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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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知，城市不是孤立发展的个体，服务广州经济需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广州基金紧紧围绕

国家、省、市重大战略部署，“走出去”、“引进来”，竭力搭建广州与外地资源、信息、产业、技术

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如配合广东、黑龙江两省对口合作战略，发起设立规模200亿的粤龙基金；发起

设立规模200亿的东莞城市发展基金、规模50亿的呼和浩特城市发展基金；广州基金国际立足香港开拓

国际化业务，推动广州发挥枢纽作用，引领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发起设立规模500亿的粤

赣产业投资基金；牵头发起总规模9亿元的新三板转板投资基金；积极酝酿清华金融科技研究院“广州

产学研基地”等。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成长是一个过程，成熟需要不断磨砺。一家杰出企业从初创到规范、从快

速成长到稳步发展、从平凡到卓越，必然要经历无数次阵痛煎熬，螺旋上升，方能达到凤凰涅槃。我们

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深化“三平台一体系”建设，推动治理机制“扁平化、阳光化、专业化”，信

心百倍迈向新征程。每一位秉承“厚德、诚信、坚韧、思辨”的广州基金人，都会同我一样感同身受，

同我一样怀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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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知，城市不是孤立发展的个体，服务广州经济需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广州基金紧紧围绕

国家、省、市重大战略部署，“走出去”、“引进来”，竭力搭建广州与外地资源、信息、产业、技术

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如配合广东、黑龙江两省对口合作战略，发起设立规模200亿的粤龙基金；发起

设立规模200亿的东莞城市发展基金、规模50亿的呼和浩特城市发展基金；广州基金国际立足香港开拓

国际化业务，推动广州发挥枢纽作用，引领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发起设立规模500亿的粤

赣产业投资基金；牵头发起总规模9亿元的新三板转板投资基金；积极酝酿清华金融科技研究院“广州

产学研基地”等。

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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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成长是一个过程，成熟需要不断磨砺。一家杰出企业从初创到规范、从快

速成长到稳步发展、从平凡到卓越，必然要经历无数次阵痛煎熬，螺旋上升，方能达到凤凰涅槃。我们

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深化“三平台一体系”建设，推动治理机制“扁平化、阳光化、专业化”，信

心百倍迈向新征程。每一位秉承“厚德、诚信、坚韧、思辨”的广州基金人，都会同我一样感同身受，

同我一样怀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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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民之生





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广州基金”）于2013年3月28日揭牌成立、2013年5月正式运

营，是广州市委、市政府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放大财政资金引导效应、带动社会投资、强化区域金融中心

地位而专门成立的产业投融资平台。

自成立以来，广州基金发展迅猛，目前业务领域已覆盖政府基金管理、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

（VC）和其他金融平台等领域，形成了贯穿天使投资、VC投资、PRE-IPO、PIPE、并购基金、城市发展基

金、政府基金、公募基金、互联网金融、固定收益等金融产品的全产业链。截至2017年底，签约基金规模

3800亿元，管理规模1380亿元。广州基金是国内首家获得外部AAA评级的基金管理公司，也是广东省首例

获得标普、惠誉最高公开评级的资产管理类公司。广州基金旗下主要控股子公司现包括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城发基金”）、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科金控股”）、广州市

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新兴基金”）、广州国创基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国创基

金”）、广州产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产融基金”）等。

广州基金以“厚德、诚信、坚韧、思辨”为企业理念，汇聚了一批优秀的金融及业界精英。他们以“聚

天下之富建设广州，集广州之财投资天下，打造顶尖的产业投融资平台”为己任，用创新、实干和高效的管

理规范，矢志于把广州基金建设成一流的地方政府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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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德 
正己之德，厚民之生

诚信 
立之于诚，达之于信

                坚韧
坚于信仰，韧于行为

思辨
明思而省，辨思而悟

广州基金企业理念

企业文化 /�e Enterprise Culture



广州基金一直奉行“厚德、诚信、坚韧、思辨”的企业理念。

      “厚德”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广州基金人要正己之德，厚民之生，方能厚德载物实现得利

相生。其中，廉洁是“厚德”的应有之意，是广州基金一切文化之首，更是广州基金在当前时

代大环境下实现持续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

      “诚信”是企业文化的内核。广州基金人在一切行动中都坚持“立之于诚，达之于信”。

信用是广州基金最珍贵的无形资产，也是广州基金在金融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坚韧”是广州基金人共同的性格特征。既坚于信仰又韧于行为，这是广州基金在风云万

变的时代浪潮中一往无前、乘风破浪的核心动力。

      “思辨”是广州基金成就卓越基业的行动纲要。广州基金人需“明思而省，辨思而悟”，

只有做到省悟通达，才能启发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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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Board of Directors

行政管理部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人力资源部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风控部
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企业文化部
Corporate Branding Department

党委办公室
Party Committee O�ce

纪检监察部
Discipline Inspection

& Supervision Department

财务管理部
Finance Department

董事长
President

总经理及高管团队
General Manager and 

Senior Management Team

监事会
Board of Supervisors

组织架构/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董事会办公室
Board of Directors O�ce

审计稽核部
Audit Department



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CFC
广州市科技金融创新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C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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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创基金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GCF
广州产融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IFIF
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IDF



产业基金 城市发展基金

天使投资 VC投资
广州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基金

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国新央企运营基金

广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广州市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

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广州市种业发展基金

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直投基金

广州市“中国制造2025”产业直投资金

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

冷泉港（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基金

广州物联网产业基金

人工智能产业并购基金

广州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发展基金

中粮优化产业基金

……

广州国寿基金

广州新华基金

粤赣基金

粤龙基金

清远穗清帮扶基金

……

呼穗城市发展基金

东莞城市发展基金

江门母基金

广州创加壹

超级暴龙

海鹏壹

前海雷雨创梦

北京老鹰基金等投资平台

科风投安

穗甬控股

汇垠天同等投资平台

杰赛科技

万孚生物

天普生化

瑞立科密

铁科智控等158家企业

1 2
业务体系/Business System

已设立 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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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IPO PIPE 并购基金 公募基金 科技金融服务

……

……

……

……

汇垠成长

蕙富君奥

蕙富盈通

汇垠越鹿

汇垠发展等合伙企业

华联汇垠

汇垠启文

汇垠天然

汇垠翰非

中国华融

中国通号

环球医疗

联想控股

广发证券

呀诺达圆融

广电计量

明阳风电

光大激光

萨驰华辰

迅通科技

嘉利股份

健隆生物

 

汇垠天星等投资平台

汇垠清洁能源

汇垠浪奇产业基金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民贷天下互联网P2P平台

祥佳融资租赁公司

科风朗润融资担保公司

汇垠协同工场股权众筹平台

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管理公司

新三板基金

广汽集团

白云山

珠江钢琴

爱建集团

中天科技

双星新材

精工钢构

普邦园林

华闻传媒

汇源通信

雏鹰农牧

华天科技

高新兴

正邦科技

大洋电机

永大集团

艾派克

新仕诚

奇化网

股权投资基金

3 4
参控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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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Business Segments Introduction

广州基金旗下主要控股子公司有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城发基金”）、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简称“科金控股”）、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新兴基金”）、广州国创基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简称“国创基金”）、广州产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产融基金”）等。

城市发展
业务板块

新兴产业
发展板块

股权投资
业务板块

股权投资业务板块由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科金控股”）负责运营。

科金控股为全国最早期成立、规模最大的国有风险投资企业之一，具有18年的股权投资经

验，是广州基金旗下的大型综合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科金控股以科技创新创业企业为投资对

象，重点扶持TMT领域、大健康领域、新能源领域、环保领域等企业在广州落地开花，营造

有利于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生态环境。目前资产管理规模（含子公司）超800亿元，设立52

支基金，投资企业超420家。

城市发展投资业务板块由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城发基金”）负责运

营。城发基金管理着华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发展基金，作为国内首批具备AAA资质的专业化政

府基金投资管理公司，主要投资于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升级改造项目，央企国企混

改项目等。

新兴产业发展板块由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新兴基金”）负责运营。

新兴基金受托管理财政出资设立的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工

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中国制造2025”产业直投资金、种业基金、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基金、

创业投资基金、孵化基金等基金，并通过其他产业基金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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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板块由广州产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产融基金”）负责

运营。产融基金是广州基金政策性业务的重要补充，致力于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链条金融综

合服务的一体化平台。

中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板块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
发展业务板块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业务板块由广州基金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广州基

金国际”）负责运营。广州基金国际是广州基金以市场化手段，立足香港开拓国际化业务，

推动广州发挥枢纽作用，引领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点。

央企运营投资
基金板块

央企运营投资基金板块由广州国创基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国创基金”）负责运营。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总规模1500亿元，是广州市单体规模最大的基金，首期501亿元已落

户广州，计划3-5年完成投资，主要支持央企发展，参与企业资产证券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化改制上市等项目。



平台介绍

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FC）

/Platform Introduction

A
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城发基金”）成立于2014年3月，是广州基金旗下的专业基金管理机

构，旨在通过市场化方式募集资金，以灵活、高效的投资模式推动广州市为中心的城市基础设施及重点产业快速

发展，以专业化的资源整合模式实现投资收益，以规范化的管理理念、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公司治理机制实现国

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基金支持下，城发基金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专业管理”三大原则，聚焦主业，创新

发展，在不增加政府债务的前提下，已经建成具有财政资金梯次放大功能的创新型基金化融资平台，也建设成以

AAA级资质为基础，低成本、高效运营的专业化政府基金投资管理平台，目前正在布局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市场

工具，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可持续发展。城发基金管理着两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发展基金：广州国寿

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这两支基金分别由广州市政府与中国人寿、广州市政

府与新华人寿共同设立，规模各200亿，是国内大型保险集团与广州市政府开展战略合作的重大成果，也是保险

资金支持广东经济建设的重大举措。

同时，城发基金全力推进广州市基础设施及城市经济发展领域投资，重点投资项目包括广州国际金融城、水环境

整治、南沙港铁路等，有效拉动了广州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城发基金”模式在业内形成相当影响力。



基础
设施

国企
混改

城发基金立足广州两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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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基金全力推进广州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投资项目包括广州国际金融城、从化水环境处理、南沙

港铁路、广钢保障房等，投资金额超过300亿元，有力助推城市更新、城市动力、城市产业、城市生活

等基础设施板块。

城发基金优先参与广州市属国企混改，17.3亿元参与白云山定增，成为其第三大股东；10.93亿元参与珠

江钢琴定增，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此外还积极参与广州农商行、中广核、中国通号等一批基石投资。



平台介绍

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CFI）

/Platform Introduction

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科金控股”）是广州基金旗下大型综合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其前身是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于2014年3月整体划入广州基金；2015年7月，公司正式更

名为“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基金支持下，科金控股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拓

展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业务，现已基本搭建成集“天使投资、VC、PE、并购基金、定向增发、公募基金”于一身

的市场化股权投资全金融产业链服务平台。科金控股为过千家中小微企业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推动多家企业实现在

国内A股、美国纳斯达克以及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还有大量企业挂牌国内新三板，并先后获得“中国本土创业投资

50强”、“中国创业投资公司（基金）历史综合排名50强”、“中国创业投资十佳创业投资人”等荣誉。

科技创
业服务
载体

科金控股通过与民营企业、学术机构携手，搭建产业园、科技园、企业孵化器和金融服务

区等创新创业服务载体，已参与广州市3D打印产业园、南沙资讯科技园、生物医药+互联

网综合类企业孵化器、广州创意谷、提艾提氪空间（广州）等园区的建设，充分发挥产业

集聚效应，为企业提供产业资源丰富、创业氛围浓厚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科技金
融平台
管理

科金控股搭建集“P2P平台、融资租赁、融资担保、公募基金”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金融

服务平台体系，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多功能的综合金融服务。现已初步完成P2P平

台民贷天下、祥佳融资租赁、科风朗润融资担保、富荣公募基金等四大核心平台建设，各

平台优势明显，形成互补效应，真正实现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体系的有机统一，联动发展。

科金控股重点业务板块

B



股 权
直 投
业 务

科金控股聚焦TMT、大健康、先进制造等领域，寻找并投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形成独特运营模式的

中早期创新型高科技企业，投资后通过提供资源整合、资本运营、上市运作等增值服务，助力投资企

业稳步发展，最终以股权转让、企业并购或在资本市场上市等方式获取资本增值退出，实现再循环投

资。已累计直接投资杰赛科技、万孚生物、天普生化等158家企业，其中5家企业在国内外上市，3家

企业被跨国集团或上市公司收购，14家企业挂牌新三板，众多投资企业正筹备上市或登陆新三板。

参股
子基金

科金控股通过资金资源合作和投融资模式创新，撬动更多优质社会资本投入广州项目，激活广州投融资

氛围。已控股汇垠天粤，参股穗甬控股、创加壹、雷雨创梦、超级暴龙、海鹏壹等19家股权投资子基金，

基金总规模超100亿元。

创业投
资引导
基金

科金控股自2011年起受托管理广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子基金进行投资的

方式，培育本地优秀科技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设立了4只合作子基金（已退出2只），累计引

导和形成15.06亿元创业投资资金，共完成项目投资55个，其中26个项目在广州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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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基金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基金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广州基金国际”）成立于2015年8月，是广州基金旗下全资国有的国际化金融服

务平台，是广州基金把握“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以市场化方式对接吸引海外优质项目和资源落地

广州，落实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做出的重大部署。公司主营业务是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咨

询服务等。广州基金国际三个主要业务方向是：发展并购基金业务，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发展资管为核心的投资、咨询等综

合服务业务，为企业提供专业海外资本市场服务；发展跨境业务协同优势，带动优质企业跨境返程投资。

平台介绍

科金控股旗下平台公司

/Platform Introduction

为了顺应业务发展需要，科金控股设立了多家平台公司，覆盖多个领域。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汇垠天粤”）于2014年4月经市政府批复成立，实缴注册资本27.4亿元，资产管

理规模（含汇垠系平台公司）已超650亿元。汇垠天粤定位为“市场化投资业务”的核心平台，目前管理的基金类型包括：城市发

展基金、产业转型升级基金、国企混改基金、PE基金、并购基金、新三板基金与定向增发业务等，重点投向为：新能源、环保、医

疗、农业、汽车、轨交、旅游、高端制造、智慧城市、文化传媒等行业。汇垠天粤围绕“PE+上市公司”模式，与上市公司合作设

立并购基金等，通过资本运作，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市场活力的专业股权投资机构之一。业务布局方面，汇垠天粤已在北京、上

海、长沙、香港等全国主要中心城市设立子公司/平台公司。

广州科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科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科兴创投”）是科金控股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科兴创投作为纯市场化运作的投资

管理机构，是科金控股实现从国有资本“直接投资人”向“投资人+管理人”定位转变的重要抓手，通过担任基金管理人、市场化

募资、设立混合所有制投资基金等方式，积极探索国有创投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效途径。科兴创投全面布局天使、VC、PE等

股权投资全产业链，通过对广州本土新兴产业领域高科技企业的战略投资，激发实体经济创新创业活力，推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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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科金控股旗下混合所有制平台，实缴注册资本金30亿元，科金控股持股30%，为并列第一大股东。主营不良资产收购与

处置、风险投资（VC）基金、私募股权投资（PE）基金管理、金融产业投资等业务，致力于打造一家以不良资产处置

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特色，探索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相融合，兼容并蓄、创新发展、行业领先的开放式投资平台。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科金控股旗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科金控股持股50%，是第一大股东。在经济新常态和“大资管”业

态背景下，富荣基金定位于“综合金融服务商”，秉持“规范创造价值，创新推动成长”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绝对收

益，践行“专注、纪律、执行”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整合产业上下游资源，深耕综合金融服务领域，为客户创造财富增

值、为员工实现自我价值、为股东获取投资回报，致力成为受人尊重的、有价值的综合金融服务企业领先者。

民加科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金控股旗下P2P平台公司，上线名称“民贷天下”，注册资金2亿元人民币（实缴），科金控股持股20%，为并列第一

大股东。民贷天下上线3年，已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员，并成功跻身全国网贷平台20强。平台立足小微经营贷、

场景消费贷业务，坚持小额分散业务模式，致力于通过互联网改变家庭投资方式。

广州祥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科金控股旗下融资租赁平台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科金控股持股20%。祥佳融资租赁依托

股东产业经济实力和项目整合优势，致力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专业化、量身定制的金融解决方案和其他增值服务，重点

关注广东地区的节能环保、高端制造、物流、广告等行业领域，同时利用融资租赁的杠杆及通道作用，在银行等金融机

构和承租企业之间搭桥做结构化融资，包括租赁保理、内保外贷等模式。

广州科风朗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科金控股旗下融资担保平台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科技控股持股49%，是一家市场化运作

的大型专业担保公司。科风朗润依托股东实力，整合担保资源，并构建担保体系，逐步建立银行、担保和政府三方风险

共担机制，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提供一站式服务。



平台介绍

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IDF）

/Platform Introduction

C

广州市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简称“工业基金”）成立于2015年12月9日，由广州基金全资控股，注

册资本15亿元。工业基金是通过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向广州基金增资，由广州基金运用全部增资款

项依法设立的公司制引导基金。工业基金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子基金，投资于广州市制造业、信息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领域，致力于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推动广州市产业转型升级。

广州市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新兴基金旗下子公司

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新兴基金”）是广州基金按照市委、市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的战略部署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新兴基金作为政府产业类基金平台，通过受托管理的财政资

金和主动管理的产业基金，实现资金、项目和人才在广州的集聚，助推广州占领新兴产业发展高地。目前，新

兴基金受托管理广州市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基金、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工业转型升级基金、工业和信息化发

展基金、种业发展基金、创投基金、孵化基金等一系列引导基金以及新兴产业直投资金、“中国制造2025”产

业直投资金。其中，产业转型升级基金、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重点投资于广州市新兴产业领域，工业转型升

级基金、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重点投资于广州市制造业、信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种业发展基金重

点投资于广州市种业及相关产业领域。同时，公司主动管理的产业基金聚焦于“IAB”战略（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正在推动设立新一代信息技术基金和冷泉港生物医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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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介绍

广州国创基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GCF）

/Platform Introduction

D
广州国创基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国创基金”）是广州基金控股子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在广州南

沙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305,000万元。国创基金作为广州基金代表广州市政府对接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出资平台，运用市场机制助推国家战略实施，通过吸引国有资本并引导社会资金，面

向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重点投资方向主要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资产证券化、市场化

改制上市、股权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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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介绍

广州产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IFIF）

/Platform Introduction

广州产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产融基金”）作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平台，配合广州基金集团

整体战略布局，聚焦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定位于弥补集团政策性业务发展，着重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义

务，与集团其他业务板块实现互补互助，对接中外合作资源，输送及挖掘优质项目，集聚金融及非金融顾问服

务、融资租赁、融资担保、互联网金融、保理、众筹等7家子公司的业务资源优势，形成合力，打造为中小微

企业提供全链条金融综合服务的一体化平台。

E

广州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

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亿元人民币，于2015年8月正式运营，是以推动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加快普惠金融，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经营管理一系列问题而设立的公共（融资）服务

示范平台。

广州民间金融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民间金融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融街在线”），成立于2015年7月，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广州基

金旗下全资子公司产融基金等实力机构联合发起，产融基金持股20%。金融街在线致力于成为民间金融信息综合

服务平台－“线上民间金融街”，通过线上线下金融资源整合和O2O双轮驱动，形成民间金融完整产业链，助

推创新金融产业深层次发展，实现“民间金融产业品牌”整体输出战略。

产融基金旗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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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

瑞，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刘

奇，广东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

书记任学锋，广东省委常委、省

政府常务副省长林少春，江西省

政府副秘书长王亚联的共同见证

下，广州基金董事长韩颖与江西

大事记 /Company Events

3/15

3/16 由广州基金代表广州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基金参股设立的广州合赢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大会在深圳顺利召开。

2017

4/18

3/21

4/25

6/09

5/16

广州基金与中国国新、浦发银行签署国新央企

运营投资基金合作协议，三方就设立总规模

1500亿元、广州市单体最大规模的国新基金达

成合作意向。

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沙海

林一行莅临广州基金调研，探索

广州基金的成功经验以及与沪穗

合作空间。

广州基金临时党委会、董事会、

监事会“三会”成立。广州市国

资委主任陈浩钿出席会议并发表

讲话，他说，“三会”成立，标

志着广州基金在推进公司法人治

理、引领公司科学发展方面迈出

了关键一步。

国新基金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

广州市人民政府礼堂举行。藉

此，广州基金以一家地方金融国

企的身份，获取全国央企改革的

通行证，有望在更多央企和地方

国企身上，嫁接广州基金的混改

经验与模式。

为加快推进市委巡察全覆盖

伐、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按照中共

广州市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

市委第二巡察组将用两个月左

右的时间，对广州基金党委开

展巡察。 银行董事长陈晓明签署了《设立粤赣产业投资基金合作协议》。粤赣

基金总规模500亿元，首期200亿元，期限不超过10年。基金主要投向

两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旧”改造、新型城镇化建设、特色小镇建

设和为粤赣产业转移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



33/34

7/03

7/18
  /19

7/18

8/16

8/10

广州基金子公司城发基金管理运营的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广

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成功认购广州市属上市企业广州珠江钢琴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678）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资金

总额为10.93亿元。

8/21

广州基金子公司新兴基金与益普资本（香港）有限公司及广州开发区

产业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设立冷泉港（广州）

生物医药产业基金。该基金规模100亿元，是广州基金落实市政府

“IAB”产业布局的第二弹。

广州基金旗下子公司新兴基金与

广州市无线电集团旗下平云资本

共同发起设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发展基金，该基金规模100亿

元 ， 是 广 州 基 金 落 实 市 政 府

“IAB”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

广州基金、均瑶集团、爱建基金会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本着

“多方共赢、建设好爱建”的原

则，以沪穗两地大局为重，构建长

期、稳定、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全力推进爱建集团后续主

营业务的更好发展，充分保护爱建

集团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在第十届中国生物产业大

会暨首届官洲国际生物论

坛首日，广州基金喜迎新

军，旗下广州市新兴产业

发 展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简称新兴基金）正式揭

牌亮相。新兴基金是广州

广州基金与鹤山市政府共同签署了

《鹤山市政府与广州基金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鹤山城镇化建设发

展基金协议》、《鹤山产业投资基

金合作协议》，广州基金旗下公司

汇垠天粤将受托管理鹤山市城发基

金与鹤山市产业基金。

基金按照市政府战略部署专门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业务包括新兴产业

发展引导基金、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孵化基金等

业务和直接股权投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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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9/05

9/15

广州基金子公司城发基金旗下的广州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广州

文化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正式设立，并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安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等达成战略合作。

9/12

9/20

9/22

10/26

广州基金旗下新兴基金与美中硅

谷协会下设美中硅谷投资有限公

司签署合作协议，为广州与硅谷

两地企业的深入交流开辟新通

道，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等多个领域深入合作。

广州基金联合广州地铁、广州建

筑、广日股份、万宝集团等轨交

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发起设立轨交

基金，基金总规模100亿元，首

期规模20亿元，是广州基金继设

立三只百亿IAB基金后，聚焦广

广州基金旗下公司工业基金拟与中国联通共同发起成立规模100

亿元的“广州物联网产业基金”，基金首期规模10亿元，主要

投向智慧制造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相关产业。这

是广州基金发起设立的第三只百亿级IAB产业基金。 广州基金旗下公司工业基金与蓝

盾股份、纳兰德资本签署合伙协

议，共同发起设立软件与信息技

术产业并购基金。该基金总规模

8亿元，是广州基金继设立3只百

亿级IAB产业基金后，落实广州

广州基金旗下公司工业基金与佳

都科技合作设立人工智能产业并

购基金，首期规模10亿元，主要

投资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

略新兴领域，围绕上市公司的产

业布局，开展对人工智能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的并购业务。

广州基金旗下科金控股、汇垠天粤与启迪云泽资本、上海瑞盈财

富、格力金融、大喜金服合作成立广州汇垠云泽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同时拟发起设立总规模9亿元的新三板转板投资基

金，专注于新三板拟转板企业及其他Pre-IPO企业的股权投资。

市委、市政府“IAB”产业战略布局，促进IAB产业发展的又一重要

举措。

州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显示了广州基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广州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服务的坚定决心。



35/36

11/08

12/06

12/11

11/21

12/25

广州基金与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在股权投资、特定项目投融资、文化金融服务与品

牌推广等方面展开紧密合作，广州基金旗下汇垠天粤作为

领投方参与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南方财经控股公司的

首轮融资，助推南方财经控股实现上市。

广州捐赠毕节“汇垠助学金

”合作签约仪式在毕节市举

行。“汇垠助学金”是广州

基金旗下汇垠天粤积极响应

党的十九大“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号召，认真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先扶智”

重要指示和广东省、广州市

由广州基金主办、环球金融家智库承办的广州基金“溪谷沙龙”启动仪

式暨首期沙龙——人工智能闭门会在广州拉开帷幕，“虎啸谷而生风，

龙藏溪而吐云”，活动邀请了全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王忠民、广州市国

资委主任陈浩钿等嘉宾出席，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方向。

广州基金凭借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IAB产业发展、支持城市基础

建设、国企转型和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努力，荣获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颁发

的“支持实体经济奖”。

对口帮扶贵州省毕节市五年规划的重要举措。“汇垠助学金”首期规模

100万元，专项用于资助2017-2018学年毕节市纳雍县、威宁县和赫章

县等3个国家深度贫困县家庭经济困难及成绩优异的普通高中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

广州基金与中粮集团、招商银行共同签署“中粮优化产业基

金”合作协议。中粮基金首期规模100亿元，聚焦农粮食品

行业。此举是落实市委、市政府“两个回归”，大力扶持、

服务实体经济，实现产融结合、脱虚向实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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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3/04 广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周亚伟

一行莅临广州基金调研。

2016

6/06 由广州基金与杉杉控股主导设立的30亿

混合所有制金融控股企业穗甬控股有限

公司正式成立。

广州基金旗下公募基金——富荣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4/25

6/25

7/19

9/02

7/08 城发基金与暨南大学共同成立“城市发展投融资研究院”。

8/17

城发基金发布首支市场化母基金—

—城发应元母基金，并与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松禾国际资本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元禾原

点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广州科技金融路演中心企业投融

资常态化路演（第四期）广州基

金投后项目专场顺利举行，广州

市金融工作局邱亿通局长出席活

动并致辞。

科金控股以协议转让方式退出红土科信基金，这是广州市首个政

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完成退出。

城发应元母基金首支子基金“深圳市富海新材股权投资基金”落

地，规模3.67亿元。

广 州 基 金 与 广 州

建 筑 集 团 、 广 州

地 铁 、 广 州 万 宝

集 团 、 广 州 纺 织

集团等4家国企签

署 国 企 混 改 基 金

战略合作协议。



37/38

广州基金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广州基

金迈出国际化战略重要一步。
9/08

11/23

12/7

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分别向广州基金授予“BBB+”和“A-”的

长期发行人评级，这是广东省资产管理公司类首例最高公开评级，

也是广州市属国有企业获标普最高公开评级。

11/23

广州基金首只公募产品富荣货币市场基金结束发行，首募规模达

31.06亿元。
12/21

汇垠天粤经过公开遴选程序，成功入选担任江门市创业创新基金

母基金的运营机构，基金总规模20亿。
12/28

省发展改革委对广州基金境外发行美元债券予以备案登记，发行

规模不超过2.3亿美元，用于“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下的海外

股权投资和产业投资并购项目。

10/19广州基金旗下汇垠天粤、汇垠汇吉与广州浪奇共同签订了《广州

汇垠浪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之股东合作协议》， 三

方拟组建“汇垠浪奇”合作平台。

城发应元母基金第二支子基金“深圳松禾成长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落地，规模10亿元。

12/30 30亿中票项目获交易商协会批准，广州基金成为全国首家在银行间

市场成功注册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具有标

杆意义。

11/15

城发基金参与打造的广州洪泰威谷创新空间正式开业。9/29

在广州创新创业展会首日，广州市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揭牌亮 相，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任学锋一行亲临现场指导。市

人大主任陈建华，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周亚伟，市工信委

主任赵军明，广州基金董事长韩颖共同为工业基金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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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基金荣获“广州市2014年金融创新成果先进（标兵）单位”称号。 5/19

6/08

2015

6/17

6/29

6/27

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赴民贷天下调研互联网金融行

业发展情况。

清远穗清、梅州穗梅投资基金框架协议成功签约。

联想控股在中国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广州基金获配基石投资份额3000万美元。

在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上,

广州基金分别与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广汽集团签

署战略国企混改合作协议。



39/40

6/30

10/26

11/12

汇垠天粤与东莞信托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2/4城发基金与珠海九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组建

“珠海城市发展建设投资基金”。

10/13

11/9

7/22 汇垠天粤并入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后者的简称变更为

“科金控股”。

12/31 科金控股持股50%的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

城发基金与新华资管就共同出资成立穗台医疗健康

产业投资基金达成合作意向。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企业万孚生物在深

交所挂牌。

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签约，广州基金出资1.5亿元。

在“2015中加经贸洽谈会”上，科金控股与加拿大

溢思得瑞签署新兴产业基金合作协议。



大事记 /Company Events

广州基金与广州广泰城发规划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基金与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9

3/28

2014

4/23

广州基金设立梅州（穗梅）和清远（穗清）两支帮扶基金。 4/28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成为

广州基金全资子公司。

7/31

8/21

12/24

10/15 汇垠天粤与广田丰、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签署PE基金协议，广

州基金第一支市场化基金进入操作阶段。

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签约仪式，广州新华基金正式成立，

基金规模200亿元。

广州基金与中国人寿签约发起设立200亿城市发展基金，同日与新华

人寿签署设立城市发展基金备忘录。

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如桂一行莅临广州

基金调研。

12/31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与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合力打造的华南首家国资与银行系P2P平台民贷

天下上线。



41/42

广州市副市长欧阳卫民莅临广州基金调研。

3/28

2013

广州基金与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9/29

广州基金与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广州市城投投资有限公司。 
9/30

广州基金党支部正式成立。 10/17

8/09

5/10 广州基金发布广州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基金（第一批）申请指南。

10/22 广州基金与北京朗润天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子基金广州

朗润坤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21

广州基金在第二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上，

与多家合作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新广州新商机”2013年重大项目投资推介会上，

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共同为广州基金成立揭牌。

6/26

广州基金与广州股权交易中心（OTC）、浦发银行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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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基金将继续深化业务布局，力争基金管理规模保持每年30%左右的增长率，在2020年达到2400亿元。坚持“国资主导、服务

国资，市场化、专业化、平台化、规模化”的原则，通过将不同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与不同金融平台有机结合，探索发挥政府资金引

导和资本市场力量相结合的创新驱动新路径，致力于成为广州产业转型升级、基础建设投资、金融融资平台和股权投资等领域的重要

推手，在建设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和实施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完成广州市委、市政府“两个回归”要求，广州基金提出了三个“立足于”： 立足于广州产业转型升级，立足于广州基础设施

投资，立足于做强做大做优广州基金。同时，坚定推行“3·50”计划，用三年时间推动50家广州本土企业上市，实现产融结合、脱虚

向实，做大做强广州金融版图。

为实现打造国内一流的地方政府投资基金的远大目标，广州基金将继续深化“三平台一体系”建设，做强产业转型升级平台、做

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平台、做大国企资源整合平台，做精金融创新服务体系，优化战略布局。同时，探索建立大风控、大投决机制，

压缩集团内部管理层级，积极推动公司治理的“扁平化、阳光化、专业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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