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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 东莞市科技创新暨全面

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工作大会召

开。 会议动员全市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国家创

新型城市。 会上，石排镇与东莞市科技

局签订了创新强镇联动共建协议。 据

悉，一直以来，石排镇紧紧把握实施粤

港澳大湾区战略和建设广深港澳科技

创新走廊的重大机遇，切实把创新驱动

发展作为核心战略，以全面建设东莞市

创新强镇为抓手，全面提升石排科技创

新发展水平，将石排打造成松山湖北科

技创新高地，为东莞市建成国家创新型

城市贡献石排力量。

成绩：科技创新氛围日益浓厚

据了解，截至 2018 年底，石排高新

技术企业达 130家， 新增高企 53 家，同

比增长 68.83%。 该镇还抢抓广深港澳科

技创新走廊建设和松山湖建设珠三角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机遇， 规划 6.33平

方公里自主创新示范区， 打造占地 1 平

方公里、总投资 100 亿元的“科技小镇”，

启动组建专业镇协同创新中心， 成功签

约同济大学孵化器项目， 共建省无线智

能互联设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值得关注的是， 石排镇还成立了镇

委书记挂帅、 镇长负责的创新驱动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出台《石排镇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工作要点》和《石排镇

推动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 自 2017 年起每年安排 1300 万元，

三年共 3900万元的创新资金，大力支持

企业开展自主创新、自创品牌工作。出台

《石排镇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全

面提升外经贸水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自 2017年起每年安排 500 万元，三年共

1500 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促进石排镇

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出台《石排镇关于实

施重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计划 全面

提升产业集约发展水平的意见》 等政策

文件， 在镇级政策基础上， 将投入 2200

万元支持“倍增计划”试点企业发展。 强

化各类资本对创新的引领， 借助 3 亿元

“政商银”风险补偿资金池，助力中小企

业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目标：打造成松山湖北科技创新高地

“建设创新强镇是石排贯彻落实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融入国家创

新型城市建设， 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今

年石排镇政府出台的《石排镇创建东莞

市创新强镇的实施方案》上提出，到 2021

年，石排基本建成协同创新机制，企业技

术创新中主体地位突出， 龙头企业创新

骨干作用显著， 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竞相

迸发， 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支撑能力逐步

提升， 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作用突出的创新型示范镇。

石排力争 2021 年全社会 R&D 经

费投入总额超过 4.5亿元，全镇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达到 200家以上， 规上工业企

业建立研发机构比例达到 40%； 培育规

模以上通信部件企业超过 50 家，工业总

产值超过 100亿元， 占全镇工业总产值

50%以上，力争把通信部件行业打造成百

亿级产业集群。

特别是用足用活省市产学研结合政

策， 加强与松山湖片区内新型研发机构

和科研院所合作， 重点选择华南理工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一批省内外“211 工

程”“985工程”“双一流”高校和重点实验

室作为合作对象， 促进高校院所和科技

型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和重大科技攻

关，构建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并通过“政府主导， 企业实施”，

建设融合产、 研、 商、 住、 金融服务于

一体的“科技小镇”， 引入智慧城市、

移动互联等产业项目， 配套高品质居住

生活设施， 重点入驻科技研发、 高端制

造、 生产服务等优质企业， 逐步形成功

能完善的产业集群， 努力打造产城人融

合创新示范区， 将石排打造成松山湖北

科技创新高地。

石碣：

全力打造高品质滨江特色小镇

2018 年，石碣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新

台阶。全镇实现生产总值 186亿元，同比

增长 8%，首次进入全国百强镇。2019年，

石碣将从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

展等方面着手， 积极探索构建高质量发

展体系，全力打造高品质滨江特色小镇。

今年初， 石碣镇委书记罗晓勤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将紧紧围绕“湾区都市、品

质东莞”蓝图，跳出石碣找定位、谋发展，

全方位打造高品质的城市、产业和生活，

全面提升石碣的区域竞争力和长远竞争

力， 努力让群众在高品质的生活中不断

增强获得感、幸福感。

村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过去一年， 石碣全面启动“美丽石

碣”建设，在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城市吸

引力等方面狠下功夫。 其中，融入“三江

六岸”建设，沿着 18.2 公里的江岸线，做

好水文章；提升电子信息产业品质站位，

引导智能终端制造企业由 4G 走向 5G

发展；建立以孵化器、加速器、电子元器

件监督检测中心和科创中心四位一体的

科技创新体系；设立 4500万元的美丽乡

村建设基金， 撬动 2.1亿元的社会资金，

实施 45个自选项目，打造“一村多公园”

的整体格局；执行一体化管理，着力从城

市精细化、产业发展方向、城市品质提升

等方面下大力气，突出人文特色。

值得关注的是，在“美丽石碣”建设

工作中， 石碣四甲村去年投入 900 万元

建设美丽乡村，通过村庄道路升级、建设

文体设施等， 使得水变清了， 绿化变美

了。 为进一步推进各村小组的环境整治

工作，四甲村计划今年再投入 300 万元，

实施叶屋村小组旧围环境整治工程。

人居环境改善的同时， 村经济发展

焕发出新的生机。目前，以沃而福为首的

一批新兴产业企业， 正为四甲村产业转

型升级注入强劲的动力。 因沃而福的引

入，厂房租金比原来提升了 50%。 总投资

16 亿元的市重大项目鹏龙光电扩建项

目预计今年 10月在四甲村动工建设，项

目建成投产后， 预计年产值可达 40 亿

元。目前，该村还有几个优质的项目正在

洽谈当中。 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

了明显的提升。

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城市环境

对于今年的发展计划， 石碣镇表示

将在“电子名镇” “英雄故里” “供港

蔬菜” 三张城市名片的基础上， 全力打

造高品质滨江特色小镇。 将采取五方面

措施： 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 深化城区

片区合作共建， 积极承接城区中心溢出

效应； 进一步完善城建项目， 把袁崇焕

文化等元素融入城市规划中； 进一步拓

展东江滨水空间， 围绕 10.8公里滨水岸

线， 计划实施南堤滨江亲水栈道工程等

项目； 进一步刷新袁崇焕文旅品牌， 打

造水南唐洪文化旅游示范片区； 进一步

强化生态保护， 打好“水、 空气、 土

壤三大战役”， 整治“散乱污” 企业，

加快截污次支管网等社会公共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

罗晓勤表示， 石碣将在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新格局的大背景下抢抓机遇，厚

植电子信息产业基础， 高起点谋划发展

蓝图，高标准推进产业提质，突出“聚”

“腾”“育”三个重点，打造一个现代化产

业、中高端结构的新石碣。 将加大“聚”的

强度， 发挥电子信息产业名镇的集聚优

势，打造“智能制造业零配件供应链”，补

链强链， 推动石碣产业实现从“传统制

造”到“智能创造”的升级转变。

增强“腾”的力度，为产业发展腾出

空间，通过推动“工业上楼”“协同倍增”，

推进“工改工”和连片改造，鼓励企业往

5G应用领域拓展， 发挥 50 亿海富基金

金融支持力度等，实施系列“组合拳”，科

学规划产业布局， 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

提高“育”的精度，瞄准新兴产业，升

级传统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都市农业，

做大做强一批“大象狮子型”企业，吸引

大批“瞪羚式”企业，引导企业向“专、精、

特、新”方向发展，成为细分行业、针尖市

场的“隐形冠军”和“单打冠军”。

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

员 石碣宣

石排新筹建的科技

企业孵化器、人才公寓、协

同创新中心效果图。

全面启动“美丽石碣”建设，在提升城市品质等方面狠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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