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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重大产业项目动工仪式举行

投资22亿的OPPO长安研发中心同时落地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长安宣

7 月 10 日，东莞市重大产业项目动

工仪式暨 OPPO 长安研发中心动工仪

式在长安举行。 此次活动标志着 OPPO

长安研发总部正式落地。 据悉，该项目

计划总投资 22 亿元， 主要从事智能手

机及周边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检测。 项目

建成后， 将对东莞和长安加强科技创

新、促进智能手机产业发展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OPPO研发人才将齐聚长安

据悉，OPPO 长安研发中心项目计

划总投资 22 亿元，总占地面积约 8.3 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46 万平方米，主

要从事智能手机及周边产品的研发设

计和检测。 项目建成后，将对东莞和长

安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智能手机产业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将成为长安

镇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相结合的典范，

推动该镇产业和城市向更高层次迈进。

OPPO 公司行政总裁朱高领表示，

建筑方案设计委托了世界顶尖的办公

商业综合体设计事务所———美国的

KPF 事务所开展，并由数十个专业顾问

单位合力完成整个设计。 项目的业态包

括办公塔楼、人才发展中心、研发中心、

移动互联网研究中心、 测试中心等。

OPPO 长安研发中心由 10 栋全玻璃幕

墙塔楼组成，其中地标性的办公塔楼总

高 249.5 米。 项目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

后，将承担起 OPPO 技术发展的战略角

色，主要负责 OPPO 多智能终端的研发

设计以及测试等工作，推动 OPPO 总体

研发战略与目标的有效落实。

OPPO 长安研发中心项目建成后，

将能容纳万余人在此办公， 解决困扰

OPPO 已久的科研办公场所不足的难

题。 届时，分布于各地的 OPPO 研发人

才将齐聚长安，长安镇智能手机产业研

发人才将进一步聚集，产业竞争力进一

步提升。

长安高新技术企业近 500家

今年 1~5 月，长安镇实现规模以上

高技术制造业产值 653.8 亿元， 同比增

长 10.5%， 全镇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近

500 家。 当前，长安镇正以建设“湾区智

造之都、魅力品质长安”为目标，紧紧抓

住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强科技创

新，加快推动制造业向网络化、数字化、

智能化方向升级发展，并扎实做好以服

务步步高为重点的各项帮扶工作；全力

抓好环境综合治理，积极完善各项基础

设施，大力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努力实

现城市和产业融合发展。

据悉，长安希望 OPPO 公司依托自

身先进的技术，以及长安镇良好的产业

基础和环境，扎根长安，创新发展，大力

引进高新技术人才， 积极开展新技术、

新产品研发，切实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不断做大做强。 长安也将全力做好

各项服务工作，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各种

发展难题。

东莞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57个

为加快重大项目建设，从今年起东

莞市开展了“解难题、促开工”攻坚活

动，每季度集中开工一批重大项目。 目

前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共有 57 个，总

投资 925 亿元，有效拉动全市 1~5 月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14%，为近 5 年来同期

增速最快，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东莞市相关领导表示，长安镇作为

东莞的经济重镇， 坚持以制造业为根

本，大力推动发展智能制造。 步步高集

团作为长安镇年产值最大、纳税最多的

龙头企业， 一直注重科技研发。 OPPO

长安研发中心正式动工建设，将进一步

助推长安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新组

建的市投资促进局经过几个月的运转，

已在项目招商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效。 在“湾区都市、品质东莞”投资促

进交流会上，实现签约优质重特大项目

27 个，涉及协议投资额 328 亿元，为全

市产业结构升级、社会经济发展积极赋

能。

该领导表示，当前，东莞正面临大

湾区的重大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湾区都市、品

质东莞”。 各部门、各镇街

（园区）

要把重

大项目建设和储备作为当前工作的重

中之重， 全程做好对项目的主动服务、

上门服务、跟踪服务，及时帮助协调解

决存在的问题，做到快上马、快动工、快

推进，力争早竣工、早运营、早见效，努

力把东莞打造成为大湾区中项目落地

效率最高、营商环境最优的城市之一。

东莞举行供应链创新暨“一带一路”商贸推介会

7月10日~11日， 东莞市供应链创新

暨“一带一路”商贸推介会论坛举行，白

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

斯斯坦等国商贸代表团到访参加； 东莞

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冠梓，东莞市商务局

局长蔡康， 东莞市供应链创新战略联盟

代表，东莞市企业代表等约120人出席。

拓宽东莞国际贸易渠道

据悉，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和东莞市委市政府全面建设“湾区

都市、品质东莞”的号召，在商贸推介会

上，介绍了东莞市进出口贸易政策及商

贸投资环境；推介了格鲁吉亚、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投

资商贸政策和经贸项目；围绕中欧班列

运行线路，拓宽东莞国际进出口贸易业

务渠道，为东莞市拓展东欧及中亚市场

寻求商机。

会上，张冠梓向嘉宾介绍了东莞市

进出口贸易政策及商贸投资环境。 他表

示，东莞外贸总量超过1.3万亿元，城市

综合竞争力位居中国前三，是中国供应

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和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海陆交通便利，中欧班

列纵贯各相关国家。 同时，独联体及相

关国家在原材料、食品等方面拥有丰富

资源， 而东莞拥有17万家工业企业，其

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1万家， 制造

和贸易能力较强，双方可以通过有效合

作，实现产业链的优势互补。

蔡康在推介会上表示，去年东莞进

出口总额约2000亿美元，是中国综合竞

争力排名第3位的外贸大市。 2013年以

来，东莞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探

索出一条通往中亚、欧洲，开放便捷的

“大通道”。 石龙中欧班列的正式开通，

大大缩短了东莞与独联体国家货物互

通往来的时空距离。 现在是各国与东莞

做生意的最好时机，东莞可以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及企业提供进入中国消

费市场、寻找中国投资合作伙伴、采购

东莞优质产品等重要商机。

广东-独联体合作成果丰硕

推介会期间，还邀请各国贸易代表

走访东莞企业。会后，广东-独联体国际

科技合作联盟将持续推进商贸合作服

务框架协议、协助企业与外方进行对接

工作等。

据介绍， 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

作联盟作为广东省唯一一家提供专业

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服务的组织，致力于

促进国际技术转移与高层次人才引进

工作，实现国际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广

东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 十年来，联盟

多次承办独联体科技成果展、独联体高

新技术项目推介会及独联体国际经贸

教育领域对接会，累计组织邀请专家超

过200人次。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格鲁

吉亚第一个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 自

2018年初起， 格鲁吉亚对96.5%的产品

实施零关税，覆盖了该国自中国进口总

额的99.6%。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更利

了中国与格鲁吉亚开展红酒、矿物质水

及乳制品等优质产品的贸易往来。

白俄罗斯是目前欧洲地区唯一一

个可以直接出口牛肉和鸡肉制品到中

国的国家，2018年白俄罗斯向中国出口

总价值为1.17亿美元的牛肉、鸡肉、奶制

品和淀粉。 哈萨克斯坦谷物及牛羊肉制

品品质高，受消费者欢迎。 吉尔吉斯斯

坦在金属、铜、汞等产品出口基础上，原

皮、棉花等产品的出口日益增加。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OPPO

长安研发中心正式动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