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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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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东莞商务局获悉，

为做好东莞商务发展“十四五”规划

研究，加快推进“湾区都市、品质东

莞”建设，进一步推动全市开放型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东莞市商务局日前发出通告，拟

面向全国征集智库合作机构。

据了解， 东莞市商务局此次征

集的智库合作机构主要面向各经济

类研究院、高等院校、咨询服务机构

等。 主要内容是开展东莞商务发展

“十四五”规划研究，拟定全市商务

发展“十四五”规划。

根据通告， 拟报名的智库必需

要具有合法有效的运营证照， 遵守

法律法规。 同时还要具有较强的专

业团队和理论实践研究水平， 熟悉

东莞商务发展情况， 截止报名时间

为 8 月 31 日。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日前， 东莞市名校研究生联合培养校企

需求对接会在电子科技大学广东电子信息工

程研究院举行。 活动旨在为高校和企业间搭

建交流合作的桥梁， 实现企业与高校导师的

精准对接，当天吸引了近 50 家东莞企业代表

参加。

对接会上， 分别就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

养东莞基地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 电子科技

大学“东莞专项”、华中科技大学非全日制研

究生项目、 南华大学全日制研究生联合培养

项目等进行了项目推介和说明， 并邀请了导

师代表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们分别介绍了各自

的科研方向，现场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

目前， 东莞市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

过 1 万家。 根据相关标准，企业分成“倍增计

划”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以上企业等，面

对日新月异的市场变化， 这些企业特别是注

重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十分

大。 东莞一直在尝试破解产业转型升级过程

中的人才瓶颈问题， 面对自身高校科研机构

匮乏的短板，“人才引进”成为主要途径。

为了将高校研究生的实践需求与广大东

莞企业的科研创新需求“无缝对接”，东莞鼓

励研发实力较强、研究课题充足、经营状况良

好并能够长期作为研究生培养基地的大中型

科技企业、 新型研发机构建立研究生联合培

养

（ 实践）

工作站。 目前已制定了《东莞市研究

生联合培养

（ 实践）

工作站实施管理办法》

（ 以

下简称《 办法》）

。 根据《办法》，经认定的东莞

市研究生联合培养

（ 实践）

工作站，市财政拟

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的资助。

截止 2019 年 7 月， 研究生中心到莞培育

（ 实践）

研究生共计人数 1127 人，其中在读博

士 211 人，在读硕士 916 人，来自北京大学、中

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全国各地 88 所高校，

为东莞中子科学中心、 广东高臻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东莞

美壹磁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在内近 200 家企业、

新型研发机构提供了人才支持。 根据近期一

次对已完成实践签离并就业的 128 名研究生

调查统计显示，其中留莞就业的有 57 人，联合

培养的研究生留莞率 44.5%。

东莞市科技局副局长黄天梁表示， 为深

化东莞产教融合、 建立新型的政产学研协同

培养研究生平台， 为东莞市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提供人才支撑，研究生中心加强省市联动，

着眼大湾区建设发展，推动莞港澳合作，东莞

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 全面深入开展研究生

联合培养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市委书记梁维东到市司法局调研时要求：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司法行政铁军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莞宣

日前， 东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梁维东到市司法局调研东莞市新

时代司法行政工作， 推动省委十二届七

次全会和市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精神落地

落实， 强调要主动作为， 打造一支高素

质的司法行政铁军， 更好地服务“湾区

都市、 品质东莞” 建设。

梁维东一行实地考察了市司法局社

区矫正中心， 听取信息化建设情况介

绍。 今年以来， 市司法局大力推进“智

慧矫正” 全省试点， 全市电子定位监控

率 100%， 位列全省首位。 在社区矫正工

作中， 没有发生脱管、 漏管情况， 也没

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群体性事件和重

大刑事案件。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梁维东听

取了该局工作情况汇报。 据介绍， 新一

轮机构改革挂牌以来， 市司法局、 市委

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旗帜鲜明讲

政治、 抓党建， 大力开展司法行政工作，

有序开展政府立法立规， 不断提升依法

决策水平， 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深

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 多项工作在全省走在前列。

梁维东肯定了机构改革以来市司法

局开展的各项工作。 他指出， 东莞正在

举全市之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抢

抓战略机遇期和发展窗口期， 建设“湾

区都市、 品质东莞”， 对司法行政工作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要理清使命和责

任， 努力把东莞建设成为全省最安全稳

定、 最公平正义、 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

之一。

梁维东还强调， 要深入推进法治国

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

要抓好班子、 带好队伍， 形成合力， 打

造一支高质量的司法行政铁军， 积极参

与广东省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 把东莞

法治建设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更好地服

务“湾区都市、 品质东莞” 建设。

市商务局征集智库机构

开展“十四五”规划研究

市名校研究生联合培养

校企需求对接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