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基地

松山湖：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占比达99.42%

据了解，2011年12月， 松山

湖就被认定为第一批省级外贸

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

电子信息

)。

2019年入选国家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 松山湖电子信息发展势头

持续强劲，总体来看，松山湖基

地电子信息支柱产业优势突出、

产业集聚效应明显、企业平台研

发能力较强，松山湖基地各类电

子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比较

完备。

2018年，松山湖已有电子信

息企业和服务机构约1100家，电

子信息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4010亿元人民币

（下同）

，同比增

长42.2%， 占松山湖园区工业总

产值的95.3%。 电子信息产品进

出口总额为2035.06亿元，占松山

湖进出口总额的89.33%，其中出

口1344.32亿元，占松山湖出口总

额的99.42%。 总量和增量均排东

莞第一。

横沥：模具产业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横沥镇的模具产业更是声

名在外。 据悉，横沥镇2008年获

得了“广东省模具制造专业镇”

称号，2011年获得“中国模具制

造名镇”称号。 目前，横沥镇工商

登记模具企业数 2394 家， 其中

汽车模具企业325家、 电子模具

企业539家、 家电模具企业526

家、玩具模具企业695家、机械装

备企业116家、其他模具企业193

家。全镇规模以上模具企业 106

家。

据介绍， 横沥镇2018年模

具产值150.8亿元， 连续三年保

持两位数增长。 模具企业出口

额逐年提升， 2018 年模具出口

总额31亿元， 占全镇出口总额

27%， 其中汽车模具出口额27亿

元， 模具企业盈利比例连续三

年保持在70%以上。

在谋求模具转型升级方面，

该镇致力于建设专业产销平台、

打造特色产业园区、构建协同创

新体系、 注册模具区域品牌等，

积极为企业外贸转型升级拓宽

渠道。

大朗：

毛织品去年交易额达600亿元

去年，大朗毛织品市场全年交易额达600亿元，

毛织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62.7亿元，其中规模以上

毛织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58.8亿元， 占全镇毛织工

业总产值的36%。 现时大朗镇共有毛织行业总户数

13831家，其中生产加工户数9308家，批发和零售业

户数4400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户数 123家。

厚街：

基地自有家具品牌2000多个

厚街镇集聚内外知名家具企业200多家，其中高

新企业4家，上下游关联企业近1000家，基地里自有

品牌2000多个，获得家具类的名牌名标 26个(

件

)，家

具类专利数量 8000多件。 2018年全省家具商品出口

总额超1300亿元，约75%在厚街完成接单或交易。

长安：规上五金模具企业231家

目前， 长安镇共有机械五金模具生产企业6900

多家，其中，规上五金模具企业231家，五金机械模

具产值为300亿元， 其中外贸出口总额为90亿元，占

2018年全镇模具产值的30%。 2018年全镇五金模具

外贸出口总额较2015年增长1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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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增至3个

松山湖、横沥镇两基地入选

□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记者日前从东莞市商务

局获悉， 在商务部2019年新

认定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名单中， 东莞松山湖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

（电子信息）

和横沥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

（模具）

榜上有名。

至此， 东莞共有5个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 其中国家

级基地3个， 省级基地2个。

根据商务部2019年新认

定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名

单公布结果， 广东省、 江苏

省并列第一， 均有5个基地入

选。 本次全省共推荐上报14

个基地， 其中5个基地入选

(

东莞

2

个 ， 梅州

1

个 ， 佛山

1

个 ， 中山

1

个

)。 东莞市推荐

的松山湖电子信息、 横沥镇

模具两个基地成功获批国家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同时，

还有2个省级基地， 分别是厚

街家具基地和长安五金模具

基地。

东莞市商务局表示， 外

贸基地的成长对东莞外贸发

展、 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科技

创新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成

为全市外贸发展的新核心动

力之一。 而本次国家外贸转

型升级基地的认定， 是培育

技术、 标准、 品牌、 质量、

服务等竞争新优势的有效途

径， 是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

变的重要举措。

接下来， 市商务局将指

导各外贸转型基地用好用足

国家激励政策措施， 进一步

提高基地企业在新兴市场的

占有份额。 同时， 依托已有

的、 产业优势明显、 发展潜

力大的产业集聚区， 优化整

合基地企业， 不断提升集聚

区辐射能力， 推动东莞市各

转型升级基地抱团发展。

梁维东会见汤加王国副首相塞密西·西卡一行

日前， 汤加王国副首相塞密西·西

卡率代表团访问东莞。 东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梁维东会见了代表

团一行， 双方就进一步增进友好关系，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展开热情交流。

梁维东对塞密西·西卡一行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 并介绍了东莞的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梁维东表示， 东莞将坚持以中汤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为指引， 进一

步拓展和深化与汤加在各领域的交流

合作， 充分利用东莞与汤加哈派地区

建立友好关系契机， 积极推动两地各

界友好交流合作， 不断夯实和丰富双

方友好合作内涵。

今年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旅游

年”。梁维东表示，借此机会将进一步深

化两地在旅游领域的务实合作，进一步

帮助汤加提升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并

让更多东莞人了解汤加，到汤加旅游观

光。 通过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增进友

好关系，实现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地

人民。

塞密西·西卡感谢东莞的盛情款

待。 他表示，汤加和中国长期以来保持

着良好关系， 双方的交流日益密切，并

在多个领域进行交流合作，提升了汤加

的旅游形象和人民生活质量。希望进一

步密切与东莞的交流，深化在各个领域

的合作， 推动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成

果。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莞宣

松山湖电子信息产业优势显著。 资料图片

荨横沥模

具产业协同创

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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