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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山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比54.7%

综合实力全国乡镇中排名第38

□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蒋兵华 赖浩然 李智勇

记者日前从大岭山镇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上获悉， 去年，

大岭山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

步伐，实现区生产总值 284.4 亿元，同比

增长 6.8%；高企总量增至 222 家，先进

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提高至 54.7%。 综合

实力在全国乡镇中排名提升至第 38。

高企总量增至 222家

据了解，去年大岭山镇新引进大族

科技研发等超亿元项目 12 宗， 协议投

资总额 155.5 亿元。 3 个续建市重大项

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113.8%，高企总量

增至 222 家，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提

高至 54.7%， 工业投资和技改投资分别

增长 66.9%和 99.6%、排名全市第 7 和第

5。 分别投入 1000 万元和 300 万元支持

设立莞企转贷专项扶持资金和中小微

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17 家倍增试点

企业完成年度倍增目标。

在城市片区“加速”融合方面，加快

临松山湖 9 条村

（社区 ）

美丽村居整治

和环境提升，启动“松山湖实验小学—

大岭山镇第三小学”办学联盟，实现园

镇公交一体化运营。 政务服务中心有

1123 个事项实现“一门式”办理。 图书

馆、市民花园建成开放，全镇水环境质

量同比改善 31.26%，空气中 PM2.5 年平

均浓度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精心打响

“一红二源三香”文化品牌，启动东纵红

色文旅小镇项目概念策划。

在民生方面，2019 年投入约 4.5 亿

元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岭山医院转型

为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大岭山镇强化底

线民生保障、就业帮扶和保障，加大脱

贫攻坚工作力度，对口帮扶省定贫困村

共 2452 人已全部脱贫， 云南昭通威信

县已顺利摘帽 。 大岭山镇被评为省

2016~2018 年脱贫攻坚工作突出贡献集

体。 8 个公安单项工作在全市排名第 1，

被评为国家防邪示范镇、省“民主法治

村

（社区）

”创建单位。

下半年做好八个方面工作

今年以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突

袭，大岭山细划网格、精准排查、闭环管

控，有效阻断疫情蔓延。 同时全力打好

惠企扶企撑企“组合拳”，严格落实各项

惠企措施，多举措为企业“减负降压”，

出资 9889 万元支持设立市镇保企业促

复苏稳增长专项资金，稳步推进复工复

产、复业复市、复学复课等工作，经济社

会发展秩序加快恢复，4 个优质项目、8

个重大项目先后集中动工、签约。

会议指出，接下来将以战时状态狠

抓“六稳”“六保”，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全力以赴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

务。 重点从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

全面提速产业体系升级、办好每件民

生实事、加大社会治理力度、加大环

境污染治理力度、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八个方

面做好下半年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加

快建设湾区制造业名镇、宜居魅力大岭

山。

授信超18亿元

沙田“硬核”举措为企业送“真金白银”

近日，沙田举行金融政策宣讲会暨

银企融资授信签约仪式， 为企业送政

策、解决融资难题，实现政银企三方互

利共赢，推动沙田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

展。 记者获悉，疫情以来，沙田共促成

213 家企业获得新增授信额度 18.08 亿

元。

8家企业进行金融授信签约

6 月 18 日，沙田举行金融政策宣讲

会暨银企融资授信签约仪式。 仪式上，

沙田介绍了推进企业融资工作情况。 据

了解，1~4 月份，沙田各项金融指标平稳

增长，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同比增

长 12%，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0.4%；加快

推动惠企扶企政策落地， 目前 67 家企

业向市经济指挥部申报 78 个帮扶事

项；扶企亲商专项行动共收集整理归纳

企业行政审批、用地、融资等诉求 1227

个，全面摸清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当天，现场举行了金融授信签约仪

式，农商行、东莞银行等 8 家银行分别

与巨正源、建宇建材等 8 家企业进行金

融授信签约，金融授信额度达到 8.42 亿

元。 随后，举办了金融政策宣讲会，市

金融局宣讲金融政策、镇工信局解读贴

息补助政策、6 个银行代表介绍相关金

融产品信息。 期间，11 个银行金融机构

还在签约仪式现场设立咨询服务台，与

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进行有效对接。

213家企业获新增授信额度18.08亿

据介绍，沙田通过“线上”打造扶企

亲商交互平台、微信推广宣传，以及“线

下” 开展多场政策宣讲及银企对接会、

梳理派发沙田版“惠企大礼包”等多种

方式，打通惠企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百

米”。

疫情发生来，沙田共促成 213 家企

业获得新增授信额度 18.08 亿元， 实现

贷款 8.69 亿元， 获得延期还贷 8173 万

元。 今年 2~6 月份，共计减免企事业单

位社保费 1.74 多亿元。 今年一季度，沙

田 GDP 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全市双

第一，全镇经济运行持续平稳回暖。

今年 3 月初，沙田就曾召开重点企

业、重大项目融资对接会，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强化金融服务保障，邀请市金

融局、银行等宣传解读惠企政策，促成

重点企业、 重大项目新增授信 11.22 亿

元，新增发放贷款 2.4 亿元。 同时，沙田

全力争取市 50 亿保企业、 稳增长专项

资金扶持，着力为企业“输血供氧”。 其

中，沙田出资 7434 万元、设立 500 万元

贷款贴息专项资金等，帮助企业争取更

优惠的中长期融资支持。

针对企业融资诉求，沙田迅速梳理

适用政策，加强与银行、担保机构沟通

对接，推动 134 家企业与银行达成融资

意向。 今年以来，通过沙田政银企三方

的协同联动、共同努力，共促成 213 家

企业获得新增授信额度 18.08 亿元。 同

时，今年 2~6 月份，沙田对 5600 多家企

业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就

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等三项社会保险费 1.74 多

亿元， 还为全镇 2200 多家企业办理了

稳岗失业金返还，涉及到资金有 205 多

万元， 为全镇 50 多家企业办理企业新

招录员工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有 76 万

元等。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沙田宣

计划完成2000亩土地统筹任务

黄江争取两年内拆除1000亩旧厂房

记者日前从黄江镇第十七届人大

九次会上获悉，黄江将高规格做好全镇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通过至少完成2000

亩土地统筹任务，争取两年内拆除1000

亩旧厂房，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新引进外资和创新驱动成绩显著

2019年黄江地区生产总值达216亿

元，其中，新引进外资和创新驱动成绩

显著。 黄江去年全年新引进外资项目18

宗，合同利用外资4445万美元；引进300

万元以上内资项目272宗， 协议投资总

额46.56亿元，同比增加53.1%。规上工业

企业自建研发机构新增57家，覆盖率达

32%。 全年黄江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7家，同比增长12%；高技术制造业和先

进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到

44.8%和63.2%，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重点引进12个优质产业项目

会议指出，接下来，黄江将全面对

接大湾区先进生产力，扩大内需市场和

培育产业新动能，进一步丰富城市品质

内涵，着力打造高品质现代化城市。

黄江明确将聚焦高端优质企业，重

点引进12个集约型、高效益和高产能的

优质产业项目。 特别是推动工业领头羊

企业增资扩产，努力动员安世半导体再

增资15亿美元，争取实现产值、税收“再

翻番”， 推动领胜集团80万平方米厂房

与总部回迁黄江等。 力争新培育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30家，推动20家企业设立研

发机构，争取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

盖率超过35%。

在空间拓展方面，将高规格做好全

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至少完成2000亩

土地统筹任务，争取两年内拆除1000亩

旧厂房。 此外，全力支持轨道交通1号线

沿线征收工作，全面铺开轨道站点TOD

综合开发规划， 加快8个TOD站点综合

规划和建设。

为进一步丰富城市品质内涵，还将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投资1.5亿元完

成5个门户节点提升工程； 按时保质完

成乡村振兴18项工程任务，打造田美社

区党建文化和梅塘社区红色文化两大

特色精品项目，完成板湖村、田心村特

色精品示范村创建任务。 同时，全面铺

开乡村运动场建设，争取在国庆节前建

成第一批亮点工程项目并投入使用；加

快推进黄京坑东方时尚汽车文化小镇

项目，推动黄江文化体育综合楼项目建

设， 并投入9800万元打造“一村一公

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黄江宣

银企融资授信签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