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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上文“东莞制造十年复盘：从‘世界

工厂’到‘先进智造之都’”以相关企业

发展为案例， 盘点了东莞制造业 10 年

的转型发展历程，东莞制造业在技术含

量、 制造能级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工厂还嫁接上服务、营销、品牌，

在自主技术、 自主品牌打造上逐渐成

功。东莞在 2021 年突破一万亿 GDP，制

造业“当属首功”。

倾听业界心声， 总结成就与不足，

才能行深致远。 信息时报记者通过走访

相关企业、业内人士，了解他们在各自

领域观察到的关于东莞的机会以及挑

战，分享心声，为东莞以及东莞制造业

下一个 10 年建言献策。

“红海”里要有“绝活”

“硅胶行业现在是红海， 可以这样

说，我公司有的产品的出厂价比某些产

品的市场价还要高。 ”东莞市英尚硅胶

制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甘雨生表示，

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在磨具和产品品质

方面。“做硅胶产品前，我做了 10 几年

磨具， 硅胶制品首先面临的就是开模；

同时，我们的产品异味极小而且是安全

的。 ”

在硅胶行业“炼就”的过硬品质，使

甘雨生及其团队拿下了伦敦奥运会的

相关纪念品订单。 今年，北京冬奥吉祥

物“冰墩墩”的生产，英尚硅胶又参与其

中。

谈到对东莞制造业近 10 年的感

受，甘雨生表示，10 年来，东莞营商环境

持续向好向优。“体会最深的有两点：信

贷政策的转变，使中小微企业贷款变得

越来越容易，成本也越来越低；政府商

务部门对企业转型升级进行指导，助推

我们开发了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产

品，这一块的利润明显提升。 ”

链条完整方能抵御风险

虎门聚集服装生产企业 2300 多

家，面料、辅料、绣花、印染等配套生产

企业，以及服装职业教育、设计、咨询等

配套服务企业和机构 1000 多家， 形成

了 40 多个专业市场， 拥有各类服饰品

牌达 50000 个。

虎门电商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产

业发展倒逼产业链条进行专业细分，打

样、裁片、缝制、纽扣等各个工序或环节

明显趋于专业化生产。“客户今天下订

单，我们明天就可以交货。 ”如此细分、

如此效率的市场， 整体抗风险能力更

强。

扎根大朗 25 年的升丽针织， 企业

总部存有 4000 多款经典款型， 犹如服

装发展的历史“博物馆”。 制造业沉淀到

一定阶段，可作为的空间越大。 升丽针

织经理林庆兵表示， 制造业必须要有

“大脑”，负责思考、研判未来趋势，帮客

户解决问题。

大朗毛织产业链发展至今，产业链

已经非常完备。 从一条毛到一件衫，整

个生产过程完全能满足任何客户的订

单需求，而且品质能得到保障。

增强危机意识学习新知识

尚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东莞最早一批从事跨境电商

的企业。 该企业负责人程天乐介绍，公

司成立之初，正赶上东莞企业转型升级

这段“红利期”，跨境电商迎来了爆发式

增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机构加入，跨

境电商的“技术红利期”结束，在 2015

年， 公司在经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一

方面打造跨境服务模块，构建一站式跨

境服务；同时，公司开始运作自己的品

牌。

跟制造业打交道多，程天乐对东莞

制造业有更为深入的体会。 程天乐说，

一方面， 东莞的制造企业非常务实勤

奋，同时，东莞制造对品质质量管控的

要求更为严格。 第二，对外依存高，加之

经历过金融危机，东莞制造业整体的危

机意识更强，对于生产、成本、环保等控

制更为谨慎，对于下单客户来说，这些

宝贵品质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合作基

础。

对于 10 年来东莞产业经历的快速

发展。 程天乐表示，感触最深的就是东

莞企业学习能力很强， 对业内新知识、

新技术接受很快。 仔细观察会发现，现

在很多工厂都用上了数字化的管理系

统，对自动化机械及生产流程进行更为

科学的管控。 甚至，有企业采用了人工

智能去做市场需求判断，以便更合理安

排企业的生产。

须将拓空间提升至空前力度

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

心研究员徐林生看来，东莞制造业下一

个 10 年的发展前景， 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东莞市正大力实施的拓展产业空间

的成效，以及东莞市助力实体企业降成

本、增效益的力度。

“我在东莞工作 37 年了，属于‘老

莞人’。 ”徐林生表示，之所以对东莞拓

展产业空间有自己的体会，是因为自己

曾长期在东莞相关园区工作。

近年来， 东莞大力拓展产业空间，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承接深圳外溢产

业。 徐林生建议，必须将拓展产业空间

提升至“空前力度”，主动作为，提高协

调效率，争取有利“市场窗口”，引进更

多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质企业，留住

有外迁打算的龙头企业。

徐林生表示，还可用优惠政策引导

国有资本以控股或参股的方式，参与部

分重大“工改工”项目投资、建设，提升

园区整体形象，规范运营管理，稳定租

金增长预期，吸引成长性良好、符合地

方产业导向的优质企业入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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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书香莲城” 桥头

镇 2022 年新书首发暨东莞市

文化精品《烽火坪石》《邓盛

仪：家国情怀赤子心》创作研

讨分享交流会在东莞市展览

馆举行。

长篇历史散文《烽火坪

石》 和长篇纪实文学《邓盛

仪：家国情怀赤子心》，是东

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扶持

的委托项目， 由东莞市委宣

传部以“指定选题、 公开征

集”的方式遴选而出。 为打造

好两大文化精品， 桥头镇委

镇政府高度重视， 组织桥头

镇文化服务中心聚焦“坪石”

精神，坚持精品意识，着力挖

掘包括桥头镇邓屋村在内的

华南教育历史文化资源，弘

扬东莞先贤文化， 进一步提

升文艺创作质量和水平，发

挥文艺精品的示范和带动作

用。 5 月，这两部著作分别由

省级出版社———中山大学出

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

版。

活动现场， 与会专家就

两部著作展开研讨交流。 作

品用文学的方式讲述了东莞

先贤故事，展示了艰苦卓绝的

战争环境中东莞学人为国家

民族传承文化薪火的努力，进

一步丰富了东莞名人阵营和

华南教育历史资料，提升了东

莞历史人文内涵，为东莞推进

“品质文化之都” 建设增添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东莞通过完善制

度建设、开展精品创作、培育

文艺人才等举措大力推动文

艺精品创作生产，先后促进一

批文学精品创作并斩获重要

奖项。

接下来， 东莞还将立足

“双万”城市新起点，做好名家

名师引育、 名篇名作创作、名

品名团打造等工作，用好东莞

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以文

艺创作的形式挖掘和彰显东

莞历史文化、 红色文化、 改

革开放文化、 潮流文化、 体

育文化、 莞邑文化、 生态文

化等“七大文化”， 擦亮“近

代史开篇地” “科创新城”

“潮流东莞” “篮球城市” 等

“四张城市文化名片”， 助推

东莞文化强市建设。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业界简评东莞制造十年：

危机意识，是制造业的宝贵品质

《烽火坪石》《邓盛仪：家国情怀赤子心》新书首发

叙述东莞先贤的不凡事迹

由东莞知名作家莫华杰、莫寒担纲创作。

作品还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史事， 文中

人物邓盛仪，字典初，是东莞市桥头镇邓屋村

人，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土木工程系，是著

名土壤学先驱邓植仪弟弟，中科院院士、著名

激光专家邓锡铭的父亲。 主创人员通过邓盛

仪家人的回忆，以及历史档案查找收集，用文

学的笔调讲述邓盛仪的感人事迹， 力求全面

准确地还原一个鲜为人知的东莞乡贤的形

象。 文中全面展现了邓盛仪各个历史时期为

国家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充分体现了他坚定

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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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历史散文《烽火坪石》

由东莞知名作家詹文格、周

齐林、刘帆担纲创作。 作品用非

虚构叙述方式，聚焦艰苦卓绝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大学一批东

莞籍教授在韶关坪石烽火岁月

中的教学经历，用独特视角梳理

和叙述他们的精神脉络， 为国

家、民族和社会留存天地浩然之

气与文化命脉。 为躲避战火，中

山大学师生迁徙流离，经历了艰

难困苦的不平凡岁月。 该作品用

历史的观感和人文的追叙，客观

还原了在东莞独特地缘背景下，

东莞籍“坪石先生”坚持学术、热

爱祖国、热爱教育、热爱人民的

历史面貌和历史事迹。

长篇纪实文学《邓盛仪：家国情怀赤子心》

《烽火坪石》《邓盛仪：家国情怀赤子心》两本新书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