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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紧紧围绕“湾区都市、
品质东莞”的战略部署和价值追求，东莞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出逆势而进、
逆势更优的良好态势。东莞经济
实现精准发力、逆势更优？即日起，本报推出“‘经’益求精——回顾 2019 东莞经济发展”系列报道，从招商引资、工业运行、金
编者按： 如何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融活水、
外贸优化、
区域合作等角度，
系统盘点回顾东莞经济这一年。敬请垂注！

全市强化招商统筹，
去年交出一份亮丽成绩单

为投资
“松绑”产业巨头加速会师东莞
全年引进内外资项目 4093 宗，协议（合同）投资 2930 亿元，增
长 9.6%；实际投资 1197 亿元，增长 28.9%。单个项目平均规模增长
39.6%。成功引进 120 亿元的创智汇、60 亿元的华勤等一批优质产
业项目，推动 621 亿元的紫光芯云产业城、
200 亿元的京东智谷、
170
亿元的新能源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日前召开的市委十四届十
次全会上披露的上述数据让人倍感兴奋。
招商引资，是一个城市经济建设的生命线。得益于强化全市招
商统筹、为投资
“松绑”
等系列举措，去年东莞的招商引资工作交出
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京东、紫光、欧菲光、正中、嘉里、新鸿基、恒基
兆业、华润、保利等一个又一个国内外产业巨头携重大项目，正在加
速会师东莞。
本报记者 曹丽娟/文

巨头进驻 东莞成投资热土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东莞在招商
以及重大项目引进及落地方面的好消
息接连不断：
2019 年 2 月，东莞举行了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首批重点项目集中动
工大会暨轨道交通 1 号线项目全线动
工仪式。首批集中开工的 27 个重点
项目总投资 534 亿元。3 月，东莞举行
“湾区都市、品质东莞”投资促进交流
会，现场共有 27 个项目签约，其中先
进制造业项目 24 个，涉及协议投资额
达 328 亿元。
2019 年 6 月，东莞市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第二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暨中子科学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项
目动工仪式举行，设计项目 30 个，总
投资约 391 亿元，包括京东智谷、OPPO 长安研发中心项目等。
2019 年 10 月，东莞国际商务区
启动全球招商，华润集团、嘉里集团、
新鸿基集团、恒基（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等 10 家知名企业签署意向进驻协
议，意向投资额达 410 亿元。
2019 年 11 月，在北京举行的“湾
区都市、品质东莞”价值投资分享交流

会上，东莞现场签约 12 个项目，涉及
意向总投资额 1169.5 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仅去年的四批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东莞就开工建
设了 136 个项目，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达 2521 亿元。巨头接踵而来，背后蕴
含着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热土
强劲的发展潜力。众多产业巨头被东
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前景所吸
引，纷纷加码在东莞投资。
去年 9 月 12 日，正中集团成功竞
得滨海湾一块面积超 22 万平方米的
地块，总投资达 83 亿元。正中集团助
理总裁刘广建介绍，东莞吸引正中集
团的除了地理位置和综合经济实力，
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
“ 近年来，东莞
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崛起，重大项目、龙
头企业迅猛集聚，为东莞产业成功升
级、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刘广建说。

筑巢引凤 拓展产业空间
栽得梧桐树，引来凤凰栖。大项
目的纷纷进驻，离不开招商部门的努
力。去年，为构建全市“一盘棋”的招
商新格局，东莞成立了东莞市投资促
进局，强化全市招商统筹。为推进高

质量招商引资工作，东莞先后高规格
举办了“湾区都市、品质东莞”产业招
商会议及投资促进交流会、莞港现代
服务业对接交流会、东莞国际商务区
招商交流会、2019 粤欧投资合作交
流会等大型活动，并组织召开了 10
多场招商宣传推介，向内地知名企业
及香港各界人士积极宣传推介东莞
投资环境。
此外，东莞还强化招商资源统筹，
积 极“ 筑 巢 引 凤 ”，拓 展 招 商 载 体 空
间。去年以来，围绕“拓空间”的总体
部署，以市镇联合招商基地为抓手，千
方百计统筹盘活出一批“熟地”，进一
步拓展招商载体空间，先后认定了望
牛墩镇、道滘镇、沙田镇等 10 个市镇
联合招商基地，总面积共 3400 多亩。
经认定的“市镇联合招商基地”可享受
扶持政策，重点承接市招商引资重特
大项目。
而国际商务区，是东莞为提升投
资吸引力而筑的又一个“巢”。去年
12 月 16 日，作为东莞国际商务区唯
一城中村，水涧头村正式启动拆迁，
东莞国际商务区的建设迈出实质性
步伐。从 2009 年启动规划研究，到
2019 年完成规划方案，东莞国际商
务区历经整整十年，去年正式全面推
向市场。
为了建好东 莞 国际商务区这个
“巢”，东莞先后制定了《东莞国际商务
区招商项目准入管理办法》
《东莞国际
商务区招商引资奖励暂行办法》。招
商局集团、保利、华润等知名企业，嘉
里集团、新鸿基、恒基兆业等巨头成为
首批入驻企业，
意向总投资 410 亿元。
大湾区外商投资有限公司将在东
莞国际商务区建设香港中心，将打造
为香港服务业在东莞聚集基地。该公
司是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下属企
业，该会会长连汉森告诉记者，按照规
划，该基地计划投资 40 亿元，将建设 3

■2019 年 11 月 11 日，东莞市委、市政府在北京隆重举行“湾区都市、品质东莞”价值投资分享交流会

栋现代化大厦，将成为香港人才在大
湾区的一站式大本营。

制度建设 为投资
“松绑”
开办企业时间被压缩至 3 个工作
日以内，简化版香港公证文书在莞港
两地正式启用，港资企业在莞投资更
加便利……一系列举措的推出，让投
资东莞更便利。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
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
市政商关系排行榜”，东莞连续 2 年蝉
联全国第一。
对此，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
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因为近年来积
极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加了东莞
营商环境对大企业的吸引力。
“大企业
对营商环境更敏感，他们愿意来东莞，
证明东莞的营商环境真的很不错。”白

明说。
紫光集团去年在莞投资的项目堪
称“巨无霸”，总投资达 621 亿元。紫
光集团执行董事、联席总裁王慧轩表
示，紫光集团在东莞建设紫光芯云产
业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东莞的
营商环境。一方面，东莞营商环境中
法治化氛围浓厚；另一方面，东莞市
委、市政府对于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前瞻性考虑打动了紫光集团。
此外，为构建招商新格局，东莞制
定出台了《东莞市招商引资产业项目
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功能区统筹招商
引资的实施方案（试行）》等，进一步建
立健全招商政策，打造全链条项目协
调落地机制，通过完善招商政策体系，
进一步夯实招商基础。
去年，东莞市投资促进局开展“百

第十二届加博会将开设国际玩具及婴童用品展，
众多 IP 授权玩具将亮相

“动漫IP+玩具”成东莞玩具业风向标
布丁熊、快乐小仓鼠、小猪佩奇、米老鼠不倒翁
扭蛋、冰雪奇缘人物扭蛋……在今年举行的第十二
莞企走访 届加博会上，一大批流行动漫 IP 授权玩具将亮相。
记者从加博会组委会秘书处获悉，第十二届加博会将开设国际玩具及婴童用品展
区，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展位规划约 500 个。展会期间将举办玩具与婴童用品行业产销
对接交流会。
记者日前走访参展企业了解到，东莞玩具及婴童用品行业传统的代工模式已经逐
步转化为代工和自主品牌并存，
“ 动漫 IP+玩具”
的模式成为东莞玩具及婴童用品行业发
展新的风向标。
对此，东莞市玩具及婴童用品协会会长温国雄表示，东莞的玩具及婴童用品大部分
已经拥有了自主品牌。借力 IP 授权
“借力打力”
，利用动漫 IP 接受度高的特点，一方面
可以有效地拓展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推广自主品牌。
聚焦加博会

作为东莞栢利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栢利实业”
）的董
事总经理，李琳最近很忙，虽然
临近新年春节，但是因为公司
刚刚获得了多个动漫 IP 授权，
需要开发设计出多个系列产
品。
“所有新设计出来的产品
基本都会亮相第十二届加博
会 ，数 目 有 超 10 个 动 漫 IP 的
300 个品类左右。”
李琳表示。
据了解，目前栢利实业获
得授权的有来自俄罗斯的动漫
IP“咪好一家”、英国经典 IP“布
丁熊”、荷兰 IP“快乐小仓鼠”等
10 多个耳熟能详的动漫 IP。
“尤
其是‘快乐小仓鼠’，今年正好
是鼠年，预计会很受市场欢迎，
所以仅‘快乐小仓鼠’这一个 IP
我们就开发了 8 款毛绒玩具产
品。”李琳笑着说。
而在离栢利实业不远的东
莞市华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旺实业”
），生产车间里
工人忙着生产迪士尼的毛绒玩
具。该公司总经理郑华东告诉
记者，在“小猪佩奇”这一动漫
IP 运作成功后，该公司又陆续
拿下了迪士尼毛绒类的中国区
总代理，并陆续和海底小纵队、
比得兔、爱心小熊、萌萌族等 10
个 IP 达成了合作关系。
东莞俐噢玩具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俐噢玩具”
）也是
购买动漫 IP 授权的受益者。该
公司市场部经理吕敏告诉记
者，该公司是迪士尼、三丽鸥、
华纳等的被授权商。基于这些
授权 IP，企业每个月都会设计
出 100 款新产品，其中约 30 款
将会投入生产并推向市场。
据记者了解，在东莞，类似
拥有动漫 IP 授权的玩具及婴童
用品企业不在少数。世界知名
玩具和动漫衍生品，如迪士尼、
芭比娃娃、孩之宝、乐高、HelloKitty、哆啦 A 梦、史努比、小
猪佩奇等都有“东莞制造”的身
影。

动漫IP授权带来发展红利
东莞玩具企业如此热衷动
漫 IP，那么，动漫 IP+玩具到底
效果如何呢？吕敏告诉记者，
依靠动漫 IP 授权，俐噢玩具完
成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俐噢玩具刚成立时，需要
向给公司下单的代工客户购买
相关商品进行销售，商品的定
价完全是代工客户说了算，俐
噢玩具没有一点自主权。据吕
敏介绍，当俐噢玩具利用代工
客户商品完成全国布点后，便
开始逐步购买动漫 IP 授权，慢
慢摆脱了对客户的依赖。目
前，俐噢玩具销售基本是自己
拥有授权的产品，而且不少产
品还卖给原来的代工客户，由
他们在海外市场销售。

反客为主后，企业的利润
也大幅增加。去年俐噢玩具的
销售额占整个集团业务量的
40%左右。但是利润却远远超
过这一比例，
“ 同类产品，俐噢
玩具的动漫 IP 产品的利润是代
工产品的 3 倍以上。”吕敏向记
者透露，而且拥有了 IP 授权后，
公司就相当于把话语权掌握到
了自己手中。
栢利实业之所以花巨资购
买 IP 授权，也是冲着这一目的
去的。东莞市玩具及婴童用品
协会会长、栢利实业董事长温
国雄告诉记者，他拥有的另一
家公司——东莞康达玩具礼品
有限公司，主要是为国外品牌
代工。为了开拓内销市场，才
专门成立了栢利实业，并创建
了自主品牌
“HUGKIS”
。
为了快速推广栢利实业和
“HUGKIS”
品牌，温国雄决定购
买动漫 IP 授权进行合作。
“为了
开拓内销市场，创建和推广一
个品牌很难，如果 IP 授权‘借力
打力’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
温国雄表示。

动漫IP将成东莞玩具突破口
东莞是世界最大的玩具婴
童用品生产基地。目前，东莞
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已形成了
生产、加工、销售、物流、进出口
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产品
畅销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8 年东莞玩具出口近 200 亿

日大招商”活动，围绕重大项目开展落
地攻坚和签约攻坚，做到谈成一个项
目，倒排工期推动一个项目落地，实行
招商挂图作战。
“ 百日大招商”活动期
间，东莞落地攻坚项目数十个，涉及投
资金额约 1500 亿元，带动内外资实际
投资实现 28.6%的高速增长，促使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2000 亿元，达到
2128.4 亿元，增长 17.5%，为近 6 年最
高增速。
京东智谷项目就是这一举措的受
益者。去年 6 月 3 日，广东京东都市智
能产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以 10.6 亿元
成功摘得位于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的
近 38 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仅仅
42 天之后，将在该地块上建设的京东
智谷项目正式动工，再次刷新了东莞
项目落地速度。

引导镇街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我市创新强镇数量达10个
本报讯 (记者 杨圣沛)近日，我市组织召开了东莞市创
新强镇建设工作会议。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19年，我市进
一步加快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引导镇街加快科技创新步
伐，
全市创新强镇数量已达10个。
会议对《东莞市创新强镇建设实施办法（送审稿）》
（以下
简称“《实施办法》”
）进行了解读。
《实施办法》提出，每个创新
强镇最高可获得500万元的资助。

5个镇将开展创新强镇建设
2019年东莞市科学技术局积极推动创新强镇建设工作，
修订完善《实施办法》，并与2018年创新强镇建设单位（厚街、
石碣、常平、长安、石排镇）签订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拨付首期
70%的资助经费，同时加快组织实施2019年东莞市创新强镇
建设项目。
目前，针对2019年东莞市创新强镇建设，经形式审查、委
托第三方组织专家评审等程序，拟对南城、东城、塘厦、清溪、
寮步5个镇街申报的项目进行立项，
资助经费共计2500万元。
《实施办法》提出，我市将认定创新强镇建设单位10-15
个。此外，申报创新强镇建设的单位必须满足四个基本条
件，包括有科技创新扶持政策及专项资金；有创新驱动管理
机构，有稳定的工作团队；有明确的重点新兴产业主攻方向；
以及有符合建设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措施。

本报记者 曹丽娟 文/图

东莞玩具企业流行购
买 IP 授权

本报资料图 郑琳东 摄

每个建设单位资助最高500万元
创新强镇建设采取“市镇联动、分类指导”方式推进，以
镇街投入建设为主，市财政补助及政策、服务倾斜为辅。我
市每年安排一定财政资金支持创新强镇建设，每个创新强镇
资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实施办法》对创新强镇在科技政策制定、产业发展、成
果转化、人才引进以及企业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设任
务。譬如，建设期间各镇街镇级财政科技投入经费占镇街财
政支出比重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重点新兴产业新增产值不
少于5亿元。在企业培育方面，建设单位要深入推进高新技
术企业“树标提质”，重点开展瞪羚企业和百强创新型企业培
育，力争每个创新强镇建设期间培育百强创新型企业不少于
1家或瞪羚企业不少于10家。

■华旺实业生产的米奇老鼠产品

元，
约占全国 1/5。
近年来，东莞的玩具企业
开始注重国内市场的开拓，要
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杀出重
围，企业有时还需“借力打力”，
利用成熟的渠道和 IP 授权打开
局面。
据温国雄称，栢利实业的
动漫 IP 授权产品已经在去年 10
月举行的第 18 届中国玩具婴童
用品展进行了首次亮相，效果
不错，而且也获得了不少订单，
效果不错。
凭借多项优势，美昌集团
旗下的美驰图公司成功拿下
开 发“ 嫦 娥 四 号 ”模 型 独 家 授
权，同样也给企业带来深远影
响。厂长吴克翰告诉记者，去
年美驰图公司业绩增长超过

15%，其中自有品牌产品贡献
最大。而且依靠月球车等新
产品，国内市场的销售情况也
不错。
作为东莞市玩具及婴童用
品协会会长，温国雄表示，越来
越多的东莞玩具及出口婴童用
品企业开始将目光从国外转向
国内，但是企业开拓内销市场
时，
经常会碰到自主品牌的知名
度不高等难题，
一些耳熟能详的
动漫 IP 就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这
一难题，
成为企业的突破口。
在去年的第 18 届中国玩具
婴童用品展上，中国玩具和婴
童用品协会会长梁梅也表示，
品牌授权赋能实体经济，拉动
内需消费，已成为文化产业高
速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

公 告
我分行虎门支行因营业地址名称变更原
因，更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将
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虎
门支行
简称：
广发银行东莞虎门支行
营业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虎门金龙
路 5 号 101 室
金融机构编码：
B0012S344190012
邮政编码：
523900
联系电话：
0769-8512397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2020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