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资深记者 张华桥）昨
日下午，东莞在市会议大厦举行新
闻发布会，重磅发布2022年东莞市
政府“一号文”《东莞市人民政府关
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措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市委市政府立足“双万”新起点、
竞跑“双万”新赛道正式发布的第1
份文件，聚焦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
全市三年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不少于
100亿元，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
字产业化，全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光滨，市政
府副秘书长翟现春，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财政局、市科学技术局、市
投资促进局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新闻
发布会。

聚焦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
打造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

会议现场，刘光滨详细介绍2022
年市政府“一号文”的总体情况和出
台背景，翟现春对政策亮点作了深入
解读，市有关部门回应了媒体记者的
提问。

刘光滨表示，市第十五次党代
会、市“两会”刚刚落下帷幕，东莞迅
速发布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的 2022 年市政府“一号
文”，这既是打造市政府“一号文”品
牌以来的第10份文件，也是东莞立足

“双万”新起点、竞跑“双万”新赛道正
式发布的第1份文件，充分体现了市
委市政府对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决心、信心和魄力。

今年东莞将市政府“一号文”聚
焦数字经济，既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的迫切需要，也是培育壮大数字
经济新动能的必然选择。2022年市
政府“一号文”明确提出，以打造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建设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示范城市的目标，重点从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夯实发展
基础三个维度，提出15条政策措施，
涉及95项具体条款。根据政策，东莞
将三年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不少于100
亿元，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
化，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
育产业新支柱。到“十四五”期末，东
莞将实现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全覆盖，引领带动超过15万家中小
工业企业实现上云用云降本提质增
效；东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将
突破1.3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3%，进一步
巩固和增强东莞数字经济规模效益
在全省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中的地
位和优势。

“真金白银”精准支持，让企
业转型“愿改、敢改、会改”

东莞以制造业立市，拥有工业企
业超过19万家，规上工业企业超过
1.1万家，是全国制造业最密集的城市
之一。

针对不同产值规模和发展阶段
的产业和企业，市政府“一号文”“真
金白银”给予精准政策支持。特别是
重点支持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制造、食品饮料、纺织服装鞋帽、家具
等5大产业集群率先转型，进一步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占有率。

针对龙头企业，东莞将实施数字
化引领行动，支持龙头企业打造试点
示范。一方面遴选不多于30家数字
经济龙头企业，连续三年在政策、土
地、金融、服务等方面“一企一策”给
予全方位扶持。另一方面对省级技
术改造项目、“灯塔工厂”项目、“5G+
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项目等分别给
予最高5000万元、800万元和500万
元奖励，以此推动龙头企业实现全资
源要素、全生产链条、全产品周期数
字化闭环管理。

针对专精特新等重点企业，目前
东莞共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79家，排名全国（不含直辖市）第
5，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总数达
234家，是转型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
群体。为此，东莞实施数字化提升行
动，出台“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扶持政策，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最高给予100万元奖
励，对数字化采购投入最高给予200
万元资助。

针对中小企业转型意愿不强、资
金不足的特点，东莞将实施数字化普
及行动，激发中小企业转型动力。一
方面，以产业集群为依托，开展上云
上平台数字化普及，推出共性、通用、
低成本系统解决方案，同时对中小企

业购买上云上平台产品给予补助。
另一方面，以产业链条为带动，引导
中小企业融入行业链主企业供应链
生态体系，通过链主企业搭建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倒逼中小企业通过数字
化转型与链主企业深度互联。

东莞还将创新构建多层次、立体
化、全覆盖的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服务
体系，搭建“赋能中心—工业互联网
平台—重点服务商”三级服务，为制
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降本减费增
效。其中，加快认定一批标杆型、平
台型和专业型赋能中心，通过赋能中
心强化与制造业企业有效供需对接，
帮助企业解决转型痛点问题。近期，
东莞已先后认定了华为、思爱普
（SAP）两个赋能中心。

发挥数字产业优势，让产业
发展“有市场、有需求、有信心”

在电子信息制造的强力带动下，
近年来东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
持续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已超过18%，东莞跻身数
字中国指数第7名，数字产业化优势
突出。

“一号文”提出，东莞将充分发挥
硬件制造、链群集聚和市场规模等三
大优势，在关键产业招引培育上持续
发力，做强做优做大数字产业，加快
构建起“硬件制造”和“软件支撑”协
同发展的数字经济产业体系，努力将
数字经济培育成为“十四五”时期东
莞高质量发展产业新支柱。

“硬件制造”方面，东莞将巩固做
强硬件制造优势，发挥新一代电子信
息、智能装备两大国家级先进集群优
势，加快招引培育一批强链补链项
目，确保新一代电子信息等关键优势
产业继续领跑发展，半导体及集成电
路、基础电子元器件等核心先导产业
抢占发展先机。

“软件支撑”方面，东莞将重点
培育发展软件支撑产业，梳理供给
薄弱环节，发布应用场景需求清单，
出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

方案，引进国内外优秀数字经济企
业，确保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融合发展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新兴产业得到
长足发展。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空间、人才、
金融、技术也得到重点支持。其中，
在产业空间方面，每年新整备的连片
土地和已统筹的100万平方米高品质
低成本空间等优先用于招引数字经
济领域产业项目。人才供给方面，积
极引进紧缺急需的数字产业高层次
人才，对数字人才给予子女入学、租
赁住房等大力支持。金融支持方面，
除产业引导基金外，还通过融资租赁
购入设备贴息、推行云量贷和数字贷
等创新金融服务、扩大风险补偿白名
单范围等方式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投
入数字经济领域。技术创新方面，引
导企业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加快
开展工业软件、关键核心技术等攻
关，加大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培育力
度，进一步强化技术支撑。

全“数”前进
“双万”新赛道，东莞逐浪数字经济

立足“双万”新起点，东莞如何开
启新征程？

东莞第一手棋下在实体经济上，
下在产业上。

1月14日，东莞立足“双万”新起
点、竞跑“双万”新赛道的第1份文件
——《政策措施》重磅发布，为东莞经
济的发展厘定了发展航向，指明了发
展路径。

记者梳理发现，《政策措施》包括

15条政策措施，涉及95项具体条款，
重点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夯
实发展基础三个维度，促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加快培育产业新支柱。

“双万”新赛道，开启新征程——数
字经济成为东莞迈向未来的助推剂。

为何在此时推出有关数字经济的
政策？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不断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正
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

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就东莞而言，以制造业立市，拥有

工业企业超过19万家，规上工业企业
超过1.1万家，是全国制造业最密集的
城市之一。在追求效率和品质的数字
化时代，数量庞大的制造业企业对数
字化转型升级的需求尤为迫切。

当前，在东莞，数字经济的浪潮涌
动，已然席卷制造业的方方面面。近
年来，唯一网络、金蝶、明创软件、虹勤
通讯、国云科技、115科技、百思维科
技、中大科技、万维科技等1000多家
从事数据服务和大数据融合应用的企
业在东莞涌现。

一方面，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
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成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
产业发展逻辑和需求，成为今年东莞
将市政府“一号文”聚焦数字经济的
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则成为东
莞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助力建设
大湾区先进制造新高地的必然选
择。在电子信息制造的强力带动下，
近年来东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
持续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已超过18%，东莞跻身
数字中国指数第 7 名，具有硬件制
造、链群集聚和市场规模等三大优

势，有基础、有潜力抓住新一轮数字
经济发展的浪潮机遇。

也因此，市政府“一号文”提出，要
在关键产业招引培育上持续发力，做
强做优做大数字产业，努力将数字经
济培育成为“十四五”时期东莞高质量
发展产业新支柱。

产业数字化，坚守制造业的“根”
与“魂”，让传统行业焕发新生，为守正
之道；数字产业化，培育产业新支柱，
让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茁壮成
长，为谋远之举。

“双万”新赛道，东莞全“数”前行。

“莞味”十足
构建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服务体系

数字经济必须和实体经济结合，
才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东莞，出门即市场。”对于拥有19
万多家工业企业，1.1万多家规上工业
企业的东莞而言，庞大的市场需求，催
生丰富的应用场景，成为数字经济企
业纷纷布局东莞的重要原因之一。

3年，投入百亿元，推进产业数字
化和数字产业化，夯实数字经济发展
的基础，彰显东莞在推进数字经济方
面的力度之大，信心之坚。

东莞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同样充

满“莞味”。
2022年“一号文”针对不同产值

规模和发展阶段的产业和企业，匹配
不同的政策——既有针对龙头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一企一策”“一企一档”
的“精准滴灌”的政策，解决企业的特
有诉求，也有依托我市传统制造产业
优势，针对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
备、食品饮料、纺织服装鞋帽、家具等
产业集群“一群一策”的链式推进，数
字化普及的普惠政策，解决众多产业
的共性问题，充满“莞味”。

“一群一策”即通过对五大产业集
群的数据采集、流程溯源、柔性生产、
协同管理、服务化延伸等，开展数字化
转型，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催生数字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其中，东莞的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已达到万亿级规模，
电子信息行业综合配套率、自我配套
率已超90%。未来，该行业在数字经
济领域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令人
期待。

为此，“一号文”专门制定重点产
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路线图，构建多层
次、立体化、全覆盖的制造业数字化
改造服务体系，全力推动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赋能中心建设，每年每家最高
给予1000万元的运营奖励，并根据
其服务本地制造业企业情况按营业

收入的最高70%给予奖励。
数字产业化的政策同样充满“莞

味”。
根据“一号文”，东莞将发挥两大

国家级先进产业集群优势，大力发展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这两大关
键优势产业实现领跑。

此外，巩固衬底材料和外延优势，
积极发展模组和器件制造，加快国家
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东莞分
中心）、广东光大第三代半导体科研制
造中心等项目建设，支持第三代半导
体龙头企业快速发展。

东莞电子信息产业拥有完备的产
业链，已逐渐形成拥有上游的电子材
料、中游的电子元器件、下游的硬件软
件和信息服务等一整套生态发展体系。

尤其是第三代半导体产业，东莞
已经初步形成了规模集聚，并涌现出
了中镓半导体、天域半导体、中图半导
体等一批国内知名的龙头企业，涵盖
了衬底、外延、器件、封装测试较完整
的产业链，产业实力雄厚。

在“双万”新赛道上，东莞将持续
以制造业为本，以数字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增创科技
创新和先进制造新优势，擦亮“科技创
新+先进制造”的城市特色。

依法服兵役和进行兵役登记
是每个适龄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
和神圣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兵役法》、《征兵工作条例》和
《广东省征兵工作条例》，现将东
莞市2022年度兵役登记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登记对象

2022年 12月 31日前，常住
户口在本市，以及在本市内普通
高等学校、高中和中等学校就读
的年满 18周岁男性公民，均应

参加兵役登记。2022 年 12 月
31日前，未超过24周岁的男性
公民没有参加兵役登记的，均应
进行补登。

二、登记时间

2022年1月1日至6月30日。

三、登记地点

男性适龄公民登录全国征兵
网（http://www.gfbzb.gov.cn）
进行网上登记，打印《男性公民
兵役登记/应征报名表》，携带户

口簿、居民身份证、学历证明、近
期1寸免冠照片，到户口所在乡
镇武装部进行现场确认，并领取
《兵役登记证》。往年已经参加
过兵役登记的男青年，应当登录
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核验。

四、登记流程

（一）网上注册信息。登录
“全国征兵网”、点击“兵役登记”
选项，进行实名注册并真实、完整
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二）打印表格。信息填写完

整后，打印《男性公民兵役登记
表》。

（三）现场确认。青年本人持
打印的《男性公民兵役登记表》，
携带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学
历证明）、2张1寸免冠红底证件
照到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

（四）初检初考得出结论。乡
镇（街道）兵役登记站对参加兵役
登记的适龄男性公民进行初检初
考，并依法作出应征、缓征、免征
和不得征集的结论，填写《兵役登
记证》，并报县（市、区）兵役机关

审核。
（五）发放《兵役登记证》。

乡镇（街道）兵役登记站将兵役
机关审核盖章的《兵役登记证》
发放给青年。《兵役登记证》作
为有关部门查验适龄男性公民
履行兵役义务的依据。

五、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征兵工作条例》和《广东省
征兵工作条例》规定，男性适龄
公民拒绝、逃避兵役登记的，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阻挠公
民履行兵役登记或有妨害兵役
工作行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征
兵办公室按照有关条款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建立完
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对“拒不
履行国防义务，拒绝、逃避兵役”
等行为，要进行联合惩戒。

东莞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21年12月29日

东莞市2022年兵役登记通告

东莞重磅发布2022年市政府“一号文”

全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东莞“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出炉

“双万”新赛道“数字”启新程
2021年，东莞预计GDP突破万亿元，即将站上万亿GDP、千万

人口的“双万”新起点。在“双万”新赛道上，东莞下一步将如何走？
东莞“两会”胜利闭幕后的第二天，1月14日，2022年市政府

“一号文”《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
施》（下称《政策措施》）重磅发布，成为东莞立足“双万”新起点、竞跑
“双万”新赛道正式发布的第1份文件。

根据“一号文”，东莞将三年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不少于100亿
元，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培育产业新支柱，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打造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建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城市。

“双万”新赛道，“数字”启新程。

东莞·时事A06 2022年1月15日 星期六
东莞时间网 www.timedg.com

□编辑/胡艳芳 □视觉/何淑英 □校对/袁伟强

资深记者 张华桥/文

●东莞将三年统筹安排财
政资金不少于 100 亿元，推动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产
业新支柱。

●到“十四五”期末，东莞
将实现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全覆盖，引领带动超过 15万
家中小工业企业实现上云用云
降本提质增效；东莞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规模将突破 1.3万亿，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达23%。

●连续三年“一企一策”打
造不多于 30 家数字化转型标
杆企业。

●推动龙头企业争取省技
改资金支持，给予最高5000万
元资助。

●出台“专精特新”企业高
质量发展专项扶持政策，对新认
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最高给予 100 万元奖励，对数
字化采购投入最高给予200万
元资助。

●在产业空间方面，每年
新整备的连片土地和已统筹的
100万平方米高品质低成本空
间等优先用于招引数字经济领
域产业项目。

数说数说““一号文一号文””

■昨日，东莞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磅发布2022年东莞市政府“一号文”。图为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郑志波 摄

■政策解读

制图/何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