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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双统筹”，推动14个
新开工项目加快建设

7月29日，广东恒翼能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恒翼能”）松山湖建设项目
奠基仪式举行。该项目占地面积约
34.58亩，总投资3.5亿元。松山湖上
下游产业链配套非常齐全，政府主动
作为，成为这一市重大项目发展的关
键因素。

松山湖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委员
黄镜铨表示，未来，松山湖将一如既往
提供优质的企业服务、平台资源、投资
环境和政策配套，希望恒翼能公司能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
发展，争取推动项目早日竣工投产。

今年上半年松山湖共有松山湖团
泊洼5号地块工业项目、东莞嘉誉诚
总部大楼建设项目、龙正环保生产及
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等14个新开工项
目正在加快建设。海丽集团新材料生
产基地、华贝科技增资扩产四期项目
等5个项目已竣工投产。

一批批项目火热推进，一项项工
程建设加快……今年以来，面对新冠
疫情多点散发态势，松山湖持续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动

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积极促进有效投
资稳步增长，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的“攻守”之间取得良好平衡。

同时，松山湖通过建立直通车服
务机制、开展重点项目遴选、强化资源
要素赋能，打造企业增资扩产生态链，
为企业增资扩产提供全链条服务。此
外，松山湖召开增资扩产重点企业座
谈会，及时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出。据
统计，松山湖今年共有重大项目110
个，合计投资额约1076亿元。其中，
重大建设项目68个，市重大预备项目
42个，将持续为松山湖的发展注入新
动能。

据统计，2022年上半年，松山湖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6.21亿元，同比
增长5.6%，增速高于一季度3.6个百
分点，其中二季度实现 GDP 增速
9.1%；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19.01
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较一季度
提高9.5个百分点，6月当月实现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6.7%。

多措并举，当好企业发展
“服务员”

7月27日，松山湖北部片区党委

召开载体企业交流座谈会，进一步深
入了解北部片区载体企业现状，解决
载体企业在运营过程存在的实际问
题，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

今年5月，松山湖将辖区范围划
分为北部、中部、南部和生态园4个片
区，推进区域化管理，推动片区党委与
阳光雨服务中心“二合一”运作，着力
把片区打造成管委会管理职能和服务
职能向基层延伸的“触角”，稳增长也
成为片区党委的工作之一。

同在7月，松山湖中部片区党委
在实地走访中，了解到广东省医学分
子诊断重点实验室一科研项目有试产
的需求。通过对片区生物医药类企业
的了解，中部片区党委推动广东红珊
瑚药业有限公司和实验室现场互访对
接，商讨合作空间和模式。

这是松山湖以党建引领创新基层
治理模式，提升服务效能的突出体
现。“片区通过强化‘条块结合’工作机
制，联合松山湖税务局、科教局、产业
局、环保分局为片区生物医药企业、科
研院所提供服务和需求解答，希望进
一步助力提升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的竞
争力。”中部片区党委专职副书记翁俊

表示。
长期以来，松山湖高度重视企业

发展，强化政策落地、创新服务举措、
实现精准帮扶。从每周一次经济调度
会、“一对一”服务重点企业，到减免租
金、贷款贴息等纾困措施落地，再到各
类政策的高效兑现，当好企业发展“服
务员”。

今年以来，在服务企业方面，松
山湖一方面通过发挥基层社会治理
机制优势，一方面充分运用“企管家”

平台、调研等方式收集企业诉求，建
立分类指导服务机制，全面做好企业
保障服务。

同时，通过深入推动由松山湖班子
成员领导组成的“双统筹”工作组下沉
一线，驻点18家超千人重点企业，协助
重点企业快速、安全组织生产工作。

接下来，松山湖将持续完善产业
规划布局，推进松山湖生物医药产业
基地、东部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和东莞
新材料产业基地规划建设，并出台推

动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实施
细则。

此外，松山湖将继续坚持精准招
商，优化招商机制，着力招引总部型、
上市型、研发型企业，打造园区经济发
展新增长点。建立产值超50亿元、
100亿元后备企业培育库，建立高成
长性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开展重点企
业数据挖潜，大力培育一批头部企业、
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力争为东
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支撑力。

本报讯（资深记者 张华桥）第
十二届松山湖中国 IC创新高峰论
坛 8 月 5 日在东莞松山湖召开。
本届松山湖论坛聚焦当下市场热
点——“智慧出行”，集中展示了十
款国产创新 IC 新品，旨在推动芯
片产业赋能智慧出行。

十款市场热点国产IC新品发布

“松山湖 IC 创新论坛是最接
近市场的 IC论坛。松山湖历年推
介国产新品91%实现量产，松山湖
论坛共推介了 63 家公司，在松山
湖论坛亮相后的时间里，有 15 家
已上市、1家已过会，占比25.4%。”
现场，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
电路设计分会副理事长、芯原股
份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戴伟民
总结了松山湖论坛过去 11 年取
得的成绩。

松山湖管委会总经济师陈潮
晖在致辞时表示，松山湖中国 IC
高峰论坛连续成功举办了 11 届，
已经成为松山湖 IC产业的品牌活
动，更是行业内非常有特色和影
响力的主题论坛。可以说，松山
湖中国 IC论坛是伴随着松山湖集
成电路产业共同成长的助力者和
见证者。

据悉，本次高峰论坛，聚焦“智慧
出行”，围绕高算力自动驾驶、车机智
能系统、环境感知等方向，黑芝麻智
能科技、芯擎科技、杰发科技等企业
重点推介了十款当下市场热点国产
IC新品。

本次活动通过创新国产IC的集
中发布，推动国内新能源汽车及相关
智慧交通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不断提
升国产芯片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
渗透率。

松山湖打造集成电路创新高地

本次活动诞生于松山湖，扎根于
松山湖，是松山湖集成电路设计产业
的品牌活动。

东莞市政府顾问、东莞松山湖集
成电路设计服务中心董事长、松山湖
IC论坛发起人宋涛介绍，目前，松山
湖集聚了全市90%以上集成电路设
计产业创新资源，赛微微电子、大普
通信、合泰半导体、长工微电子等细
分领域龙头企业纷纷扎根松山湖，产
业发展不断提速。

据悉，今年4月，松山湖的赛微
微电子成功在科创板上市，主要从事
模拟芯片的研发和销售，其设计团队
由资深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专家和
电池电化学专家组成，具备先进模拟

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的设计、开发、
制造、测试经验技术，成功跻身国内
行业前列。

未来，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大装置、大平
台，松山湖科学城正加快构建全链
条全要素创新生态体系，初步形成

大科学装置、重大科研平台、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高
端创新要素加速集聚的良好发展
态势，这些都将为松山湖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提供优越条件，构筑从源
头创新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
新体系。

本报讯（记者 王子玺）8月4日
下午，东莞市人社局社保基金管理中
心在石排镇开展“政策效达 惠企纾
困”——社保惠企纾困政策宣讲活动，
多角度解答关于缓缴社保费、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等疑难问题。

活动现场，东莞市人社局社保基
金中心副主任陈雄涛在致辞时表示，
国家、省市惠企纾困政策出台后，市人
社局社保基金中心着力提高政策落地
的时效性、便捷性和精准性，主动抢抓
时间节点，搭建线上线下渠道受理缓
缴业务，“免申即享”推动稳岗返还政
策快速落地。

活动过程中，东莞市人社局社保
基金中心2名业务骨干就减免和缓缴
社会保险费政策、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经办指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帮
助与会人员进一步了解政策、掌握政
策、用好政策。

今年出现本土新增病例后，东莞
市人社局社保基金中心积极主动作
为，全力推动惠企纾困政策落地“不
过夜”。在全省率先出台本地缓缴政
策的当天，该中心快速制定操作指引
发至全市社保经办机构，连夜完成系
统开发，在政策出台第二天即向社会
公告，正式开通受理中高风险地区及
封闭封控管理地区所在镇街（园区）
的用人单位申请缓缴社保费，并根据
疫情形势变化，快速将政策覆盖范围
从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大朗，扩展至
全市17个镇街（园区）。同时，细抓流

程简化，确保企业办事不繁琐。加强
与发改、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业
务协同和数据共享，精准筛查东莞市
符合稳岗返还条件的企业，做到免申
即发、应发尽发。

据了解，截至7月31日，全市已
受理2770家企业的各类社保缓缴申
请，合计缓缴社保费超 4.46 亿元。
上半年，全市共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4.6亿元，惠及参保单位24.9万家、参
保职工199.01 万人；落实失业保险
降费政策为企业减负17.16亿元，落
实工伤保险降费政策为企业减负
3.09亿元。

“我们在5月份已经为500多名
员工申请了社保缓缴，使公司月均充
盈了70多万元现金流。这笔钱已投
入到公司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中，改
造完成后生产效率会有很大提升。”
广东仁恩宇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行政
主管秦先生对公司未来充满信心。

松山湖：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多措并举稳增长
“我们之所以选择松山湖，是因为在松山湖周边，公司上下游产业链配

套非常齐全，政府为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帮助。”7月29日，在广东恒翼能
科技有限公司松山湖建设项目奠基仪式现场，该公司总经理张潮枪表示。

这是松山湖多措并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稳增长的一个侧影。
今年上半年，松山湖多措并举，强化企业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使经济

运行保持强大韧性，持续稳定上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6.21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高于一季度
3.6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实现GDP增速9.1%。

资深记者 张华桥/文

“这里是最接近市场的IC论坛”
第十二届松山湖中国IC创新论坛发布10款国产芯片

稳增长攻坚战
之园区在行动

市人社局多举措助企纾困
截至7月底已为全市企业缓缴社保费超4.46亿

■松山湖今年共有重大项目110个，合计投资额约1076亿元。其中，重大建设项目68个，市重大预备项目42个，将持续为松山湖的发
展注入新动能 松山湖融媒体中心供图

■第十二届松山湖中国IC创新高峰论坛8月5日在东莞松山湖召开
本报记者 张华桥 摄

■8月4日下午，东莞市人社局社保基金
管理中心在石排镇开展社保惠企纾困政策
宣讲活动 市人社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