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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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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特别策划··产业新支柱产业新支柱

广东坚持创新驱动，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2021 年，广东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稳步扩大，

共有企业 94046 家，实现营业收入 23531.30 亿元，同比增长 16.6%；实现增加值 5807.94 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 4.7%。

◎李东生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人工智能……

从广州、佛山、深圳等地举行的 2022年一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上签约动工的项目所涉及

的产业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广东各地

投资热门。在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犹如雨后

春笋般蓬勃而出，产业经济迸发新活力。

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在广州高新区，一个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正加速崛起。总投资 10亿元的达安基因知识

城工厂、广州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寡核苷酸

药物和mRNA创新性疫苗研发及生产基地、中国

科学院院士宋尔卫创办的广州市载之湾区医学研

究院……一个个重点项目相继落户动工。

刚刚结束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上，由广州

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信仪器）自

主研发的大气 VOCs 秒级多组分走航车出现在

各大赛场周边。车顶的探头就像一只“电鼻

子”，可以识别空气中的有害有机物，甚至能判

断污染源出自什么类型的工厂。

禾信仪器只是广州高端精密科学仪器研发

企业中的一员。目前，广东精密仪器设备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布局已初步形成——广州形成以

质谱仪器开发为主线，健康监测仪器和检测设备

同步发展的格局；佛山聚焦发展家电专用控制仪

器、医疗器械及仪器、工业专用仪器3个领域。

从生物医药与健康到精密仪器设备，广东

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021年，广东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规

模稳步扩大，共有企业 94046 家，实现营业收入

23531.3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6% ；实 现 增 加 值

5807.94亿元，占全省 GDP比重 4.7%。

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疫情交织

叠加影响下，全球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广

东坚持创新驱动，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变中

寻机。尤其是在近两年的抗疫中，广东经济突显

出了强大的韧性。在此背后，是广东业已形成的

完备产业体系，以及科技支撑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能力显著增强。在《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

划》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科技厅厅长龚国平介

绍，“十三五”期间，广东扎实推进九大领域重点研

发计划，在 5G、4K/8K超高清显示、新能源汽车、

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攻克了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支撑产业加速发展。

平台、技术有力支撑

日前，由粤港澳大湾区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

中心（以下简称创新中心）孵化的首家企业——广

州易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介医疗）自

主研发的“Easyport™远端通路导管系统”获得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发文批准。这也是广州本

土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首款神经介入医疗器械。

易介医疗所在的创新中心致力于建设由企

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

创新联合体。“我们将分散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要

素组织起来，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推动高

性能医疗器械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实现高效转

化应用。”创新中心品牌总监杨洋说。

广东如何以科技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从创新中心可窥见一斑。在广东，类似创

新中心的各类产业集群创新平台建设正在有序

推进。到 2025 年，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将基本

实现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全覆盖。此外，广东还

围绕产业集群部署推动多层次高水平实验室体

系建设。

有了产业集群创新平台还不够，广东还强

化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广东省科技厅面向

产业发展技术需求，科学布局省重点领域研发

计划，不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如生物医药与

健康领域专项实施以来，已突破一些核心关键

技术，研发了一批高端医疗装备和创新药品。

深圳市精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攻克智能单孔手

术机器人设计制造技术，成为中国唯一、全球第

二家掌握单孔手术机器人技术的公司，该项目

带动该企业估值由 2019 年的 8000 万元增长到

2020年末的 40亿元。

同时，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产业创新的源

头支撑作用，实施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十年“卓

粤”计划，催生关键核心技术和工程应用。

正是有了创新傍身，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手脚才能不受束缚，越来越有活力。

产业集群颇具规模

“我们已搬进禾信质谱产业园，基地也正式

投产了。”禾信仪器董事长周振告诉记者，产业

园建有多条先进工艺技术的质谱生产线，最终

目标是建成国内最具规模的质谱产业化基地。

禾信质谱产业园是广州在精密仪器设备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的 31个重点园区项目之

一。纵观广东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一批重点园

区和项目正在陆续落地，产业园区稳步推进建设。

在前沿新材料产业集群，惠州新材料产业

园加快推动中国化学、恒力石化、宇新化工等重

大项目达产，目前已开工建设重点产业项目 8

项，总投资约 102.5亿元，总产值约 172.8亿元。

在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集群，目前，全省共

有 58 个激光与增材制造相关重点园区和项目，

累计总计划投资额 783.6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带动

和完善的产业发展生态。广东通过实施高新技术

企业树标提质计划，遴选一批创新实力强的企业，

建立创新型企业培育库，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

技术的“瞪羚”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等。

不断改进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临床试

验激励、应用推广……广东在生物医药与健康产

业集群方面完善产业发展生态的创新做法，仅是

广东推动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缩

影。“十四五”时期，广东将着力构建完善支撑新兴

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体系，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

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培育若干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产业集群，打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典范。

广东广东：：
新兴产业借创新平台唱好戏新兴产业借创新平台唱好戏

当前，面临新一轮工业革命

浪潮，全球产业链将深度调整乃

至重构。对于广东制造业来说，

这是一次极为严峻的挑战，但更

是技术上赶超发展、结构上加快

升级的重大发展机遇。

我认为加快提升广东制造

业核心竞争力，推进广东新兴

产业发展，需要在基础性、关键

性和战略性领域拥有强大的自

主创新能力。

首先要抓住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突破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和新型材料这 3 方面的瓶

颈。具体来说，一是由多方共同发起成立与重点研发项目配套的

创新基金，定向投资以基础技术、工艺及新材料研发及应用课题

为主的项目。二是在一些长周期的高科技领域，要支持企业以

5—15 年作为技术规划起点，持续不断地进行高强度的研发投

入、人才投入。三是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使核心技术能够高效

落地，转化成为产品，推动标准和技术体系建立。四是完善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产业工人技能和生产工艺水平，培育更

多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

其次，应加大国际技术合作的力度，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

局。当前，中国企业要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只能依靠自主创新，

但同时也要积极融入全球研发产业链条，打破技术封锁。建议加

大力度支持广东制造企业与日本、欧洲等国外领先企业加强合

作；支持企业以海外投资和并购、专利互换、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

方式，填补国内中高端产业链空白。

一面打破瓶颈一面展开合作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对于广东省新兴产业的发

展，我认为要牢牢把握数字经

济的新机遇，推动数字技术与

实体经济融合，加速产业的数

字化转型，培育粤港澳大湾区

的竞争优势。

一是要加速科技创新场景

落地和成果转化。建议开放人

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技术在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治理、交通服

务等领域的落地应用，给予优势

产业企业更大的应用场景。

二是要聚焦以轨道交通产业为核心的新基建优势产业。科

技创新需要产业链的支撑，粤港澳大湾区要充分发挥优势，在轨

道交通等新基建重点领域，形成我们自己的产业链布局。

三是要加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布局。建议进一步加强

粤港澳大湾区的算力中心建设，通过搭建公共算力平台，提供高效存

储与计算等服务，促进数据开放共享，满足数字经济创新应用场景的

数据需求，提升产业集聚效能，为各行业“上云用数赋智”提供有力支

撑，全面提高人工智能的生产力，加速全产业数字化转型。

四是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互补合作，打造产业集群。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产业的协同发展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

各个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合作。

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

培育粤港澳大湾区竞争优势

“推进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强化工

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抓好制造业创新中心

建设，每个战略性产业集群至少建设一家省级

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或制造业创新中

心。”在 2022 年广东两会上，广东省省长王伟中

在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战略性产业集

群的发展方向。

过去一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9%，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支撑作用凸显，增

加值约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3。

“十三五”时期，广东省加快制造强省建设，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制造业规模

实力全国领先，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企

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形成了新一代电子信息

等 7 个产值超万亿元的产业集群。创新水平稳

居全国前列，全省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 5年保

持全国首位，但产业结构仍需优化，电子信息

“一业独大”，制造业中高端供给不足。

“十四五”期间，广东将推动产业链、价值链

迈向全球中高端，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现代产业体系。

广东建设的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包括 10

个战略性支柱产业和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新

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与健康、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机器人、区块链与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等。

在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十四

五”时期，广东将保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收入

年均增速 10%以上，加快部分重点领域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换道超车、并跑领跑，进一步提升广东

省制造业整体竞争力。

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

未来将如何实施呢？《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给出了答案：

大力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核”“立柱”“强

链”“优化布局”“品质”“培土”六大工程，提升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推动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深度融

入全球产业链。

实施强核工程。构建完善全省制造业协同

创新体系，打造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创新聚集地，

以揭榜制等方式持续支持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

协作攻关。

实施立柱工程。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打造先

进制造业基地，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企

业群。

深化实施强链工程。着力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促进国

内国际双循环。

实施优化布局工程。完善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区域布局，打造珠三角高端制造业核心区、东西

两翼沿海制造业拓展带、北部绿色制造发展区。

实施品质工程。提升广东制造业竞争力

和影响力，加快推动全省制造业品质整体

升级，提升广东制造业的标准化能力

和水平，提高制造业供给质量，夯

实全省质量技术基础。

实施培土工程。优化制造业发展营商

环境，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才、

土地、金融等制造要素的保障和供给，并开

展“制造业人才培育专项行动”。

六大工程推动制造业走向高端

苏俊杰苏俊杰摄摄

葛思安葛思安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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