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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山秀水美端城

肇慶國家高新區投資環境優越，已吸引了包
括 多 個 世 界 50強
0 企業在內的國內外知名企業落
戶其中

自去年底在肇慶市第十一次黨代會上，肇慶市委書記徐萍華提出以肇
慶高新區引領新型工業化、以肇慶新區引領新型城市化的 「兩區引領兩
化」 戰略以來，改革、創新的發展氣息在肇慶日漸濃郁。肇慶正沿着科學
發展的道路，努力向成為能夠代表珠三角科學發展的城市的方向前進。
4 月 13 日，在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和國際資訊科技博覽會期間，肇
慶市將舉辦 「2012 肇慶─香港電子信息產業發展交流會」 ，吸引電子
信息行業的企業到肇慶投資，加快肇慶電子信息產業轉型升級。這是肇慶
市 「兩區引領兩化」 戰略實施近半年來，大力發展新型工業、推動經濟實
現跨越發展的又一重大舉措。
廣東風華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片
式電容、片式電阻等領域處於國內領先地
位，產能穩居全球同行前八位

肇慶發展新戰略：
「兩區引領兩化」

當前，珠三角一體化加快融合，產業轉型升
級明顯加速，粵港澳正在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在
新的歷史起點上，肇慶緊握憑藉自身發展優勢，
提出了 「以肇慶高新區引領新型工業化，以肇慶
新區引領新型城市化」的 「兩個引領兩化」發展
戰略，銳意打造珠三角科學發展實驗區、廣東新
型工業化基地、中國宜居文化名城、國際知名旅
遊會展勝地的發展目標。
「兩區引領兩化」戰略，是肇慶人在改革和
創新路上的大膽嘗試。徐萍華表示， 「兩區」是
肇慶未來發展的兩大戰略重點， 「兩化」是全市
未來發展的兩大戰略任務。
以肇慶國家高新區引領新型工業化，意在推
進全市工業經濟跨越發展，實施集群引領，培育
和發展具有帶動效應的主導產業。聚集的高新技
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可推進全市產業轉型
升級。企業帶來的領軍人才、創業團隊和技術人
才，可全面提升本地的創新能力。
以肇慶新區引領新型城市化。新區依託東南
板塊，對接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提升區域融合
發展水平，推動城市重心繼續向東延伸，同時，
新區也是新型城市的 「試驗區」，其將踐行綠色
低碳路線，發展綠色產業、綠色交通、綠色建
築，提升城市建設水平；在城市建設、經營、管
理方面，創新體制機制，採取開放式合作建設，
引入國際國內投資者高標準開發。

三大電子信息產業
承接平台促轉型升級

高端新型電子信息是肇慶鎖定的重點發展的
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發展高端新型電子信息，
肇慶意在實現形成具有競爭力的高端新型電子信
息產業群，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促進經濟發展方
式轉變。
「在吸引電子信息產業落戶方面，肇慶具備
三大承接平台，主要集中在：肇慶國家高新區的
電子信息產業園、端州區的華南智慧城，而新發
展的肇慶新區亦將電子信息產業列為發展重
點。」
在未來發展中，按照 「兩區引領兩化」戰
略，肇慶將以國家高新區引領肇慶新型工業化發
展。肇慶國家高新區位於珠三角中心區西部、肇
慶市東端，總面積 98 平方公里，是省內生態環
保最好的工業園之一。高新區已形成了中心服務

立得電子有限公司、顯達電子有限公司、華鋒
鋁箔股份有限公司、羚光電子化學品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等企業成為其中的表表者；高新技術
企業 17 家，擁有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
心 2 家，省級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 4 家，市
級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 6 家，省級企業重點
實驗室 1 家。2011 年電子信息製造業規模以上
企 業 實 現 工 業 總 產 值 160.5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38.9%，實現工業增加值 39.61 億元，同比增長
19%，產業產能日趨規模化。
目前，肇慶電子信息產業布局已呈現集聚
化。端州區和國家高新區的電子信息製造業企
業數量佔全市的 90%，其中端州區睦崗是廣東
省電子元器件專業鎮，電子元器件產業發展較
快。2008 年，肇慶市被確定為 「廣東光電產業
基地」並掛牌肇慶高新區，全力引進和承接光
電項目，加快發展光顯示、光存儲、汽車電
子、集成電路、移動通信終端等產業。2011
年，肇慶與廣東省經信委共同建設 「省市共建
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肇慶新型電子元器件產
業）」獲得批准。電子元器件產業基地的建
設，使企業的主體作用充分發揮，提升了企業
自主創新能力和區域產
業集聚效應以及構建了
肇慶電子元器件區域品
牌，進一步加快了肇慶
市電子信息產業發展，
推動全市產業轉型升
級。
隨着市場經濟的發
展，肇慶電子信息產業
逐步形成以風華高科和
端州區電子信息行業為
骨幹的研發生產片式電
子元器件、電子專用材
料、電子專用設備、高
性能電池及材料、新型
顯示器件、集成電路、
發 光 二 極 管 （LED） 照
明及應用產品、光機電

區、金屬新材料產業區、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區、
電子信息產業區、生物醫藥產業區、物流及綜合
保稅區、產學研配套區等 「一中心六區域」的總
體空間布局，是廣東省產業轉移園中首個同時獲
得 ISO14000 環境管理體系國內、國外雙認證的
園區，被認定為廣東省第一批循環經濟工業園
區，正在創建國家生態工業示範園區。近年來，
肇慶國家高新區招商引資勢頭良好，經濟社會實
現了超常規、跨越式發展。至目前止，該區已累
計引進各類工業企業 600 多家，其中已投產近
300 家，投資總額 1500 多億元，吸引了包括多個
世界 500 強企業在內的國內外知名企業落戶，初
步形成了金屬新材料、先進裝備製造、電子信
息、生物醫藥等四大主導產業，成為了肇慶乃至
廣東經濟發展的一顆耀眼新星。
作為肇慶最早發展電子信息產業的端州區，
則引進了華南智慧城項目。該項目是根據珠江三
角洲總體發展規劃綱要的布局，由廣東浩致投資
集團有限公司和央企大唐電信集團共同投資建設
和運營，是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體產業的產業園
區，銳意打造成為華南地區集軟件、信息、創
意、科研、金融、外包等綜合服務為一體的生產
性服務業首善新城。園區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
為現代服務業發展提供新的標杆。該項目的建設
將帶動肇慶整體產業的升級與轉型，加快提升肇
慶為泛珠三角地區節點城市和粵西總部基地之
一。在核心產業基礎上，華南智慧城還將配套會
議中心、會展中心、產權交易和保護服務中心、
公共信息和技術平台、公共數據存儲處理中心、
雲計算中心、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產業促進中
心、人才輸出中心、數字科技體驗博覽中心、數
字科技體驗廣場公共服務功能。園區首期 20 萬
平方米已於 2011 年投入使用，先導區總體建成
後實現入園企業超過 60 家。
新發展的肇慶新區，以鼎湖區為主體，低碳
綠色為主題，建設用地規模約 80 平方公里，容
納城市人口約 80 萬人。肇慶新區將以 「高端合
作、樞紐門戶、複合產業、旅遊復興和資本窪
地」五大發展戰略，集全球資本和智慧，打造
「區域樞紐價值中心」，構建 「國際低碳綠色新
城」，大力發展高端電子信息產業。
據統計，肇慶共有電子信息企業約 200 家，
主要產品包括電子元器件、電子材料、集成電
路、顯示器件、電子專用設備、發光二極管等。
電子信息產品製造規模以上企業 43 家，風華高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風華鋰電池有限公司、萬
亞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導光電設備有限公司、

一體化信息設備、通信設備及器材、計算機相
關設備、數字視聽產品等系列化發展格局，產
業產品日益多樣化。其中，電子元器件行業龍
頭企業作用尤為突顯。風華高科在片式電容、
片式電阻等領域處於國內領先地位，產能穩居
全球同行前八位。
未來，肇慶將繼續推進廣東省戰略性新興
產業基地——肇慶市新型電子元器件產業基地
建設，以實現新型電子元器件產業技術突破和
產業發展為重點，培育一批自主創新能力強、
主業突出、掌握核心關鍵技術、擁有自主知識
產權和品牌優勢的新型電子元器件產業骨幹企
業，推動全市新型電子元器件產業加快發展。
規劃到 2015 年，產業基地內生產總值接近 400
億，基地對廣東省電子元器件產業具有重要影
響力，基地內產業的產值佔廣東省電子元器件
產業產值的比重在 30%以上。
「同時，肇慶國家高新區將以建設 「廣東
省光電產業基地」的目標，加快推進光電產業
園建設。全力引進投資超百億元的電子信息龍
頭企業，大力承接港澳台、日韓等電子信息產
業項目。」

廣佛肇經濟圈

肇慶成投資興業窪地
位於廣東中西部的肇慶市，東接廣佛經濟
34 宗，投資總額 8.2 億美元，項目涵蓋先進裝
圈，西連大廣西，是珠三角連通中國—東盟自
備製造、電子信息、生物科技、港口物流、新
貿區和北部灣經濟區的陸路 「橋頭堡」。
能源開發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三大產業實際吸
2008 年，國務院正式出台《珠江三角洲地
收外資比例為 1.13：81.74：17.13，第二產業
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使肇慶成為國家層面
佔主導地位，第三產業招商引資增速加快，服
上的重點發展區域。在未來五年，將投入近
務業比重有所增加，產業結構不斷優化。 「肇
1000 億元，相繼在此建成二廣高速、珠外環高
慶與香港的經貿合作不斷拓展，現有港資企業
速、廣佛肇高速，時速超 250 公里的貴廣、南
722 家，2003 年至今，全市港資企業累計投資
廣高速鐵路，以及廣佛肇軌道交通等交通基礎
額 40.1 億美元，佔全市(同期)外商投資總額的
設施。西江 「黃金水道」5000 噸輪船可通江達
60.6%，有 39 家投資額超過 3000 萬美元的港資
海，未來肇慶將形成立體式、多元化的現代化
企業落戶肇慶市，其中包括肇慶亞洲鋁廠有限
交通網絡，正加速融入珠三角一小時經濟生活
公司、華潤水泥（封開）有限公司、美亞（肇
圈。
慶）金屬製品有限公司、肇慶萬亞電子科技有
新型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限公司等大型企業。2011 年，全市新批港資項
在肇慶集聚。2011 年肇慶 GDP 初步核算達到
目 103 宗，合同投資總額為 24.3 億美元，實際
1323.33 億元，同比增長 14.7%，增幅位列全省
投資額 6.8 億美元，同比增長 122.6%；對香港
第一位；外貿進出口總額 57.1 億美元，同比增
進出口貿易總額 13.3 億美元，其中出口 9.5 億
長 30.1%，其中出口貿易 33.1 億美元，同比增
美元。」
長 27.4%，增幅均居全省第一位；實際吸收外
2012 年，肇慶將着力引進戰略投資，突出
資 10.29 億美元，同比增長 10.2%，增幅居 「珠
抓好重大項目的引進，瞄準世界 500 強、央企
三角」第一位。肇慶國家高新區，GDP 五年
和國內外的大企業、大集團招商，着力引進重
增長 668%，被評為 「中國十大經濟活力開發
點優質大項目以及產業關聯度大、技術含量
區」。廣州、佛山、肇慶三市合力打造的 「廣
高、輻射帶動能力強的項目。
佛肇經濟圈」，其經濟體量已經超越了上海。
2011 年 ， 肇 慶 吸 收 外 資 質
量和水平進一步提高，引進項目
肇慶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肇慶市招商局）
規模大、結構優。全市投資總額
地址：廣東省肇慶市江濱西路 18 號（526020）
超千萬美元的新批項目 41 宗，
電話：0758—2834668 2858636 傳真：0758—2837791
投資總額 12.8 億美元，增資項目
肇慶外經貿信息網 http://www.zqboftec.gov.cn

電子信息企業生產線

熱烈祝賀「2012肇慶─香港電子信息產業發展交流會」圓滿舉行
同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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