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形勢與發展環境
（一 ) 國內外製造業發展形勢

國際金融危機後，發展製造業重新成為各國的

戰略重心。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

強化製造業科技創新和前沿領域戰略佈局，搶

佔未來競爭制高點。美國先後發佈了先進製造

業國家戰略計劃和製造業創新網絡計劃等，德

國制定了工業4.0戰略。同時，一些新興經濟體

憑藉更低的勞動力成本和資源優勢，積極承接

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對中國中低端製造業

形成分流。未來一段時期，中國製造業將面臨

來自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雙向擠壓。

與此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中國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製造

業發展模式正在進行深刻變革。協同創新成為

製造業技術創新的主流模式，「 互聯網＋ 」融匯

到製造業各個領域，小型化、智能化和專業化

將成為產業組織的新特徵，以網絡化和柔性化

為標誌的智能製造成為新型生產方式，綠色低

碳發展成為製造業轉型升級的基本方向。

2015年5月，國務院發佈了《中國製造2025》，

確立了製造強國戰略，明確提出製造業是國民

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和強國之

基，並確立了「 三步走 」的戰略實施路線圖。

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總覽國內外發展大勢，站

在增強中國綜合國力、提升國際競爭力和保障

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上作出的重大部署，為製

造業的發展提振了信心，指明了方向，注入了

活力。東莞市以真正實施《中國製造2025》為

工作重心，為中國製造業實現由大變強的歷史

跨越和建設製造強國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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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製造2025」規劃（上 )

製造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主體，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轉型升級的重心，

也是東莞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根基、特色和優勢所在。為貫徹落實《中國製造2025》

戰略部署，加快東莞由製造大市轉向製造強市，因此特制定此規劃，規劃期為2016

至2025年。

■ 為全面實施「 東莞製造2025」，東
莞市質量協會開展質量管理提升培育
工程，以協助中小企業轉型升級。



（二 ) 東莞製造業優勢與特色 （三 ) 東莞製造業的發展現狀

發展概況

2015年，東莞市實現生產總值為6,275.06億

元（人民幣，下同 )。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實現

增加值2,711.09億元，約佔全市生產總值的

46.3%。五大支柱產業完成增加值1,865.11億

元，四個特色產業完成增加值270.09億元，二

者合計佔全市工業增加值的78.8%。

「 十二五 」期間，東莞市政府繼續實施「 科技

東莞 」工程，合共安排100億元資金支持科技

創新。在政府推動下，企業科研活動強度明顯

提升，2015年發明專利申請量11,166件，發

明專利授權量2,795件。全市先進製造業增加

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47.9%，高技

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

37.2%。新型研發機構穩步增長，全市新型研

發機構數量達到31家，引進孵化企業200多家。

全市高新技術企業快速壯大，2015年經認定的

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達到985家，數量在全省

地級市中排名第一。

東莞市堅持「 市場主導，政府引導 」的方針，

推動智能製造產業發展迅速。目前，全市工業

機器人的市場應用約為10,000台，其中五軸以

上機器人約2,000台。全市智能裝備製造企業

約400家，從業人員5.5萬人，2015年實現工

業總產值約260億元，涉及數控機床、機器人

裝備和電子工業專用裝備等十多個行業。其中，

工業機器人相關領域企業近200家，形成了一

定的規模和影響力。東莞被認定為國家級兩化

深度融合暨智能製造試驗區和廣東省智能製造

示範基地。為解決製造企業生產工藝裝備落後

及用工成本高的難題，市政府自2014年起實施

「 機器換人 」的專項計劃，支持企業用自動化、

數字化裝備代替人工，降低生產成本。「 機器換

人 」專項計劃的實施，大大加速了東莞製造業

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進程。

地理位置優越

東莞市位於珠江三角洲腹地，毗鄰廣州、

深圳和香港。改革開放後，東莞從「 三來

一補 」起步，走出一條獨特的產業發展道

路，建立了龐大的製造業體系，形成了電

子信息、電氣機械及設備、紡織服裝鞋帽、

食品飲料、造紙和紙製品業五大支柱產業，

以及玩具及文體用品、家具、化工、包裝

印刷四個特色產業。

突出的企業加工製造能力

這種能力不僅體現在加工製造的工藝、設

備和技術上，還體現在優越的產業配套環

境、企業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和產業之

間的關聯互動上。例如，東莞電子信息產

業從本來以生產計算機輔助設備為主，近

年來為適應市場需求變化，迅速轉向手機

製造，成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和智能終

端製造基地。電子信息產業的快速轉型，

還帶動了其他產業如數控機床、模具等產

業的快速發展。

鎮街特色 經濟發達

每個鎮街都有自己的特色產業，全市擁有

34個廣東省科技廳認定的特色專業鎮，構

成了由骨幹企業、配套企業、專業市場和

服務體系構成的產業集群，形成了產業鏈

上下游互補的聚集優勢。近年來，圍繞特

色產業的研發體系正在逐漸建立，專業鎮

之間的協調互補也在不斷完善。

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徵

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徵東莞企業中，外資和

台資、港資企業佔有較大比例，本地中小

型企業則多是加工貿易型企業。外貿進出

口增速連續兩年在全國外貿總額前五名城

市中排名第一。近年來，為改變本地企業

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現狀，市政府著力推動

企業轉變經營模式，拓展內銷渠道，積極

開創從單純「 外向依賴 」轉為「 內外並重 」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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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問題

˙ 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

和元器件仍然過份依賴進口；大多數企業研

發投入佔銷售收入的比例不到1%；

˙ 品質效益水平不高：目前東莞製造業的增加

值率僅為22% 左右，遠低於先進國家和地區

35% 左右的水平；眾多加工貿易型企業並沒

有自主品牌，缺少研發能力，規模小，抗風

險能力弱；

˙ 兩化融合深度不夠：大多數企業對「 製造業

＋互聯網 」創新發展趨勢應對不足，依然沿

襲舊的發展模式，缺乏長遠的戰略謀劃和有

效的升級措施。

二、發展思路與目標
（一 ) 發展思路

為堅定「 製造業強市 」的發展方向，深入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次規劃以「 雙手、雙創、

雙提升、雙轉型 」為發展思路，推動東莞製造

業實現五個轉變：

經過十年奮鬥，實現東莞製造業由以代工、貼

牌生產為特點的跟隨型發展模式，轉向擁有自

主技術、自主品牌為特點的領跑型發展模式。

（二 ) 發展目標

總目標

到2025年，把東莞建成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先進

製造業基地，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和智能製

造裝備產業為特色，為實現《中國製造2025》

提出的建設製造強國的宏偉目標作出重要貢獻。

「 東莞製造 」成為「 中國製造 」的卓越品牌。

要素驅動 創新驅動

低成本競爭優勢 品質效益競爭優勢

傳統製造 數字化、智能化製造

粗放型製造 綠色製造轉變

生產型製造 服務型製造轉變

「 雙手 」 既要借助市場這隻「 看不見的

手 」，更有效地發揮市場在配

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

注重政府這隻「 看得見的手 」，

充分發揮規劃、財稅、信貸等

政策手段以推動產業升級，形

成市場拉動、企業主動、政府

推動的整體合力。

「 雙創 」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弘揚「敢

為人先 」的創業精神和「 愛崗

敬業，百折不撓 」的創新精神，

激發企業家的無窮創造力，鼓

勵全民參與，崗位創新，讓人

人有參與創業和創新的機會，

在創業和創新的實踐中實現理

想追求和人生價值。

「 雙提升 」 提升製造水平，提升品質效益。

由「 機器換人 」起步，實施技

術改造，推動製造過程向智能

化、綠色化方向發展。以量大

面廣的消費品製造業為重點，

著力打造優質產品和知名品牌，

在產業鏈各環節開展創新，提

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 雙轉型 」 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在製造

業發展的新時期，繼續貫徹

「 經濟、社會雙轉型 」的方針，

推動製造業向創新、優質、服

務和綠色轉型，社會生活轉向

協調、融合、崇尚實業及尊重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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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標
三、	推動重點領域

	 突破發展
（一 ) 發展智能製造裝備和
 智能輸配電設備 

數控機床及專用設備 

1. 吸引國內外的著名數控機床企業落戶東莞，

發展高檔數控機床、加工中心、專用數控機

床，以及功能部件；

2.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抓住傳統產業「 機器換

人 」的機遇，研製自動化、數字化和智能化

專用製造裝備，重點是電子製造裝備、模具

與塑料成形裝備、包裝印刷專用製造裝備、

家具製造裝備、毛織專用裝備，同時發展針

對性強的個性化高效機床、上下料機械手、

AGV 小車等自動化設備；

3. 開展基於製造環節的融資租賃服務、庫存管

理服務；

4. 開展基於銷售領域的整體解決方案服務、工

程總承包服務；

5. 開展基於設備售後遠程監控與在線診斷服

務、設備維修保養與改造服務等。

工業機器人和3D打印設備

1. 深化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基地建設，培育

和引進工業機器人和3D 打印設備的研發企

業、系統集成商和設備服務商，以及關鍵零

部件和材料供應商，形成產業體系；

2. 建設好廣東省智能機器人研究院，以共性技

術攻關、功能部件研發、機器人集成應用和

專業人才培養等為重點，打造開放共享的公

共創新平台。

電子專用設備和智能化生產線

1. 重 點 在 接 插 件、 功 能 件 與 結 構 件 製 造、

PCBA（印刷電路板 ) 、電子整機裝配、平

面顯示器件、貼片式元件製造等領域，研發

應用精密注塑機、精密沖壓機，提升電子接

插件製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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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結構領先 工業總產值增加一倍，實現

由一萬億向二萬億的跨越；

擁有五個千億元產業集群、

25家以上百億元企業，穩居

全國製造業城市第一梯隊；

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和智能

製造產業快速發展，先進製

造業、高技術製造業佔規模

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

超過60% 和50%，建立規

模大、結構優的新型製造業

體系。

製造模式先進 大型企業普遍推進由生產型

製造轉向服務型製造，全面

應用定制化生產模式在部分

行業。兩化融合發展水平指

數達到92以上，企業應用電

子商務比例達到90% 以上，

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

製造技術貫穿產品設計生產

銷售服務的整個過程，成為

全國製造業模式創新領先城

市。

創新能力強勁 研發經費支出佔生產總值的

比例超過3%，有效發明專

利量突破兩萬件，工業勞動

生產率年均增長10% 以上，

廣泛應用產業基金、融資租

賃等金融創新工具。科技創

新成為製造業發展的主要驅

動力。

品質效益一流 工業增加值率達到25%，擁

有名牌、名標超過1,200個，

品質競爭力指數達到90以

上。主要行業產品品質水平

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

產品品質安全指標全面達到

國家強制性標準要求，成為

國家品質強市示範城市。

生產綠色低碳 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和污染

物 排 放 均 降 低30% 以 上，

達到國內先進水平。綠色製

造技術得到廣泛應用，集約

化、節約化、低碳化和循環

化的生產成為主流，製造業

綠色轉型將走在全國前列。



2. 給雕銑機、玻璃磨邊機配套上下料機器人；

3. 在 PCBA 領域，研製電路板印刷、貼片、插

件、焊接和電路板品質檢測設備；

4. 在顯示器件製造上，研製自動電子玻璃印刷

機、電子玻璃品質在線檢測設備、ITO 電路

蝕刻設備、ITO 電路修復設備；

5. 在裝配線上，研製包裝機器人或專機，數控

打螺絲機，數控焊線機、包裝、碼垛機器

人、智能組裝生產線系統。

智能輸配電設備

密切圍繞節能減排和智能電網建設，發展節能

環保型和智能化電器產品，研發節能變壓器、

輸電線路狀態監測系統設備、柔性交流輸電設

備、柔性直流輸電設備、高壓直流輸電設備、

智能配電設備、分佈式電源和微網控制保護及

接入設備，以及新一代室內室外節能照明產品

和系統等。完善實驗室建設，建立產業配套體

系，提升產業競爭力。

（二 ) 推進消費品製造業轉型

東莞製造業的一個重要特色，是以消費類產品

生產為主，規模經濟特點很強。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生產與需求同步和提升柔

性化生產能力是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實現消費品製造業的增效降本，必須在產業鏈

各個環節開展全面創新。從原料輔料、研發設

計、工藝裝備，到產品營銷、倉儲物流、企業

管理等各個環節，全面推行智能製造和服務型

製造。

包裝印刷產業

包裝行業重點研製數控柔性生產設備，提高更

換產品的效率。發展特色包裝、高品位包裝，

推廣應用綠色包裝材料。印刷行業重點發展基

於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個性化規模定制印刷，

以「 網絡接單＋合版印刷 」、「 螞蟻工廠 」為特

徵的雲印刷，以豐富的供給保障多樣化的需求，

撬動長尾市場。

紡織服裝鞋帽產業

1. 重點研發綠色纖維、高端面料、功能性鞋用

材料、高科技紡織品及產業用紡織品；

2. 加快化纖、織造和染整等關鍵環節的改造；

3. 推動服裝和制鞋機械的應用，提高生產智能

化水平；

4. 鼓勵服裝鞋帽企業開展製造營銷模式創新，

依靠大數據和三維設計技術，發展基於互聯

網和智能終端 APP 的客戶定制和個性化設計

服務；

5. 毛織產業以提升電腦橫機的技術性能爲主要

任務，研發應用雙系統電腦橫機，增加花色

品牌，提高工作效率；

6. 普及電子商務應用，推進精準化供應鏈管理；

7.  加大對企業創建品牌的扶持力度，培育知名

品牌和區域品牌。

食品飲料產業

1. 提高生產和營銷的自動化、信息化水平；

2. 鼓勵企業採用工業機器人、數控食品加工設

備、自動化包裝設備、飲料無菌灌裝生產線

等先進設備和生產線，改進生產工藝；

3. 開展檢測、保鮮、急凍、包裝、品質和安全

控制等關鍵技術的研發，採用物聯網技術，

推廣物品編碼管理技術的應用，落實食品安

全追溯機制；

4. 建設國際認可的實驗室和產品檢測中心，打

造安全可靠的食品產業鏈；

5. 實施「 名牌帶動 」戰略，提升產品附加值。

玩具及文體用品製造業

1. 致力突破電子、數控等核心技術，研製高科

技玩具和文體用品，發展個性化與智能化設

計定制；

2. 加快加工貿易企業的轉型，發展自主品牌；

3. 加強玩具與遊戲、動漫等行業的跨界融合，

培育基於互聯網的玩具品牌，促進內銷佔比；

4. 大力推進電子商務應用，開拓國內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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