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2 年刚成立时，惠州仲恺高新区人烟稀

少，交通不便，高新区内只有一条宽9米的惠樟公

路和几家不成规模的来料加工企业，30年栉风沐

雨，一代代高新区人凭借着在百折不挠中淬炼而

成的“创新、开放、大气、包容”的区域精神，激荡

起逐梦不息、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

如今的惠州仲恺高新区，不仅是全国移动智

能终端重要生产基地和配套产业集聚区之一，而

且是全球重要的高能环保电池生产基地，先后引

进培育了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中

外企业；获得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国家级绿

色工业园区、国家首批十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等17个“国字号”招牌；在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

一路跃升至第32位。

披荆斩棘开新路

时间是见证者，数据是发言人。一串串

数字，清晰定位了一个“而立之年”高新区的

成长坐标。

1994年，惠州仲恺高新区开始对园区基础设

施进行全面改造，惠樟公路由 9米拓宽到 60米，

2002年惠河高速建成通车。2004年，惠州仲恺高

新区整合惠台、松山、平南形成“一区多园”发展

体制，彩电、激光头、光盘驱动器等电子产品年产

销量在全国排名第一，手机产销量全国排名第

二，与此同时惠州仲恺高新区先后获评国家电子

信息产业基地、国家（惠州）视听产品产业园。

2010年 2月，惠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

一步推动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

决定》，赋予惠州仲恺高新区行使市一级经济管

理权限和县区一级行政管理权限，扩大了管理范

围，区域面积拓展到 345平方公里，形成了“一区

四园五镇”的发展格局。

从面积 8.8 平方公里到 345 平方公里，30 年

来，惠州仲恺高新区的产业棋局与版图，在持续

的迭代过程中不断升级与完善。与此同时，高新

区“二次创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到 2021年全区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800亿元，达到 808.4亿元；营

业收入 3045 亿元，增长 22.7%，首次突破 3000 亿

元大关……

“我们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村庄，现在工

业（大楼）已经（建）起来了，配套设施也建起来了

或陆续推进。”对于眼前的变化，大韩集团董事总

经理黄辉华如是感叹。实际上惠州仲恺高新区

更深刻的“巨变”，是 30 年来内生动力的持续增

长。“2021 年，惠州仲恺高新区以惠州市 3%的土

地面积、不到10%的人口，创造了惠州市约50%的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约 1/3的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以及占惠州市 16%的地区生产总值

……”在惠州高质量园区行座谈会现场，惠州仲

恺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汤俊介绍说，如今的惠州

仲恺高新区吸聚了全球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5000
多家企业入驻，在全国高新区的最新综合评价排

名中跃升至第32位，取得了惠州仲恺高新区历史

上最高排位。

蝶变的背后，有哪些“仲恺经验”和“仲恺密

码”？汤俊总结了 4 点经验：一是抓工业、抓制

造。目前智能装备融合了大数据、传感技术等，

其产值高、堆头大，动辄成百上千万元，因此一定

要抓好装备制造业，通过算力、算法做成识别装

备，从而引导这一产业集聚发展。二是要做好城

市配套。现在园区内项目是起来了，但有的道路

建设还不完善，因此园区最需要的是基础配套，

为此惠州仲恺高新区积极主动融入惠州“丰”字

交通主框架，整体按照“适度超前、立体现代、智

能智慧”的规划建设理念，加快建设内优外联的

交通网络体系，完善好公共服务、智慧化等配套

设施。三是加大高端人才引进的力度，以对园区

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持，持续提升重点高新区产

业发展承载力。四是营造安居乐业的创业氛围，

进一步促进高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惠州仲恺高新区率先试点探索的企业

首席服务官制度，被写入广东省“民营经济十条”

并在全省复制推广。

创新引领谱新篇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激发高质量发

展动能。多年来，惠州仲恺高新区坚持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实施“恺炬创

新行动、恺旋人才计划、互联网+仲恺智造、恺源

行动计划”四大行动计划，基本形成覆盖技术开

发、成果转化、产业扶持、创新服务、人才奖励等

各环节，囊括孵化器、科技金融、高层次人才、知

识产权等各领域的创新政策体系，为该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2012-2021年，惠州仲恺高新区财政累计投

入科技资金 54.85亿元，年均增长 25.5%；全区高

新技术企业存量 677家，拥有广东省级工程中心

75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存量 10家，省级各类创

新平台130家，各项创新指标稳居惠州市首位，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显著，发展潜力不断增强。

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惠州仲恺高新区不

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持续以“一企一策”的形式

对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或产学研合作的企业、平台

给予用地或资金支持，去年全年拨付场地租金、

研发补贴等费用共计1239万元；引进电子科技大

学电子信息技术研究院、江苏大学惠州创新港、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协同创新研究院等一批科研

院所，促进高新区内成果转化和人才集聚；高新

区技术转移及招才引智平台累计服务企业 4651
家，促成技术项目落地150项，在线技术交易合同

金额达1.67亿元。去年，惠州仲恺高新区还发布

了发布“3+1”人才新政，发放人才津补贴近 4000
万元，拥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人选 21人，新增广

东省博士工作站 2家。截至目前，该高新区拥有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个、博士工作站13个，惠州市

级以上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当年新增博士和硕士

数量等多项指标，稳居惠州市各县（区）首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积极构建“双创”服务体系，

营造一流创新创业环境。截至 9月底，仲恺港澳

青年创业基地引进创新创业项目10项、港澳青年

创新园 7个；全区新增在孵企业超过 70家，孵化

载体 21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5家、广东省级孵

化器3家、广东省级加速器1家，国家级众创空间

8家，在孵企业超 700家，孵化面积 80万平方米，

加速器联盟面积超 100万平方米，孵化育成体系

各项指标占惠州市60%以上，持续领跑惠州市，累

计孵化上市企业 10家、规模以上企业 70家。孵

化器毕业企业亿纬锂能 2009 年 10月上市，目前

市值已达 1700 亿元。该高新区连续承办 6届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惠州（广东·惠州赛区）暨“天鹅

杯”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发动516家企业参与

创新创业大赛，合计 3 家企业获国家级奖项、51
家企业获广东省级奖项、72 家企业获惠州市奖

项，创新创业氛围愈发浓郁。

产业立本筑新区

为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惠州仲恺

高新区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推动全区

主导产业由21世纪初的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

升级为2010年代的平板显示、移动互联网、LED、

新能源和云计算、智慧装备等“4+2”产业体系。

近年来，该高新区着眼全球高端产业发展动态，

根据惠州市委、市政府“2+1”产业集群部署，做优

做强移动智能终端、超高清视频显示、智慧能源、

人工智能、激光与增材制造等 5大制造业与信息

服务、科技服务、流通服务、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

业融合发展的“5+1”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惠州仲恺高新区高度重视延链补链强链，积

极开展产业链招商，引进了旭硝子显示玻璃、华

星光电高世代模组、创维数字等一批优质项目，

构建了超高清视频显示“基板—面板—模组—整

机”完整、自主、可控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培育了

德赛西威、华阳通用、博实结等优质企业，形成了

完整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引进培育了赣锋锂

业、德赛电池、亿纬锂能等龙头企业，形成了新能

源电池全产业链的优势产业集群。与此同时，该

高新区今年 1-9月新落地项目 234宗，计划投资

512.31亿元，预计产值1119.27亿元；新动工项目26
宗，计划投资约 309.21 亿元，预计产值 653.55 亿

元。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51个，总投资977.19亿

元，2022年计划投资194.04亿元，1-10月份，已完成

投资约196.13亿元。

如果把 30年的发展史比喻为一曲豪迈激扬

的交响乐，那么每一段历程都是一段华彩的乐

章，每一个成果都是一个响亮的音符。时光倒回

21 年前，最初在惠州仲恺高新区成立的亿纬锂

能，原本是一家以做电池起家的新能源“小企

业”，但通过深耕细作，终成长为为数不多同时掌

握锂原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专业制造商，并在消费

电池和动力储能电池等细分领域异军突起，如今业

务遍布全球，从而在这一领域具备了全球竞争力。

“我们是仲恺土生土长的创新型企业，从零

起步。”在今年4月亿纬动力xHEV电池系统项目

的投产仪式上，亿纬锂能董事长刘金成博士深情

地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感恩惠州仲恺高

新区这片热土，对这里充满了特别感情。”更令人

振奋的是，投资22亿元的动力电池研究院即将在

惠州仲恺高新区建成，2500名行业一流工程师将

汇聚于此，相邻的第 30、31工厂也有望年内建成

投产。目前亿纬锂能正全力落实100GWh动力储

能电池战略规划，计划3年左右在惠州仲恺高新区

建成产值规模达千亿元的国际一流灯塔工厂。

亿纬锂能的快速发展，是惠州仲恺高新区产

业快速发展、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的一个缩影和见

证。经过30年的深耕厚植，该高新区不仅培育了

TCL、德赛、亿纬锂能等本土知名企业，先后集聚

了华星光电、旭硝子等行业龙头企业，吸引了全

球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5000 多家企业入驻，形成

了智能终端、超高清视频显示和新能源三大支柱

产业。该高新区液晶电视机、车载娱乐信息系

统、锂电池的产量和市场份额，均位居全国乃至

世界前列。截至9月，该高新区已有23家工业企

业完成10亿元产值，8家工业企业完成50亿元产

值，4家工业企业完成百亿元产值。

如今，惠州仲恺高新区共有广东省电子信息

制造业百强企业 7家、百亿级元企业 8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

业2家,广东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1家、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855家，形成了由若干根植性强的“链

主”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协同发展、

具有区域特色和品牌优势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近年来，惠州仲恺高新区始终把推动企业数

字化转型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突

破口，支持企业利用信息技术“上云上平台”，推

动企业内部、企业间、产业链间的数据集成应用，

核定“上云上平台”企业 96家，奖补资金 1283万

元；支持企业构建 5G技术应用场景，建设“工业

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企业 13家，奖补资金 2986
万元；推动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对研发制造等环节

进行数字化改造，44家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贯

标认定，278家企业被认定为数字化转型企业。

高效服务成就高质量

在经济发展一路高歌向前的同时，惠州仲恺

高新区格外注重民生工程，每年坚持将七成以上

新增财力用于民生建设，新改扩建仲恺中学、仲

恺高级中学、惠州仲恺高新区第九学校、惠州仲

恺高新区第十小学等一批学校，建成惠州仲恺高

新区人民医院新院、潼湖卫生院、38间村卫生站

等一批医疗设施，不断补短板强弱项，增进高品

质民生福祉，向着“十四五”目标——建设更加幸

福的国家一流高新区迈进。

今年4月11日，和畅一路、惠桥快线、智慧大

道 3条市政道路同步通车，这意味着惠州仲恺高

新区打通“一环八射”任督二脉，“对内大循环、对

外大联通”交通大格局初步形成，有效疏通了仲

恺高新区东接惠城、西接东莞的关键“经络”。

日益雄厚的产业基础、愈加顺畅的交通路网、

迅速集聚的人才储备、持续发力的科技创新等四大

优势，是支撑头部企业选择落户仲恺高新区的关键。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OO 王成表

示，过去几年TCL在惠州仲恺高新区潼湖智慧区

已经投资120多亿元，高新区对企业的政策扶持、

“店小二”的服务理念等也让落地企业切实感受

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

实际上，当好“店小二”、为企业提供贴心服

务，一直是惠州仲恺高新区创建良好营商环境的

重点工作之一。该高新区首创的“首席服务官”

制度，面对面研究解决企业问题，为入驻企业提

供贴心的政务服务；“一窗通办”“照章户税”“智

惠批”“涉企事项周六延时办理”等创新项目审批

方式，实现“仲恺速度”；在医疗、教育、文体娱乐

等方面为企业落地提供高品质配套服务。近年

来，在良好的区位优势、“店小二”式的营商环境、

高效的行政服务等多项优势的加持下，惠州仲恺

高新区成为多地客商投资创业的首选项。今年

上半年，惠州仲恺高新区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416.08 亿元，同比增长 7.2%，完成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284.90亿元，同比增长 9.7%，两项指标总

量和增速均居惠州市第二位。

2021年，惠州仲恺高新区描摹了“十四五”发

展蓝图，目标在“十四五”末，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达到 6000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000
亿元，综合排名进入全国高新区前30名。

“十四五”开局之年，惠州仲恺高新区即交出

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全年GDP达 808.43亿元，首

次突破800亿元，经济总量位居惠州市第二；GDP
同比增长17.9%，增速位列惠州市第一。

三十而立再出发。如今，这份成绩单再次刷

新“仲恺速度”。2022年前三季度惠州仲恺高新

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累计 2344.27 亿元，同比增

长 10.1%。工业增加值实现 412.52 亿元，同比增

长7.1%。其中，产值总量前30名重点企业1-9月

预计完成产值1585.77亿元，同比增长10.5%。与

此同时，一个更加富裕、更加美丽、更加平安、更

加幸福的国家一流高新区建设新局面正在徐徐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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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奋进三十年三十年 惠州仲恺高新区迎蝶变惠州仲恺高新区迎蝶变

从面积 8.8 平方公里到 345
平方公里，30年来，惠州仲恺高

新区的产业棋局与版图，在持

续的迭代过程中不断升级与完

善。如今的惠州仲恺高新区不

仅是全国移动智能终端重要生

产基地和配套产业集聚区之

一，而且是全球重要的高能环

保电池生产基地，先后引进培

育了全球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0 多家中外企业，获得国家

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国家级绿

色工业园区、国家首批十家创

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等 17 个“国

字号”招牌。

近年来，惠州仲恺高新区

优化确立智能终端、超高清视

频显示、智慧能源、人工智能、

激光与增材制造等 5 大制造业

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5+
1”现代产业体系，在“5+1”现代

产业体系中，高新区内均有行

业领军企业。

惠州仲恺高新区召开高层次人才干部座谈会。 刘铭/摄

智慧大道、惠桥快线 凌小花/摄

亿纬锂能生产车间

华星光电

仲恺大道 钟泽民/摄

本版图片来源本版图片来源：：惠州仲恺高新区惠州仲恺高新区

惠州仲恺高新区工业标准厂房集中投产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