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门市工业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十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工业经

济保持平稳增长，运行质量持续提高，实现速度与质量、效

益协调发展。“十一五”时期，我市工业产业将进一步转变增长

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工业产业结构向高级轻型化、

适度重工化提升，推动产业布局由沿江（西江）、沿湖（银

洲湖）向沿海转变，促使传统优势产业强化竞争实力，高新

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和重化工业加快发展，努力实现工业经济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十五”时期工业发展情况 

 （一）总体发展情况 

  1、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 

  2005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443.3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7.73%，“十五”时期年递增 15.42%。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 314.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44%，“十五”时期年递增

14.4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销售收入 140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4%；利润总额 3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64%。全市工

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136%，比 2000 年提高 24.94 个百

分点。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 4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25.5%，比 2000 年提高约 12 个百分

点。 

  2、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成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1）从三次产业看，第二产业中工业经济主导地位进

一步加强。 

   2005 年全市生产总值 802.16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79.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0.8%；第二产业 397.86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6.8%；第三产业 324.58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

三次产业比例为 10：49.6：40.46， 与 2001 年 13.3：46.1：

40.6 相比，第二产业提高了 3.5 个百分点。2005 年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的比重为 79.12%。 
 

我市 2001－2005 年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及现状 

   单位：亿元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第一产业 71.3 72.77 73.64 77.23 79.72 

第二产业 246.21 264.67 288 333.52 397.86 

第三产业 217.08 228.55 256.17 284.9 324.58 

三次产业

结构比例 
13.3:46.1:40.6 12.9:46.8: 40.3 11.9:46.6:41.5 11.1:47.9:41 10：49.6：40.46 

（数据来源：江门统计资料） 
 

（2）重工业持续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产业

重工化、高级化趋势明显。 

   2005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14.78 亿元，其中

轻工业实现增加值 182.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42%；重工

业实现增加值 131.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7%。轻工业增

加值比重工业增幅高 4.45 个百分点。轻重工业的增加值结构

比例为 58.08：41.92，与 2001 年的增加值结构比例 63.93：

36.07 相比，重工业快速增长，比重上升了 5.85 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得到较大的调整优化，产业重工化、高级化趋势明

显。 

 

我市 2001－2005 年规模以上轻重工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轻工业 130.8 150 150.8 174.8 182.82 

重工业 73.8 78.5 102.3 124.9 131.96 

轻重工业

结构比例 
63.93：36.07 65.65：34.35 59.58：40.42 58.32：41.67 58.08：41.92 

（数据来源：江门市统计年鉴） 

 

2004 年江门制造业主要行业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江门市 广东省 

江门/广东 
工业总产值 行业比重 工业总产值 行业比重 

总计 1322.85 100% 26720.87 100% 4.95% 

1、金属制品业 185.86 14.05% 1120.86 4.19% 16.58% 

2、电气机械及器材业 157.76 11.93% 2714.75 10.16% 5.81% 

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 95.14 7.19% 1270.42 4.75% 7.49% 

4、纺织业 93.31 7.05% 920.63 3.45% 10.14% 

5、纺织服装、鞋、帽业 84.32 6.37% 841.59 3.15% 10.02% 

6、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57.92 4.38% 7454.33 27.9% 0.78% 

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00.65 7.61% 1187.73 4.44% 8.47% 

8、塑料制品业 53.36 4.03% 964.66 3.61% 5.53% 

9、建材工业 47.11 3.56% 867.69 3.25% 5.43% 

10、通用设备制造业 41.74 3.16% 389.43 1.46% 10.72% 

11、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39.71 3.00% 576.01 2.16% 6.89% 

12、造纸及纸制品业 47.26 3.57% 488.06 1.83% 9.68% 

 



（本表按国家 36 行业划分，数据为市统计局快报数，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3、区域特色产业集聚效应凸现，发展后劲强 

 “十五”期间，我市已形成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

如蓬江区的摩托车及零部件、五金卫浴产业和钻石珠宝产业，

江海区的中小型电机产业，新会区的五金不锈钢产业，开平

市的纺织服装、水暖卫浴器材产业，鹤山市的制鞋、印刷业，

恩平市的麦克风及电声器材、纳米碳酸钙产业，台山市的铝

材加工业等。“十五”期间，我市先后获得了“中国汽车零部件

江门产业基地”、“中国摩托车产业示范基地”、“中国五金不锈钢

制品生产基地”、“中国麦克风行业产业基地”、“中国水龙头生产

基地”等 10 个国家级产业基地称号。 
 

我市主要产业集群一览表 
 

特色（集群）产业 主要分布区域 
产业规模 

（产值、亿元） 

金属制品业（五金、不锈钢、

集装箱制品业） 

司前镇、会城镇、大鳌镇、杜

阮镇 
150 

化纤纺织服装业 开平市、新会区 235 

摩托车及零部件业 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 95 

水暖卫浴业 水口镇、杜阮镇、址山镇 35 

印刷业 鹤山市、蓬江区 36 

制鞋业 鹤山市、台山市 30 

麦克风及电声器材业 恩平市 25 

纳米碳酸钙业 恩平市 
年产 15 万吨，占全国

60％以上 

拆船及钢铁业 双水镇、沙堆镇 50 

 

4、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和名牌产

品 

   2005 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 160 多家。中油碧辟石油有



限公司、大长江集团、新会中集等 3 家企业跻身中国外资企

业 500 强。“十五”期间，我市积极实施名牌带动战略，截至

2005 年，我市共有“金羚”洗衣机、“莲花”白砂糖、“豪爵”125

系列摩托车、“SAP”铝型材、“李锦记”酱油和“味事达”酱油、“维

达”生活用纸、“嘉宝莉”建筑涂料（内外墙）和“朝阳”陶瓷密封

水嘴等 9 个中国名牌产品，1 个中国驰名商标、41 个省名牌

产品和 37 个省著名商标。这些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对发

展和壮大我市支柱产业和优势企业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带

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5、产业空间布局渐趋合理 

  从各区、市看，新会区的主要产业有五金不锈钢制品业、

集装箱制造业、拆船及钢铁业；蓬江区的主要产业有摩托车

及零部件制造业和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五金卫浴产业、建材

业；江海区的主要产业有摩托车及零部件制造业、电子信息

产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开平市的主要产业有

化学工业、纺织服装业、食品工业、水暖卫浴业；鹤山市的

主要产业有纺织业、制鞋业、灯饰业、印刷业；恩平市的主

要产业有建材业、麦克风及电声器材业、纳米碳酸钙业；台

山市的主要产业有电力生产、机械五金制品、铝材加工等。

从地理分布看，主要分布在沙坪至崖门出海口（江沙工业走

廊-高新区-今古洲开发区-银洲湖区）的沿西江、沿湖经济带

和佛开高速、开阳高速的鹤山至恩平段的沿路经济带上，少

部分分布在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台山南部沿海)和新台高速公

路的沿路（海）经济带上。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江门工业主导产业多属于工业生命周期中的成熟或衰



退阶段，处于创新或高成长阶段的较少，传统产业素质不高，

产业高度化不足，工业发展速度较慢。制造业中“轻”“重”比例

关系不够协调，轻型化特征比较明显。强而大的龙头企业不

多，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先导产业和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不

够强，品牌影响力不够大。物流业、专业市场等第三产业对

制造业的服务、促进作用不够明显，等等。 

    二、“十一五”时期工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发展的机遇 

从国际、国内的环境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趋势日益突出，国际市场上生产要素快速流动，国际

产业加快转移，为我市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大力发展

新兴产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经过

2002－2004 年的加速增长之后，2005 年经济进入稳定增长

期，经济的自主增长动力仍较强，国民经济呈现增长较快、

效益较好的发展态势，为我市工业加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国内

环境。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经济协作进一步深化，有利于进

一步拓宽我市工业发展空间和领域。港珠澳大桥、广珠铁路

和珠三角城际快速轨道的兴建，江中、江珠、江肇高速的通

车和建设，银洲湖和川岛深水港的开发，为发挥区位、资源

优势加快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我市的环境来分析，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市已形成

了较好的产业基础，涌现了一批产业集群，产业配套环境日

趋完善，“产业洼地”逐步显现，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有利于

优化产业结构，扩大产业规模和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我市前

一阶段对可持续发展自觉探索和实践，进一步优化了江门的

投资环境，有利于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推进工业



向适度重工化和深度轻型化方向发展。随着高速公路、铁路

和航道建设加快，交通环境进一步改善，有利于各种生产要

素向我市聚集和流动，为工业加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面临的挑战 

  从国际、国内环境分析，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

易摩擦不断增多，使我市以出口为主的工业企业可能受到较

大的影响。国际石油价格高企，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将进

一步使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获利难度加大。周边国家和地区，

以及国内和珠三角各城市竞相发展，使我市在引进资本、技

术、人才和重大工业项目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从我市情况分

析，工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产业素质不高，

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发展不协调，投

资需求相对不足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十一五”时期，我市工业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同

时也面临着挑战，但总体环境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因素比

不利因素多。“十一五”时期是我市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

必须认清形势，抢抓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 

  三、“十一五”指导思想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

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发展、协调发展为主题，以优化

结构为主线，大力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我市工业产业竞争力

和工业经济效益。加快制造业基地和能源基地建设，优化产

业结构和布局，加快临港经济发展，实现产业布局由沿江向

沿海提升，以大项目带动为重点，实现产业结构由以轻工业



为主向适度重型化提升。进一步增强机电、纺织、食品、造

纸、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壮大电子信息等高新技

术产业规模，促进石化中下游产业、装备制造和钢铁加工等

重化工业加快发展，努力把江门打造成广东省世界级制造业

基地的区域中心和珠江三角洲新一轮发展的主要增长极。 

（二）目标 

1、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6%左右，到 2010

年达到 3031 亿元左右。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6%左右，到 2010

年达到 661 亿元左右。 

   3、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逐步提高，力

争 2010 年达 35%以上。 

   4、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

比“十五”期末降低 18％以上。 

   四、重点发展产业 

   （一）加快改造提升机电、纺织服装、食品、建材等

传统产业 

    1、机电工业。重点发展摩托车及零配件制造业、金

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业、机械装备制造业。继续大力

发展摩托车及零配件制造业，进一步加大摩托车及零配件技

术研发能力的培育，重视行业内的技术研发合作，建立区域

性的行业技术研发中心，以信息化和现代物流为依托，构建

“摩托车”销售中心，提升区域的行业特质，增强产业吸引力，

努力将我市的摩托车产业打造成为全国性的摩托车生产中

心、技术研发中心和出口基地。引导金属制品制造业提升产

业素质，培育龙头企业，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继续扶持中集



集装箱制造基地的发展，保持其在中国乃至全球的领先地位。

积极引进如华冠钢铁等金属制品的上游原材料项目，延长产

业链。重点发展多功能、特殊用途集装箱，以餐具为主的不

锈钢餐、厨、水暖卫浴产品，高档建筑五金配件及装饰品，

新潮高档的金属线编织品等。巩固提升电气机械及器材业，

重点发展绿色智能家用电器，开发新型、高科技含量的特种

家电产品，向数字化、网络技术应用等方向发展，做大做强

金羚集团等知名品牌企业。加快发展机械制造业，向高精度、

高效率的精密制造业发展，并大力推进装备工业发展，使机

械装备工业成为我市新兴主导产业。 

  2、纺织服装业。重点发展化纤纺织品、服装成衣、高

级服装面料和服装配件等行业。发展以石化产品为原材料的

化纤纺织品，实施“大化纤”生产格局，把我市建设为全国重

要的化纤纺织生产基地。积极推动纺织服装业向服装（成衣）

制造延伸，鼓励企业树立自己的品牌，形成原材料-化纤-纺

纱-织造-针织-印染-服装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加快发展无纺布、

羽纱、粘合衬等辅料及拉链、钮扣、饰件、缝纫线等配件。

大力发展替代进口的高档服装面料，以牛仔服装为突破口，

引进与转型相结合，大力发展梭织服装、针织服装、鞋帽、

服饰等产品，以成衣制造拉动织造、印染、针织、纺纱、化

纤及原材料工业发展，实现上下游产业的良性循环。加大力

度扶持产品设计和品牌建设，打造江门纺织服装业发展的新

优势。 

  3、食品工业。以巩固传统产品、发展新型产品并举为

原则，推动食品工业体系的壮大升级，在保持现有酱料、饼

干、糖果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重点发展调味品、海产品加



工和休闲绿色食品等行业。加快调味品制造业发展，以新会

李锦记、开平味事达、开平广合等企业为龙头，扩大我市调

味品的品牌影响和市场占有率。发挥我市海洋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海产品深加工产业。在符合现代消费趋势、市场需求

量较大的现代食品领域寻求突破，重点发展特色食品、绿色

食品、功能保健食品，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壮大食品工业总

量，打造江门品牌的绿色食品。 

  4、建材工业。重点发展玻璃生产及加工、铝材加工及

钢材加工、建筑涂料等行业，大力改造提升水泥生产行业。

积极发展玻璃深加工产业，进一步发挥平板玻璃生产技术优

势，积极向建筑用玻璃、汽车玻璃、灯饰玻璃制品等下游产

品延伸。大力发展铝材加工和钢结构产业，加大银洲湖区域

小型轧钢厂的技术改造力度，依托拆船业发展低层建筑用钢

材。加大水泥产业布局调整和技改力度，积极配合海螺水泥

项目在银洲湖南部临港地带建设建材工业园区。积极承接产

业转移与辐射，发展建筑涂料、高档建筑装饰材料和新型包

装材料。 

  （二）大力发展造纸、石化中下游产品、汽车零配件业

等潜力产业 

  1、造纸及纸制品业。在银洲湖区域、广海湾区域规划

建设纸业园区，高起点建设好银洲湖纸业基地，使之成为引

进纸业项目的重要载体，进一步优化纸业布局，注意引导各

类造纸企业和配套产业向纸业基地的合理集聚，严格控制制

浆比例，实施清洁生产，强化绿色造纸和环境保护。跟踪落

实亚太纸业、摩迪卷烟纸业等重大项目，并有选择性地引进

资本、技术雄厚的大型纸业项目。扶持维达纸业、甘化等大



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优化造纸原料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

结构。重点发展文化用纸、包装用纸、生活用纸等中高档产

品。文化用纸，重点发展电脑打印纸、无碳复写纸等；包装

用纸，重点发展各类低定量、高强度的包装用纸和纸板及其

他配套纸板；生活用纸，重点发展中高档卫生纸、餐巾纸及

一次性餐具等同时，通过不断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使产

品向高附加值转变。积极向包装印刷制品、纸箱制品等方向

延伸，扩大纸业产业链。利用我市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度发

展造纸人工林基地，有条件地实施林浆纸一体化战略，实现

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2、石化中下游产业。重点从石化产业链的中下游产品

入手，着力提高产业的加工深度和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

精细化工产品。抓住银洲湖被纳入广东沿海石化产业带的规

划机遇，高标准、高起点抓好崖门口石化产业基地的规划编

制与建设工作，积极实施银洲湖与广海湾区域江海联动开发

战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合理开发利用沿江、沿海岸线，

承接周边地区提供的石化原料生产石化中下游产品，延伸石

化产业链条，加快形成产业的集聚效应，将银洲湖和广海湾

区域的资源、区位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走园区化发

展模式，推进石化园区建设。建设产业集群模式石油化工和

化工中下游产业基地，降低区内企业投资、三废治理和物流

费用，缓解石化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提高资源利用

率，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结合城市建设规划要求，推动原

位于城区的化工企业进行空间布局的调整，鼓励化工企业集

中到产业园区发展。 

  3、汽车零配件行业。充分发挥江门在机械制造特别是



摩托车制造方面的优势，借鉴摩托车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以广东省汽车零配件产业总体战略为指导，抓住机遇，充分

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和技术、人才优势，坚持错位发展，参

与全省的分工协作，推动汽车零配件产业快速发展。积极开

展招商引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依据“市场主导、政府引

导、企业发展”的模式，积极引进汽车零配件厂商，努力融入

到全省、全国乃至全球汽车零部件工业产业链当中，形成以

江沙工业走廊汽车零部件产业带为中心，各市、区汽车零配

件产业协调发展的局面，使江门成为广东省较具影响力的汽

车零配件生产基地。 

  （三）突破发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

医药、光机电一体化、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电子

信息工业结构调整步伐，以计算机外部设备、电子元器件等

为重点和突破口，在强化现有优势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基

础上，重点打造汽车电子产业链。加速发展精密医疗器械产

品，积极介入基因工程领域，巩固酶工程和发酵工程优势。

加快发展包括纳米新材料、磁性工业材料、电子信息材料、

新能源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生态环境材料、新型建筑及化

工新材料等。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生物质能、潮汐能等新

能源。 

  （四）促进造船业、钻石珠宝业和中医药产业等新兴产

业的发展 

   1、造船业。抓住我国船舶工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充分

利用银洲湖水域具有水深、无淤泥、岸线长、航道较宽等优

良的自然条件以及地理优势，打造银洲湖造船产业群。跟踪



落实银星造船、南洋船舶、华南造船厂、鸿达造船以及欧莱

游艇等项目。发展附加值高的休闲游艇。加快发展船舶配套

业。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形成产业集聚，将银洲湖打造成为

珠江西岸新兴的造船基地。 

  2、钻石珠宝业。充分利用潮连“钻石岛”的品牌，高标准、

高起点搞好规划，完善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建设，做好珠宝

产业招商，尽快形成产业集聚，扩大产业规模，形成品牌效

应。搞好旅游、休闲、购物规划，使旅游产业和珠宝产业相

互促进，把潮连岛建成国内外著名的“钻石岛”。 

  3、中医药业。实施中医药名市战略，大力推进中医药

产业化进程。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药。积极引进知名大型中医药制药企业，力争在短期内迅

速扩大产业规模，争做建设广东中医药强省排头兵。 

  （五）加快能源工业发展，构建广东省重要能源基地 

  以电力生产为重点，配合国家、广东省的能源发展战略，

把江门建成广东重要的能源基地，满足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

能源供应提出的更高要求。加快发展核电，优化发展煤电，

积极开发利用水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形成以大型骨干电

源为主，多种电能并举的结构。重点抓好台山电厂一期续建

工程，大力推进台山电厂二期、新会电厂首期，以及台山腰

古核电站建设工程；加快推进新会抽水蓄能项目和川岛风力

发电工程。配合银洲湖纸业基地建设，重点抓好新建新会双

水电厂 60 万千瓦热电联产机组，做好崖门 LNG（液化天燃

气）电厂建设。 

  五、实施措施 

 （一）优化工业产业结构，提高工业产业素质 



  1、坚持经济建设以工业为重点的发展思想，不断强化

工业的主导地位。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找准我市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

位置，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注重培育发展市场需求

大、成长性高、带动力强的战略主导产业，以大规模引进为

主，大力培育和加快发展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精细化工、

精密制造等产业和行业，逐步形成新的支柱产业群。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临港工业，打造沿海石化、钢铁、造

船产业。发展钢铁的下游产品加工，培育短流程的钢铁工业，

充分借助现代物流业的优势，发挥钢铁产业与机械装备业、

汽车零配件等产业的联动效应。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

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医药、光机电一体化、节能环保等高

新技术产业。积极用高新、绿色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

品、设备和工艺，全面提高传统产业的附加值、技术含量和

档次，继续着力打造机电、造纸、纺织服装、食品、电子信

息、建材六大制造业产业集群，努力把摩托车及零配件、造

纸等产业提升为在国内乃至世界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 

  2、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大工业产业

结构调整的力度，优化工业产业结构。 

  把握好崖门口沿岸（银洲湖一带）被《广东省工业九大

产业发展规划（2005－2010 年）》列为全省重点发展的五大

石化基地之一的机遇，根据《广东省石油和化学行业结构调

整实施方案》中提出把银洲湖建设成石化中下游产品生产基

地的要求，做好银洲湖石化产业区的发展规划，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加强产业招商，发展高附加值、深加工的石化

中下游产业。稳步推进银洲湖纸业基地建设，以新会双水电



厂为中心规划建设好能源综合利用工业园区，发挥产业聚集

优势，将银洲湖区域打造成全省造纸业的三大板块之一。加

快建设国洋热电有限公司在高新区进行热电联供项目，加强

资源综合利用，降低区内企业投资建设成本，减少污染。 

  （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增强综合竞争力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关键要抓好“三自主三加强”。“三自主”

就是：企业掌握自主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打造自

主名牌产品。“三加强”就是：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体

制机制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和区域合作。进一步发挥政策

导向作用，突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以优势企业

为创新重点，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投入以及建立各

种形式的研发机构，支持企业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的联合协作，选择具有高度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产品

或项目，实现关键领域的集成创新与突破，使之成为产业关

键和共性技术研发的重要载体。加强公共技术创新、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等服务体系建设，积极稳妥引进创业风险投资。

强化知识产权工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力度，优

化创新环境。大力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引导企业积极采用国

际标准，鼓励企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三）切实抓好“五个一批”工程建设，努力培育若干个

百亿元产值的龙头企业、工业强镇、产业集群、产业基地（工

业园区），进一步提高工业经济发展水平。 

  1、着力抓好一批企业集团，培育若干个年产值超 100

亿元的企业集团和一批特色中小企业。 

    有强大的企业才有强大的产业，继续实施大企业集团带

动战略，加大力度鼓励和扶持大长江等大企业集团加快发展。



要通过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造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使大企

业集团切实转换经营机制，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法

人实体。鼓励大企业开展资本运营，充分利用境内外资本市

场，通过并购联合实现快速扩张，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自主品牌、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

力争培育若干个年产值超 100 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同时，

立足产业集群，着力培育一批“小而强、小而精、小而专、小

而特”的中小企业。促进大企业集团与中小企业相互合作，加

强配套，协调发展。 

  2、着力打造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区域品牌，提高产

 

通过加大实施名牌带动战略力度，逐步形成一批带动性

强、关联度大、优势资源集成度高的产品和产业，有效提高

我市产业竞争力。落实有关奖励扶持政策，全力推动有条件

的企业申创省级、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名牌产品和驰（著）名

商标。引导和支持产业集群行业协会创建区域品牌，加强品

牌资源整合，进一步建立起产品质量、原材料管理、生产管

理、销售服务、形象标识和人员培训的全面标准化的技术支

撑体系，加快建设综合性工程中心，为打造区域品牌提供技

术性保障，加强对中间产品、主要经营活动的全面监控和对

原材料选用设置门槛条件，通过以市场化运作为基本模式，

以整体性宣传策划为主要推广方式，以品牌经营为核心，以

授权使用、有偿使用为主要交易方式，以紧密协调为营销策

略，整体推进，分布实施，全面打造区域品牌。 

  3、着力抓好一批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集群优化升级，

培育若干个工业总产值超 400 亿元的产业集群。 



  壮大一批产业集群，以大企业集团和中小企业集群的协

调发展推进产业基地建设。对长链产业，要积极吸引关联企

业集聚，形成相互配套，减少配套成本；对短链产业，要通

过打造区域品牌，扩大影响，扩大市场范围与产业规模。大

力推进纸业、摩托车及零配件、化纤、集装箱、五金卫浴、

电声器材等产业集群发展，积极培育和扶持发展石化、汽车

配件和珠宝加工等产业基地。把纸业、摩托车及零配件、化

纤、集装箱、五金卫浴、电声器材等打造成为全国规模一流

的产业基地；把不锈钢制品、纺织服装、平板玻璃、铝材、

食品、电池、制鞋等打造成为省内规模一流的产业基地。打

造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提高载体建设水平、抓紧产业发展

规划和招商引资、积极开展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建设工作等，

力争培育若干个总产值达 100 亿元的产业集群。同时，加强

研究跨行政区域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在产业发展的支撑服务

体系建设、专业集散市场建设等方面相互协调，形成互补、

共享格局。整合资源，把我市的摩博会、不锈钢制品展览展

销会、水暖器材展会等打造成专业性会展。积极组织产业集

群企业组团参加国内外的知名会展争取订单。 

  4、进一步推进园区建设，培育若干个产值超 300 亿元

 

重点推进江沙工业走廊、高新区、银洲湖和广海湾四大

工业开发区以及国家火炬计划新材料产业基地鹤山园区、台

山新宁工业园、开平水口工业园、翠山湖工业新区等核心工

业园区的建设发展。加快发展园区经济，紧紧抓住新一轮国

际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重组的战略机遇，把引进项目投资与

园区开发结合起来，实现开发主体和资本多元化，使园区成



为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以规划为龙头，大力推进沿海、沿

湖、沿江、沿路组团式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引导产业合理布

局，促进产业集聚，形成一批有规模的特色产业群，培育若

干个工业总产值达 100 亿元的工业园，增创产业新优势。 

  5、推进一批工业强镇建设，加大对镇级工业的扶持，

培育若干个总产值超 200  

进一步推进我市中心镇和专业镇建设，抓好规划编制，

提高中心镇和专业镇的建设管理水平；加快工业载体建设，

发展特色经济；以专业园区和专业市场为抓手，打造镇级经

济发展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灵活

运用政策，加大对镇级工业的扶持，调动镇级发展经济的积

极性，培育若干个总产值达 100 亿元的工业强镇。 

  （四）注重招商引资，促进招商引资实现新飞跃，不断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断开拓招商引资新领域，在抓好对外招商的同时，注

重对内招商，加大对珠三角、长三角发达地区的招商力度，

重点瞄准世界 500 强大企业，大力吸引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国

公司，以及国内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扩大

项目引进的联动效应和“外溢效应”。要重视产业招商和园区招

商，注重依托现有产业链和优势产业招商，通过产业整体招

商，实现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突破性发展，把高新技术产业

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主攻方向。要进一步推广“异地招商”的

经验，实现不同行政区域的优势互补、互利发展。提高引资

选商的科学性，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招商工作，在招商过程

中综合考虑投资强度、产出强度、财税贡献、资源消耗、环

境影响等因素，严把项目准入质量关。抓好项目到位资金的



跟踪与协调，推行项目开工投产的跟踪考核制度，切实提高

招商引资资金到位率和项目转化成效。 

  （五）优化产业布局，形成错位发展和区域特色 

  按照“三大组团、两条经济带”（三大组团是江沙工业走廊、

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洲湖区域；两条经济带是“沿佛开

-开阳高速公路经济带”、“西部沿海高速公路（江门段）经济带”）

的产业布局要求，根据我市空间布局和经济、产业、人口、

资源、交通等基础，确立七大重点发展区域，具体是发展江

沙工业走廊组团、高新技术开发区域、环开平区域、银洲湖

区域、广海湾区域、环台城区域、恩平区域。加强各级工业

园区的规划，建立现行区划下不同行政主体的协调发展与园

区整合机制，推进跨行政区域标志性产业、支撑体系、发展

环境的一体化规划与建设，倡导协同发展、合作竞争的行政

与商业文化，克服园区无序建设，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水平。

大力推进“工业城”建设工作。进一步找准江门在珠三角的地

位，积极参与大珠三角、泛珠三角乃至国际区域经济竞争与

合作，积极承接珠三角发达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发挥比较

优势，在合作中实现更快发展。促使各区域产业发展有所侧

重，加快培育和形成各自的主导产业，形成合作竞争、互促

发展的态势。 

  （六）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

原则，创建一批具有龙头带动、示范推广作用的清洁生产企

业、生态产业园区，探索有效措施加快新会拆船钢铁有限公

司和甘化集团这两个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发展，重点建立“拆船

-轧钢-铸造-加工”、“造纸-热电-建材”等模式的循环经济示范基



地。 

  企业层面：在掌握所属行业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根据企

业自身的特点，在不损害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前提下，选择通

过技术进步、改进管理、创新生产和运营模式等途径在节能、

降耗、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上树立行业典范。开展资源节约

和环境友好型的设计；建立环境友好型的采购制度；建立环

境友好型的物流系统；探索环境友好型的营销模式；推动产

品责任延伸制度建设。 

  园区层面：在不断建立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企

业之间副产品、废弃物、边角料的互相利用，促进产业集群

化和物质流的有效整合，系统地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形成资

源高效利用、循环利用、环境冲击最小、可持续发展竞争力

不断提高的园区产业体系。建立集中供热体系；建立废弃物

循环利用技术标准；建立废弃物和再生资源交易信息系统；

完善产业体系的生态改造。       

  城市层面：调整产业结构，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

用的产业体系等。 

  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建立比较完善的清洁生产管理体制

和实施机制，切实转变工业污染防治的观念和方式，从过去

的“末端治理”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变。大力控制污水、废

气、 

固体废弃物和噪声等各种工业污染，通过环保工业园区的建

设，引导污染企业转移和集聚强化治理，减少和避免对环境

的破坏。纸业基地的建设和重化工业的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紧密结合起来，在引进项目时必须严格进行筛选和环

境影响评价，严格按照环保法规对重点污染企业进行监督管



理，把工业发展与“蓝天、碧水、青山、绿地”的环保工程紧

密结合起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最佳协调与统筹。 

  （七）大力发展服务于工业产业发展的现代物流业 

  抓住 CEPA 实施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机遇，加强与港

澳及佛山等周边地区在现代物流业上的合作。重点发展服务

于产业发展需要的“产业物流”。整合土地资源，高起点建设物

流园区，依托规模较大的集群产业如摩托车、五金不锈钢制

品、纺织服装等产业，配合支柱优势产业的发展培育若干个

在省内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专业集散市场，以专业集散市场建

设为突破口，实现专业集散市场和集群产业的良性互动发展。

加大力度对现有市场进行升级改造。构筑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平台和信息平台，完善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为主的政策平台，

高水平、高起点地建设物流交通基础平台，完善物流公共信

息查询系统和物流电子商务信息系统。积极引进境内外大型

物流企业落户江门，扶持香港大昌贸易行有限公司等第三方

物流企业的发展，尽快形成若干技术先进、主营业务突出、

核心竞争力强的物流企业。加快台山电厂煤炭中转站的建设

速度，抓紧中石油崖门储运基地项目的选址、论证、立项工

作，力促两个项目尽快上马，为江门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

的能源保障。 

  （八）建设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 

  基础设施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市交通、港口、能源

等基础设施，提高产业区域竞争力。 

积极配合和重点抓好台山电厂二期工程建设和双水电

厂扩建、银洲湖与广海湾区域的港口及港口集疏运系统建设、

川岛深水港开发建设、城市轻轨系统建设、江门对外快速通



道建设、滨江大道建设、环银洲湖高等级公路建设、港珠澳

大桥建设、广珠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崖门 LNG（液

化天燃气）电厂建设、台山腰古核电站建设等。 

  人力资源支撑体系：要建立全方位的人力资源引进吸纳

机制，放宽对流动人口的限制，积极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的各

类人才。强化高、中级职业技术教育，建立与主导产业相适

应的培训机构，加强高级技工的培训。建立与国内重点高等

院校或科研机构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合作的联系机制，推动人

才的流动和项目的合作交流。 

  土地、淡水、生态支撑体系：建立建设用地集约供应保

障体系，在符合国家政策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提下，积极

拓宽建设用地来源，做好土地文章，保障产业发展重点项目

的需要。强化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土地利用价值。要统筹考

虑水源地、供水管网、污水处理、排水设施等的规划和建设，

调整优化饮用水源地布局，形成配置合理、节约高效的区域

给排水体系。加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产业带的生态环

境容量和承载能力，改善产业发展的生态条件。 

  公共服务平台支撑体系：将政府支配的有关专项基金统

筹利用好，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投入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

原则，联合行业协会共同打造促进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

如公共信息中心、技术创新中心、检测检验中心等，以及工

业园区周边配套基础设施环境等，促进企业集聚，推动产业

发展。 

  政策支撑体系：要继续完善和落实好市政府关于招商引

资的鼓励政策、扶持工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强化各地各部门

政策资源整合，突出政策协同配套，积极挖掘政策潜力，政



策资源集中向重点区域及功能平台建设倾斜。尽快建立由市

领导挂帅、主要职能部门领导组成的重大项目落实协调小组，

加强对重大工业项目跟踪服务。尽快建立全市产业发展联席

会议制度来推动和落实各项政策资源到位，并进一步做好各

重点产业（行业）和重点地区的发展规划，促进产业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