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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顺利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第一次监督审核

近期，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简称“电研院”）

顺利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2016 年第一次监督审核，并

获得监督审核部门颁发的《保持认证注册资格的通知》。

电研院自 2009 年获得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来，已制定并实

施相关管理制度 50 余项，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孵化、财务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公共服务等各领域。接下来，电研院将继续严格执行质

量管理体系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 ISO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监督检

查，不断提高我院的管理运行水平。

http://www.dgiei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50:iso9001&catid=9:2014-05-01-06-57-17&Itemid=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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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青企协莅临我院参观交流

7 月 13 日下午，东莞市茶山镇青年企业家协会（以下简称“青

企协”）到访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贺知明副院长

接待了来宾。

贺知明向客人介绍了我院的基本情况，并与协会成员就企业目前

存在的技术问题和未来可能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青企协会长袁锦

棠、常务副会长黄琼衍等均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参访交流，进一步促

进电研院与企业的直接合作，并形成常态互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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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才资源发展促进会一行莅临我院参观交流

为加强人才交流合作，7 月 15 日上午，东莞市人才资源发展促

进会走进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以下简称“电研

院”），实地参观了电研院展厅，并与我院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

谈交流。

会上，我院代表就电研院在发展历程、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企

业孵化等方面的工作向来宾做了介绍。促进会会长叶菁感谢电研院对

本次活动的支持，他指出，本次活动旨在加强会员间沟通交流，进一

步探讨创新驱动下东莞企业人才发展战略如何落地。

随后，各企业代表就企业家成长之路与东莞企业家模型构建、智

库建设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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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南市考察团一行莅临电研院参观交流

7 月 21 日上午，安徽淮南市八公山区教育局黄磊局长一行赴东

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以下简称“电研院”）进行考

察交流。

在电研院展厅，我院代表向考察团介绍了电研院的建设和发展情

况，并就电研院在科技创新、企业孵化、科技金融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进行了汇报。随后，考察团一行走访了电研院孵化参股企业——广东

睿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超电子”）和东莞市东电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电检测”），了解了智能手机胎心仪、

孕儿宝软件平台等优秀产品，并参观了电磁兼容公共实验室、安规公

共实验室及 3 米法电波暗室等实验室，进一步了解企业运营管理模式

及产品检测认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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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广东睿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由 2011 年度东莞市创业领军人才武

剑辉博士于 2012 年 6 月发起组建成立，是集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民

营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低成本、高性能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设

备、便携式家用医疗仪器等创新型数字医疗系统的研究及相关产品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服务。

东莞市东电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由电研院于 2011 年投资成立，致

力于为企业提供独立的第三方产品检测与认证服务。公司建有电磁兼

容公共实验室、安规公共实验室、微波射频公共实验室、汽车电子检

测公共实验室、能效检测公共实验室以及化学检测公共实验室。

考察团一行参观东电检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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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工业技术研究总院麦均洪副院长一行走访

电研院

7 月 28 日下午，华南理工大学工业技术研究总院麦均洪副院长

一行 10 余人走访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以下简称

“电研院”），电研院副院长梁勇接待了来宾。

梁勇向客人介绍了电研院的建设背景和发展历程，并重点介绍了

我院在科技创新、企业孵化、人才培养、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麦

均洪对我院的创新实践表示肯定和赞赏，希望两院积极探索开展多领

域、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形成“产学研”互动合力，加速科技成果产

业化，共同为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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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研院举办入户政策宣讲暨新员工培训会

7 月 29 日下午，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简称

“电研院”)在会议室 A310 召开了东莞市人才入户管理办法等相关政

策宣讲暨新员工培训会，各部门行政联络员、新入职员工参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院务部人力资源室就《东莞市人才入户管理办法》、

《东莞市条件准入类人才入户实施细则》、《东莞市积分制人才入户

实施细则》及《东莞市企业自评人才入户实施细则》等入户政策进行

了宣讲，详细讲解了入户条件、入户流程、资料准备等内容。随后，

人力资源室就《考勤与假期管理规定》、《出差管理办法（试行）》

等制度对新入职员工进行了培训。大家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

了交流讨论。

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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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指南

一、申报条件

(一)学历

申请级别 学历 已有职称条件 从本专业工作年限 备注

高级 博士学位 半年以上

中级 3 年及以上

中级 硕士学位后 2 年及以上

硕士学位 3 年及以上

双学士学位 助理后 2 年及以上

双学士学位 4 年及以上

本科 助理后 3 年及以上

本科 5 年及以上

大专 助理后 4 年及以上

大专 8 年及以上

助理级 本科 1 年及以上

专科 3 年及以上

中专 5 年及以上

(二)职称英语—《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成绩通知书》

中级：B级以上合格证书; 高级：A 级合格证书

《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成绩通知书》考试--每年 11 月份报名，

次年 3 月份考试(报名地址：广东省人事局专业技术人才考试网，考

场：东莞市统一安排)

收费：60 元(考试中心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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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称计算机—《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

格证书》

初级：3 个模块以上合格证书; 中级：4 个模块以上合格证书; 高

级：5个模块合格证书

(报名地址：广东省人事局专业技术人才考试网，考场：东莞南

城职业中学)

收费：60 元/科，共 300 元(考试中心收取)

( 四 ) 广 东 省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继 续 教 育 证 明

http://www.gdhrss.gov.cn/jxjy/注册网址

中级、高级：2013 年-2016 年公需课 18 学时/3 天，专业课 60

学时/10 天，选修课 12 学时/2 天

收费：350 元/年

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下设施教机构：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

程研究院，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总部二路 17号 A509 室

(五)论文条件要求

中级、高级：发表两篇以上专业技术论文

要求：至少一篇第一作者，刊号为 CN、ISSN 的专业期刊上发表。

(六)工作总结要求

申报初中高级职称评审均需撰写工作总结，一般要求不少于1500

字。

(七)业绩成果要求

http://www.gdhrss.gov.cn/jx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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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间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成果材料。

(八)资料时间：每年 7 月开始 8 月结束。先网络提交所有资料扫

瞄件，由市人力资源局审核通过后提交纸质档材料。

职称评审费(职称评审中心收取)：初级 280 元;中级 450 元;高级

580 元。

二、申报材料

(一)申报表格

1、《()级专业技术资格送评材料目录单》1 份(贴在牛皮纸档案

袋上);

2、《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1 份;

3、《()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助理

级)10 份、中级 15 份、高级 20 份);

4、《广东省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信息录入表(普通)》1 份;

5、《证书、证明材料》1 份;

6、《业绩、成果材料》1 份;

7、《贴资格证相片、身份证复印件页》1 份;

8、《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前公示情况表》1

份;

9、《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聘任期满)考核登记表》1 份(请填写近

3 年的考核情况);

(二)证明、证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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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论文书刊原件;

11、工作总结;

12、在现工作单位缴交今年度连续半年以上的社保凭证原件;

13、学历(学位)证书及鉴定证明等。

上述资料应按要求装订后依次装入档案袋内。建议在档案袋上写

上本人的连续电话及职称服务工作联络点名称。

三、联系方式

地址：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总部二路 17 号 A509 室(东莞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

电话：0769-22897676 15818283086 黄老师

0769-22891499 转 8806、8810、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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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湖去年国家高新区考评全省地级市第一！靠的是什么？

图为松山湖一家北斗导航芯片生产中心

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开展的 2015 年度国家高新区评价结果近日正

式出炉，松山湖高新区在此次参评的 116 个单位中位列第 29 位，在

广东省名列第 3位，稳定全省地级市第一。

从 2010 年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以来，松山湖的考评排名逐年上

升，谈及这一系列变化，松山湖(生态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科

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过去一年来，园区全面启动珠

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自创区”)建设，在多个领域先

行探索超常规发展道路，自主创新建设开始呈现全面开花的发展势

头。

科技创新核心指标持续向好

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此次公布的 2015 年度国家高新区评价结

果，松山湖的排名为第 29 位，较前年同比的第 30 位提升 1 位。在接

受采访的松山湖(生态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看来，科技创新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该负责人介绍，去年，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0.8%;实现

http://www.dgiei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66:20160718&catid=87:2015-04-20-08-33-48&Itemid=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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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上工业总产值 1570.54 亿元，同比增长 11.9%;税收总收入 81.12

亿元，同比增长 80.79%;全国高新区综合排名第 30 位。其中，代表

科技创新核心指标的高企数量、上市和挂牌企业数量、专利申请和授

权量、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均明显增加。

在自创区建设等机遇带动下，园区在多个方面展开大刀阔斧的探

索，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科技创新在其中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市级孵化器认定园区有 11 家单位提出申报，市级孵化器评定园

区有 14 家单位提出申请。

截至 6 月底，园区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 2 家，在审 3 家;筛选出

符合高企申报条件且有意向的企业 40余家。

1—6 月，园区专利申请总量为 2087 件，同比增长 53%;其中，发

明专利 1093 件，同比增长 90%。园区专利授权共 1118 件;其中发明

专利授权 429 件，同比增长 204%。PCT 申请量 38 件。

这一系列来自科技创新领域的变化支撑，让松山湖高新区综合排

名提升至第 29 位，在广东省名列第 3 位，高新区考评全省地级市第

一。

着力提升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率

上述负责人表示，按照上述考评结果，松山湖高新区综合排名较

去年有所提升，但一级指标中“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跟自创区

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园区在创新经济效益、企业盈利能力方

面有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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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接下来，松山湖将围绕自创区建设“八大抓

手”，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任务，着

重推动以下多个方面工作有所突破。

比如，松山湖聚集全市绝大多数的新型研发机构，这些机构是园

区乃至全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

该负责人透露，接下来园区将在新型研发机构重大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上进一步下狠功夫，计划试行“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成效提升计划”，通过建立领导挂点、团队跟进、贴身服务、深度挖

潜、考核奖励的制度，对接新型研发机构及背后高校院所科研资源，

实现科研成果在园区转移转化。

具体来说，将推动电研院围绕方滨兴院士“信息安全(网络空间

安全)产业化基地”项目，进行“云计算安全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项

目”、“国际高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项目”等领域产业化;推动华南

创新设计院引进“云计算和大数据平台的新能源技术”项目及“虚拟

展示和跨境电商服务”等项目产业化;推动东莞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研

究院启动的无人直升机、新能源动力系统、新能源运载器、新型纳米

材料、智慧制造等项目应用研发和成果转化;推动华中工研院以智能

制造新型感知技术为核心，面向智能制造应用的 RFID 读写器和特种

标签产品项目产业化。

布局百亿级医疗产业国际合作创新中心

不断涌进并落地成长的众多中小型创新企业，是松山湖保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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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活力的重要基础所在。

前不久，松山湖获批广东省首批“互联网+”试点示范小镇。为

此，松山湖方面提出，接下来将以此为契机，以互联网与科技创新融

合发展路径，通过贴身服务、有度资助、考核激励等方式，进一步优

化创新生态环境。

其中，园区将重点抓好以“草根”为主体的创新型科技单位，以

“平台+科技公司”的模式，推动科技公司自主核心技术加快实现产

业化。包括大力推动珂珞赫慕电子材料公司以“失效光伏和锂电池再

资源化项目”、佐佑科技公司以“柔性纳米稀土电热发热薄膜及替代

ITO 柔性透明银纳米线项目”、科圣特公司以“高效节能电机项目”

及微铭科技公司以“PEM 电解水制氢项目”等为核心技术的产业化发

展。

在促进国际科技合作重大科技成果转移上，上述负责人透露，园

区将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引进具有海外科研资源的科技成果

转移通道，成体系引进海外优质科技项目，打造开放型经济生态。

具体包括推进中航科特勒公司、德国医谷管理公司，在松山湖建

设“国际尖端医疗技术和精准医学产业中国转化创新中心”，引入德

国、美国及以色列等国家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包括核医学影像、新型

医疗设备、分子诊断、细胞治疗、高值医疗耗材、下一代测序应用、

医疗大数据、医疗机器人、抗体药物、新型疫苗药物、中医现代化产

业、医疗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领域，形成 150 亿—200 亿集群式发

展产业;推动李泽湘教授倡议的香港科技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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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东莞智能技术研究院，开展机器人芯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方面的产品研发和人才培养等。

■链接

超常规发展 扶持自主创新

作为东莞落实自创区建设的领头羊，松山湖在过去近一年时间围

绕自主创新取得了哪些成果和进展?结合松山湖(生态园)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的介绍，记者整理了松山湖超常规发展扶持自主创新的攻略

图。

A.5 人团队引进培育 153 家机器人企业

去年以来，松山湖在自创区率先推进“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

务试点，用信息化加强部门统筹和流程再造，并制定了首问责任制、

重点项目绿色通道、限时办结制等制度，促进服务效率提高，利企便

民;有效发挥专业服务团队作用，通过明确方向领域，组建专业团队，

长期跟进服务，有效推动了园区科技与产业发展。

如，园区组建的机器人产业服务团队，以 5 人核心团队，长期跟

进智能机器人行业，在园区引进、培育了 153 家行业企业，且数、质

量正在稳步提升;积极推进内部绩效管理改革，有效激发全体干部职

工的工作积极性。

B.探索新型产业用地混合使用机制

面对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松山湖从 2016 年起启动探索新增新

型产业用地类别，以及工业、研发用地之间的相互转换、拆分和合并

的土地混合使用机制，目前已完成了土规修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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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快速落实“科教用地可兼容研发与中试、科技服务

设施与项目及生活性服务设施”这一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政策，松山

湖目前已先行先试，对科研用地项目兼容设施试点实行备案制度，着

力解决科技载体生活服务需求。

C.毕业生每年最高可获 3万元资助

作为创建省级人才发展改革试验区，松山湖(生态园)管委会通过

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新型研发机构和企业代表、高层次人才代表等相

关人员召开了近 20 场专题调研和座谈会，并经过实地及网络问卷调

研，初步形成了《松山湖(生态园)创建省级人才发展改革试验区建设

方案》。

按照方案，园区将通过试验区建设，建立健全人才发展的特殊政

策、特别机制、特色载体、特惠服务、特优环境，为全市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聚集高层次人才。此外，试验区对支撑企业发

展起基础性作用的新进人才，也给予了专门的政策支持，分别对新入

职的本科毕业生每半年资助 1.5 万元、研究生每年资助 3万元。

D.35 个项目推进产城融合

结合自创区现状及未来的发展需求，上半年，松山湖系统梳理了

园区现状设施配套情况，印发了《松山湖(生态园)提升城市功能，推

动产城融合行动纲要》，决定通过实施十大工程，建设 35 个项目，

提高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和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推进产城融合发展，着

力提升城市品质，力求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五年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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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经济活动功能单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功能不足的现状。

来源：东莞时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