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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五” GDP增约 1/3 

来源：广州日报 时间：1月 15日 

https://gzdaily.dayoo.com/h5/html5/2021-01/15/content_870_74

1405.htm 

广州“十三五” GDP增约 1/3 

  站在“十四五”新起点上，广州扬帆起航，力争在全国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中走在前列 

广州“十三五”回顾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我国发展

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广州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数据显示，预计广州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4万亿元以上，比 2015年的 1.8万亿

元增加了约 1/3。 

  2019 年，广州汽车产量 292 万辆，居全国第一；4K 板

卡出货量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认证

企事业单位 4982 家，居全国第一；广州碳交所碳配额现货

交易量累计成交突破1.69亿吨，排名全国第一……一串串“第

一”的成绩，也为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

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人才“孔雀东

南飞”。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如今的广州，国内外创新“领头羊”

纷纷在这里加大发力布局，各种创新要素加速聚集，夯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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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首次

将广州与深圳、香港组合，形成“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

排名全球第 2 位。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广州扬帆起航，瞄准建成粤

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目标不断前进，力

争在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中走在前列，成为全球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争取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核心区。 

  数读“十三五” 

  292万辆 

  2019 年，广州汽车产量 292 万辆，在国内城市中排名第

一。 

  637.47亿元 

  2020 年前三季度，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637.47 亿元，同比增长 8.3%。 

  6.95万件 

  至去年 11 月底，全市有效发明专利量 6.95 万件，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5.4 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 倍。 

  第 2位 

  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首次将广州与深圳、香港

组合，形成“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排名全球第 2位。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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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产量居国内城市第一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

审议通过的《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制定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预计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 2.4 万亿元以上。而

广州市统计局公布的《2015 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2015 年，广州市实现 GDP18100.41 亿元。

相比之下，2020 年广州 GDP比 2015 年增长了约 1/3。 

  这背后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双轮驱动”的结果。广州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数据显示，汽车产业是广州制造的第一

支柱产业。广州是全国三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国家汽车及

零部件出口基地、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

国家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

范区。目前，广州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成为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首批培育对象。 

  2019 年，广州汽车产量 292 万辆，在国内城市中排名第

一；实现工业总产值 5461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 28.4%。目前，广州已形成了东部、南部和北部三大汽

车产业集群。 

  创新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去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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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实现广州高质量发展最好的抓手。“十三五”以来，

广州密集出台超高清视频、集成电路、数字新基建、5G、工

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信创、区块链、

工业软件等多个细分产业专项政策。2020年前三季度，全市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637.47亿元，同比增长 8.3%。 

  超高清视频和新型显示产业呈现“新优势”，依托千亿级

新型显示产业发展优势，积极开展新数字家庭行动，初步形

成覆盖摄、采、编、存、传、显的超高清视频全产业链；广

州市显示模组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4K 板卡出货量连续多

年全球第一，4K 电视产量全国居前；在印刷显示、超高清

超高速摄录设备研发方面实现多项全国首创、世界领先，聚

华印刷及柔性显示中心成为全省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预计到 2025年，产业规模将超 2500 亿元。 

  广州集成电路产业实现“新突破”。实施“穗芯”计划，推

动粤芯 12 英寸晶圆项目顺利投产，填补我省制造业“缺芯”

空白。在集成电路设计、封装测试等领域引进培育安凯微电

子、慧智微电子、昂宝电子、兴森快捷等一批细分领域龙头

企业，相关产值近 300亿元。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新成长”。软件产业是广州的优

势产业，名列全国八个“中国软件名城”之一，先后被授予国

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全国首个区块链

发展先行示范区。产业规模从 2000年的 30 亿元发展到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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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4283 亿元，增长了 140 倍，连续 15 年保持 15%以上的

增速。近年，7 家企业跻身 2019 年国家软件百强，8家位列

全国互联网百强，39 家企业成为国家规划布局重点软件企业。

培育了网易、微信、唯品会、酷狗、虎牙、欢聚时代、北明、

中望龙腾等一批全国龙头企业。 

  广州还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融合“新平台”，打造国家工

业互联网先导区，工业互联网生态环境走在全国前列，工业

互联网资源居全省第一。广州先后引进了树根互联、阿里云、

航天云网、海尔科技等 20 多家国内知名平台，初步建成了

以树根互联等国家级双跨平台和百布网等行业独角兽平台

为代表的平台支撑体系。全面推进企业“上云上平台”，全市

规模以上企业“上云上平台”比例达 40%。 

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元素在广州不断聚集的背后，是有一张强有力的知

识产权保护网作为支撑。 

  “十三五”时期，广州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措施日趋完善，

全市 39 个部门共同签署《关于对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主

体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初步建立以

“信用+监管”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司法、行政、

海关、仲裁、人民调解有机衔接、相融互补的多元化知识产

权纠纷解决机制。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知识产权仲裁院、

广东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中国广州花都（皮革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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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广州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等积极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作用。全市各区推进建立重点产

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保护工作站。全市拥有知识产权调解

机构 62 家、仲裁机构 5 家、快速维权及援助机构 28家。不

断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开展针对专利、商标、版权

和打击侵权假冒系列专项行动，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有效震

慑知识产权违法行为。2016 年至 2018 年全国专利行政执法

绩效考核中，广州连续三年获得全国第一。 

  “十三五”时期，广州知识产权创造各项指标实现较高增

速，部分核心指标在全国保持前列水平。 

  至 2020年 11 月底，全市有效发明专利量 6.95 万件，每

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5.4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倍。

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累计

8923 件，年均增长 27%。全市有效商标注册量 143万件，马

德里国际注册商标量 1713 件，中国驰名商标 143 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11 件，地理标志商标 12件，集体商标 25 件。

全市作品著作权（含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累计 36.7 万

件，年均增长 15%。全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 171

家，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269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

认证企事业单位 4982 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全市累计获得

中国专利奖 169项，获广东专利奖 138项。 

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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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将建成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首次将广州与深圳、香港

组合，形成“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排名全球第 2位（广

州 2017 年排名 63 位、2018 年排名 32 位、2019 年排名 21

位）；“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从 2018 年全球第 25位跃升

至 2020 年第 15位。根据科技部发布的国家创新型城市排行

榜，广州超越杭州，在全国 72个创新型城市（不含直辖市）

中排名上升至第二。 

  展望“十四五”，未来更加可期，广州将围绕创新链部署

产业链，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以广州人工智能与数

字经济试验区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核心区，强化国家级、省

级等重点产业平台辐射带动作用，塑造“一核引领、一廊贯通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三区驱动（广州开发区、南沙

开发区、增城开发区）、多园支撑（开发区-价值创新园-市

区重点产业园区-村级工业园）”空间新格局。聚焦汽车、软

件和信创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十大千亿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培育若干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 

  未来，广州将全面建成“两城两都一高地”（智车之城、

软件名城、显示之都、定制之都、新材高地），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打造全球数产融合标杆

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