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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专精特尖”打
破技术垄断壁垒

智能制造瞄准世界级
多家大企业纷至沓来

中山市产业平台
（民众园）签订比亚迪等
4 个项目投资协议，达产
后预计年产值 400 亿元

“中山智造”走出
差异化突围路径

在拥有大片连片土地的中山市产业平台（民众园）内，彩迅工业公司正布局新的现代化厂区，建设上市基地。欧普照明也在此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总部，
建设自动化生产和物流基地。比亚迪也计划打造世界级高端智能终端制造基地。
民众镇镇长谢世华介绍，一批优质项目选择落户民众园，谋划企业未来发展蓝图。园区已签订比亚迪、彩迅工业、毅马新能源电
机、欧普照明等 4 个项目的投资协议，投资总额达 94.8 亿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400 亿元。另外 ,园区已签订合作意向书项目共
31 个，
投资总额达 273.225 亿元。

园区走访

12 月 6 日，媒体在中山迈雷特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采访。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打造上市基地 谋划总部蓝图

“上个月，我们成功交付了首台在
中山制造的 CT 机，12 月至今，我们的
订单就达到二三十台。”12 月 6 日上
午，明峰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
博士钱华告诉记者。据市经信局介
绍，近年中山市重点扶持一批“专精特
尖”装备制造企业和项目发展，通过自
主研发，填补国内在精密型装备领域
的技术空白，打破外国企业这些领域
的技术封锁和垄断，走出了一条“中山
智造”
的差异化突围路径。

在距离中山保税物流中
心不远的一大片开阔地块前，
彩迅工业（中山）有限公司人
力行政中心总监许伟向记者
描绘企业未来的发展蓝图。
彩迅工业公司业务遍布
全球数十个国家，不仅与国际
知名品牌合作，还拥有国外自
主品牌，在国内视频设备制造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里，我们有更多发
展机会。”许伟告诉记者，作为
一家出口贸易型企业，紧挨着
保税物流中心，无论是采购原
材料还是向国外出口货物，都
更加便利。在交通方面，未来
南中高速开通后，他们的产品
货柜可以直接通过南中高速
运送至南沙，预计约 15 分钟
可以从园区到南沙港。在区位
方面，民众园靠近深中通道出
口，未来的优势不容小觑。
在许伟看来，
民众园有大
片连片土地，
就像一张白纸，
公
司可以更好地布局，谋划未来
发展。他们将在民众园建设智
能化生产线，
从配件到成品，
一

条生产线可走完所有工序，避
免了货物搬运带来的人力物力
浪费。他们还将更好地满足未
来人才的需求，目前正在高标
准规划建设一个现代化工厂，
集休闲、
娱乐等多种功能，
与民
众园的生态环境相结合，让人
才享受舒适的工作环境。
“未来，这里将是我们的
上市基地。”许伟说，彩迅工业
智能显示已签约，投资 13 亿
元，用地规模 200 亩，预计达
产后产值 100 亿元。目前项目
已完成公司注册工作，彩迅工
业进出口业务已在中山运作。
他们希望通过落户民众园，进
军资本市场，实现在国内同行
业排名的提升，从全国前五进
入前一二名。
据民众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民众园有大片的连片土
地，靠近深圳，吸引了大批深
圳优质项目前来。已签约的有
棵树跨境电商项目，计划在中
山建立最具代表性的跨境电
商总部园，项目预计达产后产
值 140 亿元。

聚焦智能制造 瞄准世界级
“我们将在这里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总部。”在民众园，欧
普(中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
理胡会芳介绍，这是欧普照明
全球装饰灯生产基地项目，欧
普照明选择将项目落户在民
众园，除了看中这里的区位优
势，
还因为中山有创新空间。
该项目是省重点前期项
目，将建立欧普华南工业园
区，打造集装饰灯、集成家居、
电工、金属天花的智能化制造
生产基地及研发设计中心，并
定位为欧普中国区华南销售
总部。
胡会芳说，欧普照明预计
投资 25 亿元，打造全球装饰灯
生产基地项目。项目将实现产
品和生产工艺的升级，拓展新

的业务。前期规划投产的产品
种类包括电工电气的产品以及
未来的集成家居、智能家居产
品。这里，将建设智能化的、自
动化的生产厂区，打造自动化
生产和自动化物流基地。自动
化生产厂区将实现高度的自动
化，
在同等规模的生产条件下，
将节省三分之二的人力。
民众园签约的比亚迪智
能终端制造项目，
也将打造智
能制造项目。该项目是省重点
前期项目，建设智能电子终端
及零部件制造基地、轨道交通
设备及预制件生产基地。项目
用地规模约 800 亩，预计达产
后综合产值 250 亿元。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级高端智能终端制
造基地，
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本报记者 隋胜伟

中山市产业平台（民众园）效果图。

自主研发 掌握国际一流技术

权威访谈
○记者：民众园如何进行
规划建设？在招引项目方面主
要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谢世华：民众园产业定
位为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
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新能源
和新材料、健康医药等先进制

造产业。园区采取
“政府主导、
企业运作、
合作共赢”
的市场化
运作方式，
通过一揽子的规划、
建设、
运营综合解决方案，
谋划
将园区打造为
“产业高度聚集、
城市功能完善、
生态环境优美”
的高端产业平台。

民众镇就园区内的配套
设施建设已拟出综合开发 5
年建设规划和近期 18 个月的
具体建设清单，目前正在开展
项目勘测、设计、概算等前期
工作，力争一批重点基建项目
于近期动工。

○记者：园区建设取得了
哪 些 进 展 ？项 目 引 进 情 况 如
何？
●谢世华：园区在招商方
面严格把关，对标翠亨新区，
执行全市目前最高标准的项
目准入条件。
目 前 ，园 区 已 签 订 比 亚

迪、彩迅工业、毅马新能源电
机、欧普照明等 4 个项目的投
资协议，投资总额达 94.8 亿
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达
400 亿元，年纳税 10.56 亿元。
已签订有棵树、通宇科技等合
作意向书项目共 31 个，投资
总额达 273.225 亿元，
此外，
还

有一批在谈项目。
目前，
比亚迪
项目第一期用地已完成供地手
续，
正在填土。
彩迅工业等项目
已完成公司注册工作，彩迅工
业进出口业务已在中山运作。
欧普照明、有棵树等项目的选
址地块正在完善供地手续，计
划年底前挂牌出让。

○记者：如何营造良好营
商投资环境？如何加快推进项
目落地？
●谢世华：
民众镇建立
“管
理中心+平台公司”的管理模
式，
成立了中山市产业平台（民
众园）管理中心，
组建了产业平
台开发有限公司，引进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提高建设和产业服
务水平，
全面推动民众园建设。
民众镇对已签约项目做
好企业信息的存档工作，建立
重点招商项目库，并安排专人
跟进好项目的洽谈、签约、办
证、报建等一系列动工前期工
作，做到“一条龙服务”，力促

优质项目尽早落地见效益，全
力打造产业新城，推动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土地平整、水电
通讯等配套工程建设的全面
提速，对拟定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争取年内动工一批，打造
民众园的平台形象，为项目建
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速读概念

重点扶持 推动重大装备项目建设

中山市产业平台（民众园）规划面积为 43.7 平方公里，产业定位为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
造、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健康医药等先进制造产业。民众园位于中山市
东北部，距离深圳前海 30 公里，地处大湾区腹心，是大湾区发展的先导区和核心区。区位上，
民众园毗邻在建的深中通道，东临深圳前海自贸区，北接广州南沙自贸区，南望珠海横琴自
贸区。随着大湾区交通网络建设的完善，民众园将融入深圳 30 分钟经济圈，广州 30 分钟经济
圈。作为中山市重点产业发展平台，中山市产业平台（民众园）具有连片可供开发建设的土地
资源，
具备大项目和高端资源的承载能力，已成为中山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我市今年科技创新券申请火爆

首次采用抽签方式确定领券单位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 通
讯 员 黄 奋 敏）12 月 6 日 下 午 ，
2018 年科技创新券（自主研发券
和服务券）抽取工作现场会在市
科技局举行。经过共 5 轮抽取，
产生领券单位名单，将经过 7 天
公示后，
公布最终结果。
这是我市首次采用抽签方
式确定领券单位。根据《关于开
展 2018 年科技创新券申请工作

的通知》安排，今年创新券发放
总额度为 6500 万元，其中自主
研发券额度共 4300 万元，服务
券额度 1500 万元，仪器共享机
时券额度 200 万元，协同创新券
额度 500 万元。
10 月 29 日，市科技局开始
启动 2018 年中山市科技创新券
申请工作，企业在市科技局科技
创新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提出申

火炬区举办
“我要创业”
集市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记者 12 月 5 日从火炬区
获悉，日前，该区举办“我要创业——2018 火炬区
创业集市”活动，53 个项目现场设摊，创业青年们
使出浑身解数，售卖各种创意饰品和生活用品，吸
引不少市民光顾。
当日的集市活动，主要分为创意青年、公益创
业、大学生创业三大类别。今年的火炬创业集市还
增设了两新组织党建活动、残疾人就业登记、安全
防范措施宣传、禁毒反传销反邪教宣传、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咨询多项服务。
还有火炬区对口扶贫大关
县的农副产品展销和 30 个招聘企业摊位。

请，申请时间持续 1 个月，至 11
月 28 日截止，
镇区初审和市科技
局审批办审核于 12 月 2 日截止。
此次申请工作，一体化系统共有
1436 项申请，企业 1212 家，申请
创新券 1842 张，
最终通过审核具
有领券资格的申请共有 1220 项，
企业 1143 家，
申请创新券总额为
13490 万元，其中申请自主研发
券 971 张，申请金额 11470 万元，

申请服务券 835 张，金额 1670 万
元，
申请仪器共享机时券 1 张，
金
额 20 万元，申请协同创新券 33
张，
金额 330 万元。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由于仪器共享机时券和协同创
新券申请全年开放申请，按顺序
发放，目前还没有达到发放的额
度，将继续开放系统进行申请；
自主研发券和服务券根据企业

出 重 拳 、下 重 手 ，
切实形成对黑恶势
力的压倒性态势。

明峰医疗展厅里摆放着全国首台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 PET/CT 机，据介绍，该机器可
用于癌细胞的筛查，采用低剂量技术，而且
检查时间短，实现了对患者的关爱。依托投
资方明峰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力
量，中山明峰医疗目前与总部、美国研发生
产中心实现技术共享，在 CT 核心部件-探测
器方面，通过自主研发设计，在大幅降低扫
描剂量的同时，提供了优秀的图像品质。实
现 CT 国产化，不仅能够打破了国际巨头的
垄断，而且能够为医疗器械采购节省约 30%
的成本。钱华告诉记者，公司还率先将高性
能的 SiPM 技术成功应用到 PET 探测器中，
使明峰医疗在该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在该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先后被委以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两个重大科技
项目和“十三五”规划中 256 排 CT 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承担单位的重任。他透露说，目前
256 排 CT 已打造首台样机，未来这些先进的
CT 设备都有望落地中山生产。
在中山迈雷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摆放着等待交付的加工中心。总经理林
守金介绍说，迈雷特为客户柔性定制的装
备，既有自主核心知识产权的大脑，又有自
主研发制造的“身体”，从而真正实现了真正
意义的“智慧”生产。迈雷特在数控齿轮机床
领域掌握核心关键技术，获得 15 项国家发明
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其中，齿轮控制系统
技术中多个子系统填补国内空白，多项核心
控制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申请情况确定发放方式，如企业
申请总数不高于发放额度，初审
合格的企业即可领取创新券；如
申请总数超出发放额度，则采用
抽签方式确定领券单位，而今年
自 主 研 发 券 的 申 请 总 额 11470
万元，超过发放额度 6500 万元，
服务券申请总额 1670 万元，超
过发放额度 1500 万元，均需要
通过抽签方式确定领券单位。

市经信局局长徐成彬 6 日在接受第四届
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下简称“珠洽会”
）媒体团采访时表示，近年
中山市集中装备制造业专项资金，重点扶持
重大短板装备项目发展。如支持联合光电公
司研发“高精尖”产品。目前，该公司自主研
发出适合个性化生产需求的国产化光学镜
头生产设备，其光学镜头性能与国外机器持
平，成本只有以往的五分之一，公司产品线
优势也因此从 500 万像素跃升至如今的 800
万、1300 万像素。成为国内外领先的精密加
工、玻璃非球面镜片生产商。
2018 年 5 月，广东晓兰客车有限公司生
产的第一辆氢能源客车，在“2018 中国（广
州）国际电动汽车生态产业链展览会暨全球
电动汽车领袖峰会”亮相，这辆车从研发、生
产到下线，全部在中山完成，是纯正的“中山
智造”
，也是首辆
“中山智造”
的氢能源客车。
近两年，一批受到资金扶持的项目建设
步伐明显加快，相继完工投产。2017 年，全市
新开工投资额超 1 亿元装备制造业项目 45
个，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达 343.3 亿元。
其中，哈
工大机器人集团系列项目、明峰医疗器械高
端医疗设备项目和迈雷特高端数控设备项
目等一批重大短板装备项目实现了当年引
进当年动工投产。
今年，
我市新签约亿元以上装备制造项目
49 个，
总投资 590 亿元，
包括毅马新能源电机、
中瑞福宁机器人、
医疗器械产业项目等。
其中，
中瑞福宁机器人解决
“卡脖子”
技术问题的高
端机器人项目，
有望在中山实现产业化。

相关报道

珠洽会将展示我市
三大产业建设成果
本报讯（记者 黄凡 通讯员 郑南生）据
市经信局 6 日介绍，今年珠洽会中山将通过
设备和场景体验的方式，展示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医药三大产业的
建设成果。今年中山参展面积为 3248 平方
米，将分为“光电装备（4K）展区”
“ 工作母机
展区”
“ 高端医疗展区”三大板块，邀请 35 家
企业 91 项产品参展。其中高端医疗装备展区
将采用应用场景的方式，集中展示明峰 CT
机、数字化影像设备、康复服务机器人等。
本报记者 黄凡 通讯员 郑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