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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元创新，记者立刻

被一楼大厅满满的“荣誉墙”吸

引，它们定格了张伟强在创业

路上走过的每一步。从一家默

默无闻的企业，到南海区制造

业全国隐形冠军，张伟强谦虚

地说：“天线这个行业市场小，

恰好没人看上它，中元创新只

是把功夫做扎实。”

生于斯,长于斯，1973年出

生在南海九江的张伟强，从华

南理工大学毕业后，直奔九江，

接手父辈在1979年成立的中

元创新。从普通的数字电视天

线起步的中元创新，始终专注

于通讯电子行业，如今的天线

产品已经有了“百变造型”：变

身一个圆环，一个小盒子，一个

相架相框，甚至一张薄纸。

“90年代的数字天线外形

比较大，而现在的概念天线，用

新的技术改变模块做成新的形

态。”张伟强带记者来到中元创

新的展厅参观，各种造型的天

线产品让人为之震撼。他直

言：概念天线可以做成一块很

薄的材料，然后在上面印电路

上去，而不像以前把电路生产

上去，这些新产品可以放到不

同环境，贴到门窗、车窗上。

中元创新以出口为主，畅销

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家用

数字电视天线市场份额超50%，

主要提供给家庭和房车使用。其

中，在美国的房车市场是最大的，

美国超五成的房车天线都是中元

创新的产品。此外，在中国可移

动电视天线行业中，中元创新生

产销售的家用数字电视天线出口

市场占比居全国第一。

“中元创新有一支由100

多人组成的研发团队，每月新

开发4到6款新产品，而且每年

投入不低于营业额10%的资金

进行研发创新，拥有165个专

利，产品型号超过300个。”张伟

强自豪地说，2014年，研发团队

带着一款厚度只有0.3mm的室

内数字电视天线，首次角逐广

交会出口产品设计奖，没想到

一举拿下金奖，该款产品还风

靡美国市场，为中元创新带来

了数千万元人民币的销售额。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做实体必须一步一个脚

印，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坚守

的。”张伟强说，2019年中元创

新布局了两条全自动化生产

线，每条成本在 1000 万元以

上，实现了从原材料、零部件直

到终端产品制造的全部环节，

成为行业内唯一一家使用机器

人生产线的制造企业。说到这

里，他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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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元创新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随着5G时代来临，属于人工智能和物

联网的时代就在不远处。对于中元创

新下一个十年的发展，张伟强早已提前

布局发展战略，把人工智能+物联网+边

缘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智慧+”定为中

元创新的发展引擎。他说，一方面是利

用自身在通讯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经

验和客户资源，一方面不想错失5G网

路技术与物联网互通连接带来的发展

契机。

张伟强指着中元创新入门口正在

加紧施工建设的大楼对记者说：“我们投

资了超5亿元，利用企业自有地块，再联

合周边地区进行连片改造，计划通过全

面整合超过100亩以上土地，建成一个

建筑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的科创园，再

过3个月，就是8月份左右，这里将崛起

一座以5G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边

缘计算、工业互联网等为发展方向的科

技创新产业园。”

这个5G科创园将全力打造成为国

内首家5G智慧家居生态主题园区，园

区生活、办公更智能；打造智慧生活体验

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提升消费者对智慧

生活的认知。同时，科创园还将打造成

为绿色园区，秉承绿色、环保的设计理

念，建设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等文体

配套措施，让入驻的人才可以享受城市

化的生活。

张伟强说，日后打算把企业的研发

设备共享出去，提供给入驻其中的科创

团队和初创企业使用，也会发动南海区

九江镇内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其中。按

照规划，到2025年，中元科创园将入驻

上百家企业，形成产业规模超30亿元的

现代化国家级科技园区。

他信心满满地说：“希望带领中元创

新这家超40年的企业，再次抓住发展机

遇，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

为传统制造插上‘智慧翅膀’，让机器的

运行状况更可预测、更可控、更‘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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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统制造插上“智慧翅膀”

邓本其所住的片区以自建

房为主，防疫知识除了社区宣

传，并没有物管监督。进入5月，

当看到不少市民慢慢对防疫产

生松懈，甚至开始脱下口罩时，

她总是果断上前当起“说客”。

“现在疫情还未过去，我们

可不能松懈，不能让之前全国

人民的努力白费了，但凡出门

要戴好口罩，尽量不要到人多

密集的地方……”耐心地提醒

下，偶尔也会吃白眼，不过邓阿

姨总是开心乐观，一笑置之。

“我是党员，也是居民代表，这

些事情党员不站出来，谁还站

出来？”邓阿姨如是说。这样的

坚持一来二往间，越来越多街

坊成了邓阿姨的“队友”，但凡

看到社区内有聚集、不戴口罩

的，大家也都互相提醒了。

作为江滨社区的居民代

表，邓本其总喜欢“多管闲

事”。看到哪里的电灯不亮了，

康体设施损坏了，她总是第一

时间报送居委。随着疫情防疫

常态化，邓本其又开始琢磨着

利用微信朋友圈积极宣传防疫

知识。别看邓本其年龄不小，

但玩起电脑、微信来可丝毫不

逊年轻人。“我平时会上学习强

国学习新知识，看到信息来源

真实的防疫讯息，也会转发到

微信群和朋友圈，希望能为社

区防疫工作出一份微薄之力。”

邓本其说。

据了解，在此次疫情中，除

了邓本其，九江镇各村（居）还

有不少巾帼志愿者们迅速响

应，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

的社区一线，发光发热。

“作为党员和巾帼志愿者，

投入到防疫一线工作中是职责

所在，妇女也能撑起‘半边天’，

我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一

定会打赢这场防疫战。”石江社

区老党员崔引好认同地说道。

主动报名参加防疫站岗
今年二三月份，在江滨社区到

海寿码头段的疫情防控检查点上，

每个清晨都可以见到邓本其身穿

反光服，佩戴口罩，拦截过往的车

辆后，认真对司乘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并提醒他们尽量少出门，出门

记得佩戴口罩。

回想起当初自己主动到社区

居委会要求报名抗疫志愿者的情

景，邓其本笑笑说：“我是党员，也

是社区的居民代表，国家有需要，

我怎么能袖手旁观，而且我做的不

过是力所能及的工作。”于是，从大

年初四开始，接受了培训的邓阿姨

正式“上岗”了。

初春的九江天气特别寒冷，但

邓本其依然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到

岗，认真细致地投入到工作。受到邓

阿姨的影响，不少居民、党员志愿者

也主动加入到群防群治当中，志愿者

佘秋明说：“邓阿姨岁数不小都能主

动参加，我们这些青壮年不参加真的

说不过去，说实话，我是受到她的感

染第二天就加入了志愿服务。”

爱“多管闲事”的居民代表

江滨社区老党员邓本其

争当社区防疫“守门人”

“志愿者要在社区出

入口站岗值班，还要逐家

逐户去核实、去敲门，摸清

情况，我作为一名党员，当

然要冲在前面。”九江镇江

滨社区老党员邓本其说。

在九江防控疫情的关键时

期，她积极争当防疫志愿

者，坚持每日第一班岗，用

行动诠释着“人老党性永

不老”。

撰文/见习记者何美芬

■邓本其对过路

车主测温。梁平

供图

他是刚当选的2020年南海区先进劳动者，是南海区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是2018年第一

季度最美佛山人，是南海区优秀科技工作者……

他的企业是南海区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他就是广东中元创新（简称“中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强。专注于通讯电子行业四

十年来，中元创新的天线畅销60多个国家，通用电气、飞利浦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都是它的客户。

布局中元创新下一个十年，张伟强利用企业自有地块，投资5亿建5G科创园 ，把人工智能+物

联网+边缘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智慧+”定位为企业新的发展引擎，为传统制造插上“智慧翅膀”，让

机器的运行状况更可预测、更可控、更“听话”。

履职感言：要当好一名政协委员不容易，要深入基层，这样才能听到群众

真实的心声，还要熟悉相关政策，做好调研，这样才能看到问题本质。作为一

名政协委员，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我会做好自己的企业，履行职责，为

南海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2012年成为南海区

政协九江镇特邀委员到

2017年正式成为南海区政

协委员，张伟强虽然工作特

别繁忙，但他从未忘记自己

的社会使命，一直关注南海

经济社会的发展。

“企业如何加快拓展

全球市场，弥补所产生的

影响。”他从熟悉的行业出

发提出建议，政府要加大

对出口企业拓展新市场发

生的展览费、保险费等扶

持力度，帮出口企业降本

减负，助力出口企业拓展

新市场。同时，出口企业

要以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

升级为方向，及时补上企

业创新短板，提高产品国

际竞争力。

《关于抓住大湾区建设

机遇，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建议》提案，是他站

在全区高度谋划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建议。他认为，在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

南海必须抓住机遇，通过人

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改

造升级，提升南海制造业水

平，引进新兴产业，广泛变

革生产方式。同时，借助

“工改工”政策，加快制造业

转型升级，加强产城融合，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张伟强不光关注产业

发展，对南海村级工业园改

造也有思考。《疫情之下，村

级工业园改造面临的困境

及对策建议》是他今年2月

底提交的提案。“村级工业

园改造大拆大建的同时，要

考虑建设特色产业，允许适

度的新商业建设。”他认为，

可以借鉴国外 town的形

式，让每个村居有新的商业

体，让每个产业分布更均

匀，例如：很多村居并没有

超市，如果合理引进新商

业，方便居民生活，让城乡

完全融合，更利于居民就近

安居乐业。

在社会贡献方面，张伟

强是个“闲不住”的人，这次

疫情期间，他不但捐款，还

捐赠平板电脑给困难学生

上网课。当了解到困难学

生家中没WIFI，家长舍不

得用流量给学生上网课时，

他还特意协调电信，让困难

学生家庭能购买到最优惠

的流量套餐。

其实，这样的善心善举

不胜枚举，从九江儒林慈善

会成立以来，他一直担任会

长，每年都为慈善会困难家

庭学生提供助学金，开展

“快乐成长，儒林有爱”夏令

营活动。遇到社会公益活

动，如参加四川赈灾捐款活

动，九江镇慈善百万行活

动，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

等，都有他的身影。

如今的张伟强，在旁人

眼中早已是成功人士，但他

并不满足于现状。一有时

间和机会，他就学习最前沿

的新知识。“好风凭借力，扬

帆正当时”，正是有着这样

的信念，在张伟强的带领

下，中元创新正砥砺前行，

为南海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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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伟强

界别：科技

职务：南海区政协委员、广东中

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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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根天线畅销60多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