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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西站枢纽地位获《新闻联播》点赞

狮山借力高铁经济跑出发展新速度
10 月 7 日晚，央视《新闻联播》以《【
“十三五”成就巡
礼·坐着高铁看中国】高铁越山海 贵广奔小康》为题，报
道了我国首条连接大西南和大湾区的高速铁路——贵
广高铁，该铁路不仅是一条新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一条
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东西部融合发展的全面小康
之路。
其中提及，作为大湾区面向西部的枢纽门户——佛
山西站，已经吸引了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农产
品交易中心在此落地。佛山西站建设管理局局长余辉
表示，通过高铁通道，大湾区辐射带动大西南，大西南融
入大湾区。

借力高铁 狮山敞开门户强产业
位于狮山镇罗村的佛山
走出深山，进入大湾区城市。
西站，目前已开通了云、贵、 “我们公司组织了三次粤桂黔
川、桂、渝等西部五省市及省
扶贫农产品交易展示会，
带动
内广州、
深圳、
东莞、
珠海等地
了扶贫产品特别是粤桂黔扶
的高铁班次。自 2017 年开
贫产品的销售，
同时也促进了
通运营以来，该站的列车班
三地的交流。”广东犇牛农业
次、客流量稳步增长，枢纽作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伟
用日益凸显，为高铁经济带
表示，
2017 年前，
传统农贸市
沿线及周边的产业带来了发
场的年销售额约 180 亿元，
佛
展红利。绿之选名优农产品
山西站开通后，
目前年销售额
食品交易平台（下称绿之选）， 接近200亿元。
很早前就率先抓住了这波红
同样受高铁开通利好的
利。
还有佛山市宇森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这家从事口腔医疗
绿之选坐落于罗村的南
信广场，场内商品种类齐全、 设备研发和制造的企业，
7年
琳琅满目，
交易大厅面积接近
前进驻到狮山镇罗村的新光
3 万平方米。批发商、市民都
源产业基地。该公司总经理
可以在这里进行现货交易、
农
郑永良介绍，高铁开通之前，
产品买卖。据了解，
交易大厅
企业无论是安排人员到省外
前身是一个农贸批发市场，
随
出差或培训，还是邀请生产
着佛山西站的开通，
绿之选对
商、专家到公司进行技术研
讨，他们都需要换乘多种交
实体大厅进行了改造升级，
并
打造线上采购交易平台，
以迎
通工具，出行不太便利。高
接更广阔的市场。
铁开通后，这些问题不复存
依托粤桂黔高铁经济带， 在。
“ 佛山西站离公司只有 5
这里定位为粤桂黔农产品流
至 8 分钟的车程，
很多人都愿
通中心，
让贫困地区的农产品
意聚居到这边，也带旺了这
搭上消费扶贫的直通车，
快速
里的商业。
”
郑永良说。

■佛山西站。
珠江时报记者/杨
世聪 摄
▲

绿之选名优农产品食品展示交易大厅。 通讯员供图

高铁辐射 社区发展走上快车道
面向粤港澳、辐射大西南。
佛山西站不仅带动了狮山镇的产
业加速发展，更带动了周边社区
的经济和民生腾飞。
狮山镇招大社区面积 2.5 平
方公里，
常住人口 10000 多人，
是
距离佛山西站较近的社区之一。
从招大社区招大路出发，前往佛
山西站只有 1 公里的路程，该社
区也因为轨道交通的建设，近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 年，招大社区平一经济
社因为佛山西站建设的原因需要
整体搬迁。去年，全村 400 多人

已经在新址上安居乐业。该经济
社社长吴紫荣说，从家门口到佛
山西站的距离不过 6 分钟，村民
更愿意从这里走出去看看祖国的
大好河山。
路通财通，
搭乘
“粤桂黔高铁
经济带”东风的还有招大社区的
企业。其中位于招大工业区的门
窗企业——佛山市新豪轩门业有
限公司，2009 年发展至今，企业
规模从 100 名员工发展到现在
400 多名，产值也翻了两番，助力
就来自于交通的便利带给企业新
的发展机遇。
“以前招大工业区没
人知道，
但佛山西站开通以后，
这
里就成了一张名片，沿着铁路过
来的客户觉得很便捷，对我们企

业的招商有很大帮助。
”
该公司企
业代表黎先生说。
目前，
招大工业区共有153家
企业进驻。2019 年，招大经联社
一级收入达到1200万元，
比1986
年的不足 3 万元翻了 400 倍。同
时，去年 13 个经济社总收入为
5000 万元左右，两级总收入达
7000多万元，
人均年收入2万元。
招大社区党委书记招国强表
示，
招大社区正着力进行乡村振兴
项目建设，
希望通过打造生态环境
吸引更多人来招大安居乐业。
“在
靠近西站的冼边经济社，
以后会以
民宿为主打造网红打卡点，
还会在
离西站不到 2 公里的地方建设森
林公园，
面积超过 600 亩，
打造佛

山西站的后花园。
”
城兴业旺。狮山镇在西站开
通 的 2017 年 ，经 济 总 量 突 破
1000 亿元大关，成为广东首个
“千亿大镇”；今年 1 至 8 月，狮山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接近
1900 亿元。借助佛山西站轨道
交通网络体系的构建，佛山西站
枢纽新城建设如火如荼。
未来，狮山镇将继续牢牢抓
住轨道交通时代带来的重要机
遇，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
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努力
打造大湾区产业高地、广佛西部
枢纽、佛山科创新城，
争当南海区
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文/珠江时报记者 杨世聪

以前卖定制产品
如今卖智慧工厂
广东创兴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领跑智造管
理，
今年产值有望逆势增长

智慧工厂

“今年年底交货，
正处于测试阶段，希望
第一套能对得起客户
的 信 任 。”9 月 28 日 ，
广东创兴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创
兴精密”
）总经理高楚
慧身着工作服，忙着紧
盯智慧工厂首个全套
订单。这家狮山企业
正布局基础支撑、智慧
工厂、智慧农业三大模
块，今年产值有望逆势
增长。

自主研发管理系统
一举拿下千万订单

走进位于狮山镇高边社区的创
兴精密，
7楼600 多平方米创兴智慧
工厂数字展厅让人眼前一亮。入口
人脸识别、显示屏智慧控制生产全
流程、环形电子屏播放《创兴 2025
智慧工厂解决方案》短片、
电子展板
实时切换最新照片……这些投资过
百万的实物背后，展示的是企帅数
字化智能管理系统的智慧成果。
正是依靠这一系统，创兴精密
今年 8 月成功与南海里水某钣金企
业签约，
用 1000 万卖出去一套生产
钣金的智慧工厂，软件使用企帅数
字化智能管理系统，硬件则用自主
制造的钣金材料定制而来。这套智
慧工厂预计今年 12 月交货，
现正处
于设备测试阶段。
从 19 年前刚成立时的卖钣金
定制产品，
到如今卖智慧工厂，
创兴
精密缘何选择这样一条路？
“一句话
概括，我们就是希望：领跑智能钣
金，共享幸福制造。”创兴精密公司
总经理高楚慧笑着说，早在 5 年前

为解决自身小规模定制钣金材料的
管理痛点，创兴精密自主研发企帅
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自己 5 年来
边用边优化，
今年趋于成熟，
可以为
各类定制企业解决管理痛点。
这个痛点是什么？创兴精密员
工自导自演的《创兴剧情片》进行了
生动的演绎。
“你们的业务能力实在
太强了，
揽那么多单回来，
光是帮你
们分门别类都花去了一大堆时间，
你说怎么搞？
“
”现在都已经信息化时
代了，你们还在用这种人工的管理
方式，
我们早就淘汰了，
用上了企帅
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
”
剧情片中
“一
家定制企业老板”
和
“创兴精密孔老
板”
的对话，
一语切中当前小规模定
制化企业关于订单分类的痛点。
“社会上不仅仅需要能解决批
量生产的企业，而是需要能解决
‘每个人都要一点点，你也要能交
货’的定制。”高楚慧对信息时代
的产业定制化给出精准判断。依
托 19 年为哈斯机床、富士康、科达

■9月28日，
广东创兴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楚慧展示员工自导自演的《创兴剧情片》。

洁能等世界 500 强及上市企业做
钣金定制产品的经验，企帅数字
化智能管理系统应运而生。
该系统可谓一上市便成熟，立
马获得市场热烈反响，除南海里水
某钣金企业外，还有多家企业已订
购该软件系统，创兴精密将派专人
进行对接服务。
“智慧工厂在国内还
是一片蓝海，拥有自主研发的软件
系统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我们就
是先行者，正在筹备制定国标。”高
楚慧表示，德国的智慧工厂行业比
较成熟，
但采购一套设备少则 8000
万元，多则 1.3 亿元甚至更多，而且
外国工程师检修维护成本高昂，国
内中小企业很难借此实现智造转
型。
探索的道路不会是一片坦途，
高楚慧正在对接佛山华数机器人有
限公司、佛山市科莱机器人有限公
司等本地机器人企业，寻求合作折
弯机器人，攻克折弯环节费人费力
却暂未实现机械化覆盖这一难点。

智慧农业

珠江时报记者/孙茜 摄

借燃烧机助力扶贫
推动凉山农业发展

在钣金加工这一基础支撑
下，除了依托智能料库打造智慧
工厂，创兴精密还依托生物质燃
烧机打造智慧农业。5 月 20 日
至 5 月 22 日，
高楚慧随南海区区
长顾耀辉前往南海对口帮扶的
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越西县、
喜德县进行扶贫，为这三个县的
农业农村局分别捐赠价值 12 万
元的生物质智能半敞开式烘烤
房系统，
专业烘烤花椒。
“我打算通过人脸识别，将
村民种植花椒的所有资料录入
大数据系统，包含一个村民有几
亩地、产出多少、干的多少、湿的
多少、谁种得最好，而且教他们
怎样种好。”高楚慧描绘出自己
的智慧农业设想。
“创兴精密是产业转型升级

的榜样，能带动地区企业实现思
维上的转变。
”
南海区高新技术产
业协会秘书长张崴麟多次探访该
会会员企业创兴精密，对其进行
了高度评价，
“紧抓科技创新是企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
创兴精密将为狮山814家高企提
供智造管理转型样本。
”
在“创无限可能、做百年工
匠；兴大国制造、立民族品牌”
的
理念下，
创兴精密于 2019 年 6 月
4 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新三板）
挂牌公开转让，成南海区 2019
年首家挂牌新三板企业。
“ 希望
南海区、狮山镇等各级党委政府
能多给予政策支持，让中小企业
的转型升级之路走得更快、更
稳，助力狮山打造大湾区产业高
地。
”
高楚慧对未来充满期待。

文/珠江时报记者 孙茜 通讯员 张崴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