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佛高区

今日南海 02

2016 年 10
2016年10月21日
2016年
10月
月 21
21日
日 星期五
责编 曾飘飘 美编 梁章云

机器人产业引领南海智造升级

中国（广东）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在佛高区启动建设，
将推动南海制造向品质制造迈进，
成就南海产业品牌

昨日，中国（广东）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建设启
动仪式在佛山高新区举行。会上，
“中国（广东）机器
人集成创新中心”正式启动。该创新中心的设立，对
外释放了佛山高新区继续坚持创新驱动，推动智能
制造的强烈信号。
“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制造业的灵魂，我们启动
建设的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就是要努力在自主研
发、自主知识产权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市委常委、南
海区委书记黄志豪如是说。
事实上，作为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
点，佛山将坚持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在珠江
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中发挥龙头作用，积极
创建“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携手珠江西
岸城市共同建设“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
群。而通过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的建设，佛山高
新区也必将成为佛山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
新引擎。

借力
产学研协作促
佛高区再腾飞

科技是强盛之基，创新是进
前列，得到国务院的充分肯定
步之魂。
的。
”
早在 2012 年，位于佛山高
责重山岳，
能者当之。
新区的一汽-大众工厂就被誉为
现有的实力，事实上就是佛
国内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工厂。 山高新区对于南海，乃至佛山产
91000 平方米的焊装车间内就
业转型升级的重大责任：
佛山高
有 884 台机器人，自动化程度高
新区“转”
得好，佛山企业就有了
达 70%。自此，
以机器人引领的 “转”的支撑。如何促进更多的
智能制造开始影响着越来越多
装备制造业企业一起“转”？在
的南海装备制造企业。
当前“中国制造 2025”和国际工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在接
业 4.0 的大背景下，机器人技术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佛山智能装
和产业加速了对传统制造业的
备产业规模迅速壮大，2015 年
渗透，成为了重塑制造业优势的
佛山市先进装备制造业完成工
新载体。
业总产值达到 6000 亿元，同比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广东
增长 15.9%，完成装备制造业投
工业大学、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
资达到 475.2 亿元，占广东省六
限公司、清华珠三角研究院与南
分之一，同比增长 58.7%，
“就这
海区政府四方签署《共同推进
个成绩而言，佛山是走在全国的 “中国（广东）机器人集成创新中

今年 9 月，广东腾山机器人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军正式把公
司从深圳搬到了佛山高新区。
这家客户涵盖美的集团、九阳集
团、一汽集团等众多大型企业的
综合性智能装备制造商为什么
会选择南海？张军坦言，正是佛
山高新区雄厚的科研服务支撑
给了企业
“底气”
。
记者从《南海区建设全国机
器人集成创新中心工作方案（讨
论稿）》了解发现，随着一汽-大
众、本田零部件等重大项目的引
进投产，东方精工、南方风机、中
南机械等民营企业茁壮成长，南
海区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已实现
规模化发展。而深圳、昆山等地
区已相继出台机器人产业发展
政策，南海由此规划布局，抢占
先机。
为推进机器人集成创新中

心”
建设框架协议》。
“南海将做强做大制造业，
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
以机
器人的产业化应用，推动广东乃
至全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黄志
豪表示，中国（广东）机器人集成
创新中心将致力打造国产机器
人最大的研发中心、生产中心、
应用示范中心，
目的就是要顺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大潮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以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为
平台，链接全球创新资源，集聚
具有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技术、
企业、人才，抢占技术和市场制
高点，打造一批珠江西岸装备
制造业龙头企业，通过机器人
产业的带动，引领制造业全面转
型升级。

心建设，佛山高新区首先将目
户，未来将引入更多的龙头企
光瞄准了集成应用示范线项
业，同时依托佛山智能装备研究
目、
“ 机器人智能终端+云服务
院、广工大数控、华中数控等多
平台”的搭建。启动仪式上，佛
个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的力量，
山高新区管委会与佛山智能装
深入解决机器人研发、应用、技
备技术研究院、深圳清华大学
术应用等难题，形成机器人的产
研究院佛山力合创新中心、广
业生态圈。
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
当 天 ，南 海 区 政 府 还 与 佛
四方签署《支持开展智能装备
山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签署
机器人应用示范线项目协议》， 《共建国产机器人职业技能培
并与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
训中心框架协议》。同时，金融
司、北京航天制造科技发展有
机构、研发机构、行业协会、商
限公司签署《佛山高新区机器
会、集成商等机构代表还共同
人产业“云+端”战略合作框架
启动了中国（广东）机器人集成
协议》。
创新中心建设推进联盟。通过
事实上，在佛山高新区，目
这样的“抱团”联盟，将加速优
前已经有十几家机器人集成应
势资源汇聚，共同推进机器人
用商，不少本地企业已与之展开
集成创新中心的建设发展，通
了密切的合作。截至目前，佛山
过整合机器人的研发端、生产
高新区已吸引了全球机器人“四
端、应用端，真正实现南海机器
大巨头”
之一的日本安川电机落
人产业的集成创新。

目标

一个地区形成了创新洼地， 器人的生产。
除了积极鼓励装备制造业
创新活水则顺势而来。
而南海则提出要打造中国
骨干企业兼并重组、上市，目前
为此，
今年 5 月，
中国工程院 （广东）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其
南海还制定了《南海区推动新一
与佛山市委市政府就推进机器
背后就是希望凭借广佛都市圈
轮技术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人及智能装备应用“百千万工
核心区、佛山高新区的优势，借
的工作方案》
《南海区加快推进
程”达成共识，提出到 2017 年底
力中国工程院的创新资源，把南 “机器换人”工作实施意见》
《南
前，双方将合力推动在佛山完成
海打造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机
海区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
百条生产示范线建设，
实现2000
器人集成创新中心，努力建成国
行 动 计 划 实 施 方 案（2015台华中数控佛山机器人公司生
产机器人最大的研发中心、生产
2017）
》等政策文件，
进一步完善
产的工业机器人在佛山的推广
中心、应用示范中心，最终推动
南海推进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
应用，推动华中数控佛山华数机
南海产业发展。
的政策体系。同时，南海区财政
器人公司完成 10000 台工业机
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一批
奖还设立机器人创新专项资金
企业开始响应“机器换人”的号
和投资引导基金，未来三年每年
召。在广东阳晨厨具有限公
投入 3 亿元，累计达到 9 亿元以
司，这里正谋划着进行一场车
支持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并通过
间革新。
“ 由于人力成本上升、 打造珠西装备制造按揭中心，为
招工难和偶尔发生工伤事故等
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
众多因素，引入机器人已经成
周济表示，
“ 希望通过各方
为比较紧迫的事情。”广东阳晨
整合，把中国（广东）机器人集成
厨具有限公司副总裁、执行董
创新中心打造用产学研金政协
事姚国沃说，综合考虑技术水
同创新的载体，依托佛山高新
平、创新因素、工艺匹配、地理
区，在佛山建成机器人集成创新
区位等原则，企业最终选择与
的示范区。
”
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合
未来，南海将以创新驱动发
作，目前初步打算先投入 10 台
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
机器人改造两条冲压生产线，
每
兴产业培育壮大，通过机器人的
条生产线上用 5 台机器人，包括
研发、生产、应用，打造一批珠江
■珠西装备制造按揭中心揭牌。佛高区将通过“机器人按揭中心”，对
冲压、切边等工序，预计 11 月下
西岸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汇聚
旬开始安装调试。
点点繁星，
集成一个太阳。
运用融资租赁工具的企业给予业务补贴。

南海引领
机器人集成创新

●

专访

焦点
产学政研联手打造
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

■启动仪式上，
广东工业大学、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珠三角研究院与南海区政府四方签署协议。

■佛山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南海区委副书记、狮山镇党委书记刘涛根接
受媒体专访。

建有全国影响力的
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
“佛高区要集聚一批机器人制造和创新骨干企业，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
”
昨日，
佛山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南海区委副书
记、狮山镇党委书记刘涛根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佛高区作为中国（广东）
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的载体，
将从机器人核心技术、制造业
“机器换人”
创
新应用以及服务模式创新三方面进行突破。

三大优势夯实创新中心基础
“佛高区的平台、产业、区位优
势，为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建设奠
定扎实的基础。”刘涛根表示，近年
来佛高区在机器人集成创新方面做
了一系列的探索，推动机器人产业
的快速发展。
回顾这些年来，佛高区创新平
台高度集聚，包括珠三角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
作试验区（广东园）等战略平台，以
及佛山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佛山
市机器人创新产业园、广工大研究
院等创新平台。其中，广工大研究
院成为国家级孵化器及国家级众创
空间，
累计孵化高端创业团队 60 多
个，注册实体企业 50 余家，其中与
机器人行业相关的达20多家。
此外，产业集聚为佛高区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从今年 1 至 8 月的
数据来看，佛高区制造业可排在全

市前列。”刘涛根表示，除了引进国
内机器人行业龙头华中数控“一院
两司”
项目，
佛高区还与科技部火炬
中心、北京中关村合作共建“互联
网+智能制造”试点城市。而传统
产业普遍存在降成本提效能的需
求，为机器人的应用推广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空间。
“接下来，佛高区要加强与广
州、
深圳高新区之间的协同创新，
加
快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推动机器人
的应用，成为政产学研用的协同载
体。”刘涛根说，当前借助交通枢纽
把广、
深距离拉近，
佛高区将在珠三
角科技一体化、广佛同城化的大框
架下谋划发展，
围绕制造业做创新，
立足广深研发、
佛山应用的实际，
实
行错位发展，主动承接广深创新资
源溢出，开展更为广泛的技术转移
合作，
提供孵化和产业化基地。

启动 15 家企业示范线改造项目
“佛高区将从三方面着手突
破，
目标是要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机器人集成创新中心。”刘涛根
介绍，要建设自主机器人创新中心
突破机器人核心技术，建设机器人
应用示范中心，以突破制造业“机
器换人”创新应用，同时还要突破
服务模式创新，建设机器人产业集
聚中心，集聚一批机器人制造和集
成骨干企业。
具体而言，佛高区要建设一批
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加快培育和
引进机器人骨干企业，建设机器人
培训中心以及机器人产业园区。其
中，将大力开展应用示范工程。同
时，
还将落实市推进
“百千万工程”
，
结合实际情况，面向家电、家具、有

色金属等传统行业，遴选一批具有
代表性的企业，开展智能化生产示
范线的建设和升级改造，形成示范
带动作用。
“今年将启动 15 家企业
的示范线改造项目。”刘涛根说，要
鼓励研究院和不同的行业、企业对
接，
开展示范建设的应用和推广，
让
更多企业了解机器人。
此外，佛高区还将通过“机器
人按揭中心”
，
一方面吸引更多优质
融资租赁公司集聚，从落户、融资、
人才奖励及经营、风险补贴等方面
进行扶持。另一方面对运用融资租
赁工具的企业给予业务补贴，
“让企
业买机器人可以像买房子一样分期
付款，解决购买工业机器人一次性
投入过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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