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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过去了，

有的人怀念她，有的人

放不下她。无论如何，

2021年已经到来。

过去一年，丹灶镇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在严峻

形势下闯出一条高质

量发展之路，取得显著

的成绩。

这一年，丹灶位居

全国百强镇榜单 40

位，较此前上升4位。

这一年，丹灶喊出

“小镇有大梦想，五年

再造一个新丹灶”的响

亮口号，全力建设“珠

三角制造业创新小

镇”。

这一年，丹灶始终

坚持制造业创新，昂首

阔步向高质量全面发

展标杆镇迈进。

这一年，丹灶五金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

方案获专家组论证通

过，“中国日用五金之

都”的金字招牌再一次

被擦亮。

这一年，世界500

强、行业龙头企业频频

落子，跑出产业高速发

展“加速度”。

……

今日，我们翻开丹

灶产业风云录，一起来

盘点丹灶2020年十大

产业大事件——

2020年 5月，由中国

科学院院士周成虎主导的

院士地理空间无人机自驾

系统项目投产暨丹灶镇

5G网联无人机智能化城

市网格管理项目正式启

动。项目投产后，将实现

年产无人机机场（云巢）约

1000 台，5G 无人机（云

雀）约3000台，专业传感

器3000套，为电力、水务、

农林、测绘以及高精度地

图等行业用户提供软硬件

工业级无人机自动化解决

方案。

中科云图项目的快速

推进，为丹灶智能安全产

业发展拼上重要的一块拼

图。丹灶将和中科云图一

起，共同探索智慧城市建

设的丹灶方案。

佛山首个研发生产类
院士法定代表人项目丹灶投产1

■2020年5月，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主导的院士地理空间

无人机自驾系统项目投产暨丹灶镇5G网联无人机智能化城市

网格管理项目正式启动。

2020年5月，《丹灶镇

加快科技企业加速器发展

十条政策意见》（下称“加

速器十条”）正式发布。自

2020年至2025年，丹灶每

年将投入奖励资金1亿元，

对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

且投资额4000万元以上

的加速器进行奖励扶持，

扶持对象内容覆盖加速器

改造实施方、土地权属人，

孵化器投资方、土地整理

方、运营单位、进驻企业及

引进的人才团队和个人。

争取用5年时间打造10个

加速器，打造“湾区科创加

速器之城”。

发布“加速器十条”
打造“湾区科创加速器之城”

■2020年上半年，丹灶镇政府发布加速器“十条”政策，计划5年

打造10个加速器，打造“湾区加速器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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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丹灶镇

举行日本中小企业产业

园三期企业进驻活动，现

场举行武汉总和汽车零

配件有限公司（简称“总

和汽车公司”）进驻仪式、

大同磁石（广东）有限公

司签约仪式。随着总和

汽车公司等优质日资企

业进驻，意味着丹灶日资

企业集聚发展版图进一

步拓展，也为丹灶加快建

设中日合作科技产业园

注入新动能。

三期工程位于丹灶镇

南部，分 A、B 区进行建

设。其中A区投资金额为

10亿元，占地面积472亩，

规划建筑面积约 18.6 万

㎡；而今年第一季度签约

启动的澹浦科技园（日本

中小企业园三期B区）占地

约60亩，计划总投资2亿。

南海日本中小企业
产业园三期开门迎“客”

■2020年5月，丹灶镇举行日本中小企业产业园三期企业进驻活

动，日本企业武汉总和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进驻园区。

3

2020年 5月，佛山市

南海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在丹灶镇举行。

现场还举行了仙湖氢谷十

大项目启动暨佛山仙湖实

验室工程建设启动仪式，

一批氢能产业重大项目在

仙湖氢谷加快落地推进，

为丹灶氢能产业发展注入

了新动能。

仙湖氢谷启动项目共

有十个，总投资达120亿

元。广东探索氢燃料电池

及汽车生产、广物新能源、

巨正源佛山氢能储备基地

等氢能产业重点平台同步

启动，推动着丹灶在氢能产

业创新竞争中逐渐从“跟

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仙湖氢谷十大项目启动
暨佛山仙湖实验室工程建设启动

■2020年5月，佛山市南海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丹灶

镇举行。现场还举行了仙湖氢谷十大项目启动暨佛山仙湖实验

室工程建设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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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五金行业面临利

润压缩、转型阵痛。2020

年9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在丹灶镇组织开展丹

灶五金产业集群数字化转

型方案论证会。最终，来

自行业协会、行业平台及

产业互联网联盟等7位专

家全票表决通过方案论

证，未来将通过深度打造

“有为五金共享制造平

台”，全方位建设完善丹灶

五金产业集群。

通过此次方案论证，能

加速工业互联网落地深耕，

加速丹灶五金产业集群转

型升级，擦亮“中国日用五

金之都”的名片，为智能安

全、新能源、汽配制造等新

型产业发展提供支持，进一

步推动丹灶高质量发展。

丹灶五金产业集群数字化
转型方案获专家组论证通过

■2020年9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丹灶镇组织开展丹灶

五金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方案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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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202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氢能产

业大会在南海举行。这是

南海连续第四年举办氢能

产业盛会。

现场签约的16个氢能

产业项目与丹灶镇氢能产

业发展紧密相关，4个氢能

产业投产项目也均在丹灶

镇，多家来自丹灶的氢能企

业的产品和项目在展会上

展示。期间，位于丹灶镇的

佛山南海仙湖氢能展示中

心、韵量燃料电池（广东）

有限公司、广东济平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考

察点，不断吸引来自世界各

地的氢能专家、嘉宾前来了

解氢能产业发展情况。

丹灶“氢经济”再添强劲动能6

■2020年10月，202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氢能产业大会在南海

开幕。这是南海连续第四年举办氢能产业盛会。图为企业代表

参观丹灶氢能展馆。

2020年11月，佛山市

人民政府与徐工集团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

集团”）签约，将在南海区

建设总投资20亿元的广东

生产基地项目，进一步助

推佛山高端制造乃至珠江

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发

展。

徐工集团位居世界工

程机械行业第4位，中国机

械工业百强第4位。项目

计划成立广东生产基地项

目公司，项目总投资20亿

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2

亿元。项目建成达产后，

可年产塔式起重机、施工

升降机5000台以上，可实

现销售收入25亿元~30亿

元/年。

世界工程机械龙头徐工集团落子丹灶7

■2020年11月，佛山市人民政府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简称“徐工集团”）签约。

2020 年 11 月，佛山

市康士柏检测园区项目

一期工程封顶。佛山康

士柏检测园区已被南海

区列为重点项目，同时也

得到了丹灶镇政府的大

力支持。

该项目一期工程总计

划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

超3万平方米，于2020年3

月动工，目前已完成超

8000万元的建设投入，计

划于2021年4月建成投入

使用。据悉，一期工程投

产后可实现5亿年产值规

模，将进一步为丹灶、南海

乃至佛山制造业发展提供

相关配套支持。

康士柏检测园区项目一期工程封顶8

■2020年11月，被南海区列为重点项目的佛山市康士柏检测

园区项目举行一期工程封顶仪式。

政府搭平台，企业唱

主角。2020 年 12 月，粤

港澳大湾区“智能+”安

全展览暨企业对接会在

位于丹灶的粤港澳大湾

区（南海）智能安全产业

园举办。展览围绕“智慧

安防、信息安全、生产安

全、交通安全、消防安

全、建筑安全”六大领

域，邀请 80 余家行业内

具有代表性的智能安全

相关企业参展，众多智能
安全“明星”产品登场，

为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安

全企业提供优质的供需

对接平台。

丹灶举办2020粤港澳大湾区
“智能+”安全展览暨企业对接会9

■2020年12月，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安全展览暨企业对接会

在位于丹灶的粤港澳大湾区（南海）智能安全产业园举办。

世界 500 强企业频

频落子南海丹灶，“双百”

项目落地开花跑出“加速

度”。2020 年 12 月，丹

灶镇举办“双百”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暨建设“珠三

角制造业创新小镇”系列

活动。从汇芯高端半导

体芯片产业化项目落户

实现全镇半导体产业项

目“零突破”，到米思米自

动化精密机械零部件制

造项目落地，再到世界

500强企业百事公司首次

布局的华南地区食品工

厂奠基开工，以及 9 个

“两高四新”产业项目集

中签约，丹灶交出一份

“耀眼成绩单”，为全年招

商引资工作画上了圆满

句号。

“双百”项目集中开工及签约01

■2020年12月，丹灶镇举办“双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暨建设

“珠三角制造业创新小镇”系列活动。图为百事食品广东生产基

地项目奠基仪式。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摄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吴泳（除署名外）通讯员 叶迟华 张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