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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重点

五金，长期以来作为丹灶传

统支柱产业，甚至是对外的一张

“产业名片”。近年来，丹灶通过

多举措、多方式，持续为传统五

金产业“赋新能”“造新血”。去

年11月，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暨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大会在

深圳举行，现场进行了广东省产

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启动仪

式，丹灶镇党委书记张应统代表

丹灶五金产业集群上台参与启

动。丹灶五金产业集群成为广

东省9个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

型试点之一，将为丹灶五金产业

重新赋能，焕发新的活力。

目前，丹灶共有 4000 多家

五金企业，涵盖传统日用五金、

专业部件、五金机电等多个领

域，达3万多个品种，年产值占全

镇工业产值75%以上。然而，随

着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丹灶五

金产业集群面临着迫切的转型

升级。而转型升级的“一纸良

方”，正是前文所提及的加速打

造“五金产业集群”，这也为丹灶

传统五金产业向工业4.0时代迈

进指明方向。

在大会举行期间，还举办了

以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等为主

要内容的工业互联网专题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烈宏、

广东省副省长王曦、佛山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钟端章、南海

区经促局副局长岑镜苏等参观

了丹灶五金集群展位，并对丹灶

五金行业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

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张应统表示，五金产业集群

数字化转型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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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五金

产业的“再一次腾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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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依托广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的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

政策指导，以及市、区相关政策

扶持，丹灶将大力推动五金产业

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开

展，为全镇五金产业赋予工业互

联网新动能，助推传统五金产业

集群和区域品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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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实

现数字化转型能为传统五金产

业带来什么红利？回望广东金

丽声展示设备有限公司（下称

“金丽声”）近年来的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在成功实现数字化

转型后，这家传统的制造业公

司已寻得前进的新方向。

位于桂丹西路的金丽声，

是一家有着20年专业积累的

B2B企业，多年来深耕小业态

货架精细领域，合作品牌包括

OLE、7-11、天虹、苏果、易捷、

海王星辰、全棉时代等。而在

转型前，金丽声只有生产力，没

有品牌力，其所在行业生产企

业过万家，且这些企业高度依

赖零售行业。

金丽声相关负责人介绍，

面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大

多数加工型企业感到茫然，整

个行业找不到适合的发展方

向，“在无序的发展中，各自利

用细分区域优势展开‘价格战’

成为大多数企业家的选择。”该

负责人还表示，公司的顾客购

买的不再是单纯的货架，更需

要新一代门店的整体服务。乘

着数字化转型的东风，金丽声

重新调整公司布局，对品牌重

新定位：专注新一代门店整体

服务20年，助力龙头企业高效

开店12万家。

要致富先修路，而数字化

转型正是金丽声要修的“路”。

围绕顾客的核心需求——“高

质低价”，金丽声开始布局一系

列数字化转型规划，并以此制

定出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包括

围绕顾客价值，需要提升可视

化的高效协同，缩短订单的交

期，减少出错率，提高客户满意

度，以及服务员工，帮助员工提

升知识和技能，帮助员工进行

优化流程的管理，减少搬运的

次数，降低受伤的风险。

做好数字化转型，企业生

产服务系统全链条打通是关

键。2019年，金丽声正式引入

腾一MES系统，并于2020年

从顾问、设计、生产、存储、运输

和安装，全链路各环节的信息

化系统已经全面上线贯通，并

实现整个生产数据的实时反

馈，以及最后的交付入库、装箱

出货、物流安装，实现现场的数

字化。目前，金丽声公司的顾

客在开门店的现场就可以通过

手机终端，看到门店物料什么

时候能到现场，真正实现了灵

活服务、高效高质的顾客价值。

2020年12月，在佛山南海

区人民政府主办的佛山市南海

区2020工业互联网大会上，金

丽声被授予“腾云计划”重点扶

持企业。面对工业互联网引领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金丽声精

品货架在品牌战略的指导下，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赋能企业发展，建立起时尚门

店研发中心、道具全管理一体

化中心、自动化生产大数据中

心，并通过工业互联网应用，推

动数字产业化发展，大力建设

信息化、数字化的生产体系，助

力龙头企业高效开店。

佛山，依托产业发

家。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敢为人先的丹灶人率先

“洗脚上田”，开办小五金

加工厂，并将日用五金做

成了专业，占据了较大市

场份额。五金产业发展

的红利，也使丹灶“藏富

于民”。而在信息高速化

发展，“互联网+”理念渐

入人心的新时代，如何实

现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实

现数字化发展，成为各级

政府关注的重点瓶颈问

题。在4月20日召开的

市委书记专题会议上，产

业数字化转型成为一大

焦点。“佛山必须拿出40

年积累下来的家底，来支

持数字化。”佛山市委书

记鲁毅表示。

对于佛山经济发展

而言，数字化转型是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工作。近

年来，佛山持续推出扶持

政策，带动一批企业“上

云上平台”，推动佛山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2020

年，佛山推出了深化“互

联网+先进制造”发展工

业互联网的若干政策措

施，从八个方向对工业企

业、工业互联网服务商、

平台商、公共服务机构、

创新载体等进行奖补。

而作为“中国五金之

乡”的丹灶，近年来也将

目光聚焦在传统五金产

业。目前，丹灶五金产业

集群数字化转型方案已

获专家组论证通过，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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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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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丽声展示设备有限公司

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
助力龙头企业高效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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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方案全票通过
加速五金产业集群转型

老树发新枝，数字化转型为

传统产业重新赋能。去年9月，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丹灶镇

组织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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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

点工作牵头单位、广东新瑞智安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强代表

产业联合体，现场就丹灶五金产

业集群发展现状、痛点分析及数

字化转型等内容，详细汇报了五

金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方

案，并表示未来希望通过全方位

建设丹灶数字化五金产业集群，

深度打造“有为五金共享制造平

台”，为传统支柱产业五金行业注

入科技创新元素，不断加速其转

型升级。

传统五金行业面临利润压

缩、转型阵痛，未来将走向何方？

崔强介绍，随着内外部环境的不

断变化，丹灶五金产业集群的转

型升级面临着传统产业优势不

再、新兴产业创新乏力的发展痛

点，未来应从产业技术突破、工艺

装备研发、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体

系四方面展开“短板突破”，解决传

统五金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经过集体论证、意见提出等

环节后，7位专家全票通过该方

案，意味着未来丹灶五金产业集

群转型将“插上翅膀”，迎来新的

发展局面。专家组成员、广东阳

晨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姚中沃表

示，方案的论证通过能为丹灶五

金产业发展带来的促进引领效

应，将为五金产业集群提供“公共

平台”，不断加速创新、转型，实现

互联网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

互联网处副处长易贤辉表示，希

望方案通过论证后，在地方政府、

牵头单位及行业协会的合力下，

汇集各方智慧和力量，逐步完善

前期试点工作，也期待能为丹灶

五金产业重新赋能，在国内外不

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下，发挥产业

优势，完善产业配套，实现跨越式

发展。

亮相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
五金产业迈向工业4.0时代

■■丹灶五金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方案最终通过来自行业协会丹灶五金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方案最终通过来自行业协会、、行业平行业平

台及产业互联网联盟等台及产业互联网联盟等77位专家全票表决通过位专家全票表决通过。。

■■丹灶五丹灶五

金产业集金产业集

群亮相中群亮相中

国工业互国工业互

联网大会联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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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丽声金丽声相关负责人向来访人员介绍推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带来的相关负责人向来访人员介绍推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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