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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灶通过召开座谈会、组织企业代表到标杆企业参观，推动传统五金产业发展

学习先进经验 加快产业转型
参观标杆企业 学习品牌建设经验

五金产业是丹灶镇
的传统优势产业，在信
息化高速发展、
“互联
网+”理念渐入人心的新
时代，如何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实现数字
化发展，是摆在企业面
前的难题。
日 前 ，丹 灶 镇 通 过
召开传统五金产业转型
升级座谈会、组织企业
代表到标杆企业参观学
习先进经验，助力丹灶
五金企业转型升级。
■玮基厨具生产车间。

通讯员供图

企业代表齐聚 探讨产业转型升级
日前 ，丹 灶 镇 召 开 五 金
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镇内
部分五金企业代表聚焦产业
转型升级，探讨如何系统推
进五金产业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丹灶镇镇
长何敏仪、副镇长李终胜、镇
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张磊
参加会议。
座 谈 会 上 ，五 金 企 业 代
表 们 围 绕 关 键 词“ 转 型 升
级”，针对行业、企业发展现
存问题、短板提出意见建议，
并表达对丹灶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加大对传统五金行业
扶持力度的殷切期盼，希望
通过凝聚社会资源、政策措
施配套和资金支持，促进传
统五金产业提档升级。
此外，企业代表聚焦“打

造品牌效益”
“ 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升级”
“吸引人才”等方面
深入探讨。
“ 丹灶作为中国日
用五金之都，品牌企业较少，
目前难以推出标杆性企业作
为行业典范。”佛山市南海南
洋电机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陆锡佳建议，希望政府推出政
策帮扶和资金支持，汇集镇内
规模较大企业，重点打造成品
牌企业，进而提高丹灶的城市
知名度。
佛山市南海玮基厨具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国基建议，希
望政府牵头联合镇总商会、五
金行业协会搭建线上平台，让
五金企业以较低成本入驻，从
而提高企业、产品知名度，让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能看到
丹灶五金品牌企业和产品。

在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上，广
东金丽声展示设备有限公司
尝到企业转型带来的红利 。
该公司总经理范亚森介绍，金
丽声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升
级，减少了成本仓的囤放，释
放了库存资金，减少了成本，
所节约的资金投入软硬件升
级改造，提高了经济效益，也
提升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
优势。他建议，传统五金产业
可以朝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探索发展，从而实现降本提质
增效，
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佛山市康晖照明有限公
司总经理何永基也持有同样
观点。他建议，在产业转型升
级方面，希望政府引入数字
化、智能化等优质平台，从人

才引进、技术培育等方面开展
指导，合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
提升竞争力。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企
业代表们还围绕“吸引人才”
的话题深入探讨，希望丹灶镇
能进一步升级生活配套设施、
增加教育资源等，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何敏仪对企业代表提出
的意见 和 建 议 进 行 一 一 回
应。她表示，政府将提供平
台资源，为企业了解市场信
息、产业导向和相关政策等
提供充足支持，同时切实解
决企业用地、融资、人才等方
面难题，全力推动传统产业
走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升级发展道路，
助力丹灶高质量发展。

5 月 7 日下午，丹灶镇总商
会组织企业到佛山市南海玮基
厨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玮基
厨具”
）参观，学习先进经验，助
力丹灶五金企业转型升级。
玮基厨具成立于 2006 年，
是广东烘焙器具 10 强企业之
一，
集研发、生产、物流团队于一
体。凭借在品质和设计上的优
势，通过代工的方式，企业成为
了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的供应商。
然而，
代工型发展模式处于
产业链底端，利润微薄，缺乏核
心竞争力。玮基厨具总经理陈
国基表示，创立自主品牌的初
衷，
是希望通过转型升级以降低
代工带来的经营风险，
而且相信
自有品牌是中国制造业未来发
展的必然趋势。
2013 年，玮基厨具成立了
自 主 品 牌 CHEFMADE 学 厨
（以下简称学厨），
开始全球化品
牌布局。在以中文译名学厨进
入中国市场，
拓展各省市代理商
的同时，
学厨的美国仓库开始运
营。2015 年，学厨正式进军自
营线上零售业务，
开启了天猫旗
舰店，并进入京东自营系统，加
入了电子商务大军。
2017 年，学厨探索品牌年
轻化路径，签下了 HelloKitty
中国区烘焙用品类的唯一授
权。在产品设计中，学厨将 IP
张力转化为产品力，吸纳联名
IP 粉丝中的潜在用户群体，并
且通过“设计艺术化”塑造自身
的品牌形象，成为了烘焙时尚
圈的风向标。
“品牌建设不是一蹴而就
的，
一定要有长期的沉淀。
”
陈国
基说。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优势，
学厨的
“触角”
伸得更长了，
在营

销推广方面，
学厨与国内外网红
合作，提高品牌知名度。同时，
围绕年轻消费者的审美，
在内容
营销上持续加码，充分利用图
片、短视频、直播、文案、活动等
方式，
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上
增加热度，
不断加强消费者对产
品的认知和喜爱。
“创新和品质是第一位，除
了好品质作为保障以外，
更重要
的是产品的创新能力。”陈国基
说，电商平台的竞争非常激烈，
产品需要不断更新换代，
才能给
消费者带来新鲜感。学厨以每
年 50 多款的开发速度，不断开
发出优质、耐用、美观的产品。
2021 年，学厨的产品款式多达
400 多款，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
需求，
大大提高了复购率。
对五金产业而言，转型升
级 不 是“ 选 择 题 ”，而 是“ 必 答
题”。在丹灶，部分五金企业已
经着手加入电子商务、创立自
主品牌的行列，但这并非一朝
一夕能够完成。
“ 目前，我们面
对的难题在于电商平台的运
营。”佛山市荣仕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电商人员余伟杰说，通过
交流，他了解到电商模式不仅
要做高质量的产品，还要不断
提高产品的工艺和加强新产品
研发投入。在营销方面，还要
通过高质量图片、品牌 IP、新媒
体推广等方式，让产品更有竞
争力，
以打开销售渠道。
本次参观学习，
让企业家们
开阔了视野，
拓宽了思路。接下
来，
丹灶总商会将继续组织企业
家走进标杆企业，
开展互学互访
交流活动，
共同探索推动企业发
展的路径和方法，
推动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文/ 珠江时报记者 陈时然 吴玮琛 通讯员 陈宝华 丹灶镇经发办

丹灶镇人大开展保护
“有为水道”
生态资源专题调研

丹灶组织各村（社区）书记到里水参观学习

人大代表建议加强水道生态资源保护

取经建设
“四小园”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
通讯员/黄颖欣 摄影报道）日前，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之策，建立整改台账，成立片区

通讯员/邓丽娟）5 月 10 日，
丹灶

工作组对照台账落实整改；
集中

丹灶镇人大开展保护“有为水

镇乡村振兴办组织镇内各村（社

精力攻坚克难、查漏补缺，开展

道”生态资源专题调研，通过现

区）书记、
干部，
到里水镇文教社

集中整治工作；
推出人居环境自

场视察和座谈交流，了解“有为

区、
鹤峰村参观学习人居环境整

治公约和“干净整洁文明户”评

水道”开发建设情况，重点围绕

治经验，
推动各村（社区）人居环

选方案，
增强居民自治意识。一

保护水道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

境整治成效再上新台阶。

系列举措之下，
社区人居环境有

聚智聚力、
建言献策。镇人大主

一行人首先来到文教社区，

了明显改善。

席杨标汉、
副主席陈兆辉和部分

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具体情

区、
镇人大代表，
以及有关部门、

况。走在社区大街小巷，
随处可

参观了村内闲置地改造成小景

单位负责人参加调研。

见“四小园”建设成果，收获“转

观、
小公园的成果。这些小公园

角遇美景”的惊喜。参观过程

旁边附带一张整改前后对比图，

中，丹灶镇各村（社区）书记、干

可直观了解整改成效。目前，
鹤

部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记录每个

峰村内闲置地均已进行硬底化

视察
“有为水道”
了解存在问题
人大 代 表 一 行 首 先 前 往
“ 有 为 水 道 ”银 河 桥 处 ，视 察
“有为水道”生态环境和“龙舟
掠影”等景点建设情况，听取有
关情况介绍。
随后，
一行人在西城社区召
开座谈会。有为创展公司相关
负责人首先介绍了“有为水道”
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的历史文
化底蕴、
开发建设情况及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据
悉，
“有为水道”
位于丹灶镇西南
部，
全长约 8 公里，
源于仙湖，
流
经仙岗、西城、银河、良登、塱心
五个村居，
是丹灶镇全域旅游的

■座谈会
现场。

重要组成部分，共有建设项目
21 个大项、91 个分项，
现已完成
72 个分项、
4 个规划分项，
今年 6
月计划推出“有为水道”游船体
验游，让游客感受沉醉心灵的
“自由流淌的水乡生活”之旅。
“有为水道”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全面展现“一个丹灶镇，半部岭
南史”
。

建议建立联动机制
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然而，
水道管理过程中也遇
到一些问题，如有人沿岸钓鱼、

破坏绿化，
遗留垃圾影响环境卫
工，确保及时发现、报告和解决
生；
存在在沿线区域偷倒生活垃
相关问题，
同时应尽快明晰区域
圾、建筑垃圾，霸占耕地开垦种
开发定位，促进开发管理规范
植的现象；
有市民随意驾车进入
化，
并且可以充分利用水杉等自
水道节点，破坏绿道、拦车石柱
然生态资源开展科普教育，
丰富
设施等。
水道旅游文化内涵。
针对以上问题，市政办、内
镇人大代表曾小娟、劳锦
河涌办、水利所、综合行政执法
兴、
李少芳则建议在中小学开展
办等相关部门汇报了相应工作 “有为水道”
宣传教育活动，
让中
情况和提出解决办法。
小学生了解水道丰富的历史人
文、
自然生态资源和系列节点景
区、镇人大代表，西城社区
党委书记谭国樑，镇人大代表、 观建设情况，
增强环保意识和热
仙岗社区党委书记欧锡康都提
爱家乡的情怀，进而通过“小手
出了建立联动处置机制的建议， 拉大手”，带动家长乃至全社会
一起保护水道生态资源。
完善沿线村居、
有关部门职责分

“四小园”
的美丽样式。
“文教社区在
‘四小园’
建设
中注重花小钱办实事，
充分考虑
后期维护的成本和便捷性。”据

随后，一行人来到鹤峰村，

处理，以砖头、绿植简单点缀装
饰，并设置石凳供居民歇息，一
改以往杂草横生的旧貌。
“参观的两个村（社区）环境

文教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经过一

很好，
‘四小园’建设成果亮眼，

系列
“三清三拆三整治”
，
原本杂

值得我们学习。”丹灶镇西岸村

草丛生、
堆放杂物和垃圾的闲置

党总支部书记何镜炬说。

地、卫生黑点实现“大变身”，建

丹灶镇各村（社区）书记和

起了一个个环境优美的小果园、

干部们纷纷表示，
将充分学习里

小花园、
小公园、
小菜园，
人居环

水镇文教社区、
鹤峰村的优秀经

境大大提升。

验，结合村居发展需求，探索形

在基层村居人居环境整治

成可复制、
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

工作中，普遍存在效果不理想、

境整治新模式，
通过评选评优等

标准不高、不彻底、阻力大等难

方式，
动员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

点问题，
文教社区也曾遇到这样

治，
推动各村（社区）人居环境整

的情况。对此，
该社区谋求破局

治成效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