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龟井启次
对在广东省发展的日资企业来说，

佛山是和广州、深圳并驾齐驱的区域，

地理位置优越，吸引了世界500强日资

企业以及众多中小企业落户。

南海区委书记、区长顾耀辉
南海将一如既往地提供最优服务、

创造最佳条件，用心用情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为中日企业沟通交流搭建更多发

展平台，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南海区副区长盘石
希望通过3~5年时间，将南海打造

成全国日资企业最集聚的区域之一，不

仅是数量上最多，也是合作业态最为丰

富，产业生态最为完整的区域。

日商友谊会会长、濑良（佛山）精
冲有限公司总经理香田哲

南海区政府定期走访企业，通过政

策宣讲等形式，及时向企业传达最新信

息，在解决企业问题、给予企业发展信

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今后如有企业

计划投资的，我一定会强烈推荐南海。

东普雷（佛山）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山城活博

在选址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南海

区政府对招商工作的热诚，而且日语沟

通也畅通无阻。那时我就认定了南海

是个可以放心投资的地方，这也促使集

团最终选择落户这里。南海区拥有符

合日资企业需求的投资环境，这是日企

投资的最佳选择。

精彩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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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资高地”再迎发展新热潮
南海进驻日资企业达120家，打造日企在粤港澳大湾区投资首站

9月14日，佛山市南海区2021智能制造和节能环保产业

推介会暨中日企业对接会（以下简称“中日企业对接会”）在佛

山南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尽管受疫情影响，仍有170多家中

日企业前来对接，且实现6个产业项目签约。

一场热闹的对接会见证了南海与日企的情缘。1994年，

南海引入第一家日资企业，至今，南海与日资企业已携手走过

27个年头。截至目前，南海共有日资企业120家，不仅占据全

市日企保有量的“半壁江山”，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日资企业最

为密集的地级市辖区。

在南海的日资项目中，不少是凭借着良好的“口碑效应”，

由已有的日资企业推荐而来。一些世界500强企业，包括本

田、爱信精机、神户制钢、电装、永旺等都在南海区投资了2家以

上企业，展现了他们对南海营商环境的认可。南海区委书记、

区长顾耀辉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提供最优服务、创造最佳条件，

用心用情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日企业沟通交流搭建更多发

展平台，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连续6年举办的中日企业对接会，为何每年能吸引这么多

日资企业的到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日资企业为何选择

在南海进行项目签约、增资扩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行南

海对日招商的奥秘解码。它们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南海，是一

个最懂日企的地方。

对接会第一天上午11点，

理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客户经理马莉莉手中的资

料和名片已经派出去不少。“前两

次参加对接会，我们都收获了华

南的客户，这次我们针对疫情推

出了AI智能眼镜产品，希望通过

这一平台增加和行业内企业交

流、合作的机会。”马莉莉说。

对接会自 2016年开始举

办，旨在为南海中日企业搭建交

流与合作的平台。六年来，对接

会已经成为重要的品牌活动，成

为中日制造业企业采购材料零部

件、扩大公司销路、展示采购销售

产品、促进商务交流的平台。

对接会现场，有170家中日

企业参展，涵盖金属制品、汽车船

舶制品、钢铁业、通用机械、电气

机械、电子零部件、精密机械、环

保节能等领域，其中有130家是

日本企业。记者了解到，正是因

为精准对接有显著效果，有70%
的参展企业是对接会的“常客”，

几乎每年都会参加。

“在对接会上，我们能与行

内企业、客户面对面交流，对开

展业务来说效率大大提高。”佛

山富士离合器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企业位于丹灶的南海国际

生态工业示范园，主要生产汽

车、摩托车、多用途用车以及其

他车种离合器的开发、制造，目

前有不少对公司产品有意向的

客户前来咨询。

今年，汽车零配件、节能环

保和精密机械等行业展位咨询

人数众多。“各国相继提出了碳

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许多制造

业企业希望获取节能环保和能

源方面的技术支持。”日本富士

电机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所长

横田光弘表示，富士电机株式会

社有节能环保的设备、系统及解

决方案,希望与佛山工业园区、

企业开展技术和项目合作，推动

节约能源并提高生产效率。

此次活动除了现场推介会

和对接会外，同期还举办“中国

新能源汽车事业发展方向主题

论坛”等论坛。为了加深日资企

业对南海区制造业发展状况的

了解，期间还将举办工厂参观和

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广东省商务

厅全力支持。省商务厅二级巡

视员叶华表示，日本以先进制造

业享誉世界，日本企业经过长期

的传承和持续创新，在智能制造

和节能环保领域保持领先，希望

通过这次对接会，吸引更多日本

企业来广东投资考察。

在疫情背景下，这样的交流

对接尤显珍贵。“连续六年举办

中日企业对接会，尤其是在疫情

背景下坚持一如既往举办，充分

体现了南海对日招商的力度和决

心，另一方面日资企业也希望通

过这个平台，加强对接，促成更多

商机。”南海区副区长盘石说。

与对接会一样火热的，还

有日资企业对南海的投资热

情。在推介会上，共进行6个

项目签约，包括友成车灯精密

模具及注塑项目、日本丸运供

应链、本田电动化CVT新线项

目等。

“今年5月和8月，集团总

经理带领公司团队先后两次到

南海丹灶实地考察，通过近三

个月的考察和沟通，我们达成

了初步合作框架，南海相关职

能部门做事速度快、效率高，体

现了‘南海速度’，坚定了我们投

资南海的信心。”广州友成机工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锋表

示，公司计划在南海丹灶投资

预计5亿元，整个项目正常运作

后，预计年销售额会达到2.5
亿元以上，年纳税2700万元。

今年受疫情影响，一批日

资企业仍然选择增资扩产的举

动，折射出日企对南海营商环

境的认可。

“我们能与政府轻松愉快

地进行商谈，政府也能设身处

地为我们考虑，迅速为我们解

决难题。在南海区政府的支持

下，企业在南海都能安心投资，

放心生产。”在《南海，我的事业

摇篮》的宣传片上，爱信精机

（佛山）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负

责人徳田昭久现身说法，点赞

南海的营商环境。

疫情期间的服务，从另一

个侧面感受到南海对日资企业

发展的重视。“去年以来，在当

地政府的疫情防控指导下，我

们顺利地对2500名员工进行

了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在

此，再次向政府表示衷心的感

谢。”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总经理奥瀬绅一郎对政府

充满感激。

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自 2005年落户南海至

今，经过多次增资扩产，已成为

佛山市最大的外资汽车零部件

企业，年产值超150亿元。去

年，公司向广汽本田和东风本

田提供160万台变速箱。

金杯银杯比不上好口碑，

南海深谙这一道理。在南海的

许多日资项目中，都是由已有

的日资企业推荐而来，一些世

界500强企业，包括本田、爱信

精机、神户制钢、电装、永旺等都

在南海区投资了2家以上企业。

当前，南海已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日资企业最为密集的地

级市辖区。自1994年引入第

一家日资企业以来，截至目前，

南海共有日资企业120家，占据

全市日企保有量的“半壁江山”。

“自1994年第一家日资

企业落户南海以来，我们双方

已携手走过27个春秋，日资企

业为南海构建‘两高四新’现代

产业体系注入了强劲动力。”南

海区委书记、区长顾耀辉表示，

南海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对日

招商工作，通过组建专业招商

团队提供高效服务、实现精准

对接，形成了全链条靶向招商

模式。

南海为何能成为日资企业

集中投资的高地？这与南海良

好的营商环境、雄厚的制造业

基础、政府高效的办事效率等

分不开。

自2002年成功引入本田

汽车以来，南海就以“追靓女”

的毅力，持之以恒开展对日招

商、稳商、安商工作。

日企普遍认为，南海的区

位以及硬件环境非常适合日资

企业的发展。南海地处粤港澳

大湾区腹地、广佛全域同城化

前沿，区位优势明显。

为应对日本企业个性化厂

房租赁的投资需求，早在2010
年，南海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广州代表处签署了共建日本中

小企业园的合作协议。南海区

委区政府还规划建设了包括佛

山高新区南海园、广东新能源

汽车基地、南海日本中小企业

工业园三期、中国无纺布产业

基地、广东新材料产业基地、临

港国际产业社区等工业园区。

目前，这些工业园区已经形成

日资企业集聚现象，成为南海

吸引日资企业的有力载体。

南海的吸引力，不仅在于

硬实力，更在于软实力。

南海不断完善对日招商服

务体系建设。在南海区镇两级

招商队伍中，共有19位日语人

才，这在一个县区级区域非常

少见，语言的无缝对接，为南海

服务日企打下了基础。

除了日常对接外，区领导

每个季度与日商通过联谊会沟

通，全面跟进日企发展情况，帮

他们解决难题。例如疫情期

间，日企提出了防疫物品短缺、

技术人员来华审批、员工疫苗

接种等系列问题，都得到有效

的协调解决。

“公司成立至今，佛山市南

海区政府高效为我司排忧解

难。我尤其满意政府的专人跟

进服务，他们在企业有需要时能

及时伸出援手。”东丽（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主管石原昭彦表示。

自2017年落地佛山以来，

东丽不断扩大在南海的布局：

2017年东丽高新聚化（佛山）有

限公司成立，2019年投产，年产

2万吨纺粘无纺布；2021年3
月，东丽膜科技（佛山）有限公司

动工，预计2022年初投产，年

产14万支膜元件。

今年，在疫情背景下，南海

继续举办中日企业对接会活

动，充分体现了对日招商的力

度和决心，也是服务日企的重

要举措。

事实上，伴随着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和“双合作区”的推

进，未来南海对日招商正面临

着全新的发展机遇。在产业合

作重心方面，南海将瞄准更高

更新的领域。包括在新材料、

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智能制造

等日本领先的领域加大招商的

力度，通过引入日本高端的制

造业来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产

业发展水平，尤其是引入龙头

企业来打造产业链的集聚。

“日本将是南海今后海外

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未来希

望吸引更多日资企业进驻的同

时，提升对日招商的合作层次，

包括商贸、科技服务业的引入，

推动日资创新能力与南海制造

能力的结合。”南海区副区长盘

石表示，希望通过3~5年时间，

将南海打造成全国日资企业最

集聚的区域之一，不仅是数量

上最多，也是合作业态最为丰

富，产业生态最为完整的区域。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彭美慈通讯员李伟婵

牵手南海六年
打造中日企业共赢“南海样本”

从“1”到“120”日资企业在南海集聚发展

倾情二十余载营造“最懂日企”的营商环境

■佛山市南海区2021智能制造和节能环保产业推介会暨中日企业对接会上，南海进行投资环境推介。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摄

■参展方向嘉宾介绍精密模具。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