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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科创“活水”湾区名镇成就科创新名片
里水正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抓手，加快打造战略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南商精英汇”会长走访日活动举行

民营企业家走进丹灶取真经话转型

要闻

昨日，“南商精英汇”

会长走访日活动举行，近

40名南海民营企业家走

进丹灶，了解南海氢能产

业的发展现状，观摩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案例，同时

还就“企业转型升级与创

新突围之路”这一主题展

开讨论。

这场深度交流活动，

让不少企业家表示收获颇

丰。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柏成说，通过

互访交流，看到传统产业

转型成效，更加坚信信心

比黄金重要，呼吁企业家

们要树立信心，共同进步。

这也是一场“隐形”对

接活动，在参观走访的过

程中，佛山市欣源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志懋

惊喜地发现，企业生产所

需的设备在南海就能找

到，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合

作的空间。

“邀请民营企业家走

进丹灶，走进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升级成效显著的企

业，是希望通过走访以及

主题讨论，推动民营企业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

步伐。”南海区工商联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梁耀智

表示，希望此举能让企业

家们树立改的信心、坚定

改的决心、践行改的恒心。

“南商精英汇”会长走访日活

动是南海区工商联（总商会）打造

的品牌活动。南海区工商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丁健荣介绍，活动主

要分为参观企业、政府推介以及座

谈互动三个环节，从而加深企业之

间的了解，同时畅通政企之间的沟

通。

梁耀智表示，南海目前虽然

已经挖掘出两批南海制造业全国

隐形冠军，并且正在挖掘第三批，

但是还有较多企业待被发现、了

解，希望通过走访互动，让南海制

造业全国隐形冠军将技术、管理、

创新、数字化方面的经验进行分

享，令更多人了解南海产业发展态

势，共同为打造现代化活力新南海

贡献力量。

现场参观环节，企业家们走

进佛山·南海氢能展示中心，了解

南海的氢能产业发展情况；走进广

东中鹏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

业是如何拓宽新赛道；走进广东诺

米家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

业如何通过创新设计引领着家居

五金潮流，了解企业的数字化智能

化仓储系统。

“诺米家居走出了产业转型

升级的新路子，他们的生产、管理

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在谢志懋看

来，南海区工商联（总商会）搭建平

台，让企业之间通过走访学习，加

深了解，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新思

路。

在政府推介环节，丹灶镇镇

长何敏仪介绍了丹灶产业发展情

况和产业发展的支撑点。她表示，

政府正在大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

同时也会一如既往做好企业服务，

欢迎更多企业家到丹灶交流。

“丹灶产业发展势头很迅猛，

让我们看到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

情况下，也有一些优秀企业发展得

很好。”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湛斌则表示，越

是困难的时候，就越要求变，才能

生存下去。他透露，公司将加大投

资进行改造，提升人均产量水平。

看到企业转型升级有实效

后，在座谈会环节，企业家们纷

纷围绕“企业转型升级与创新突

围之路”分享经验，建言献策。

“企业要转型升级，就要练

好平常功，因为打铁还需自身

硬，同时要积极进取，勇于创

新。”在丹灶总商会会长、佛山市

康晖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

基看来，创新是企业永远不变的

话题，包括管理模式、产品的创

新，但是每个产业、企业有自身

的特性，所以也要结合自身的情

况进行转型升级。

曹湛斌认为企业转型升级

要从多方面入手，不仅是产品要

创新，销售模式也要改变，甚至

还要考虑进行跨界合作，“要多

方面创造财富，增加利润。”

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广东中

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万

鹏深有体会。成立于1999年

的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20多年来一直以“提供优质的

热能装备”为己任，在夯实技术、

设计研发、工艺创新等方面不断

努力。在2012年，感受到互联

网技术对各个行业的渗透，中鹏

热能便开始寻找机会将互联网

技术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当

中，但是由于企业生产的是非标

产品，很难找到切入点，便将重

点放到“互联”上，为客户赋能。

“在2015年，我们在行业

内推出第一款‘互联网+’窑炉，

实现了生产数据分析、处理智能

化，成功从窑炉生产商转身为窑

炉数据服务商。”万鹏介绍道。

中鹏热能一直坚持拓宽赛

道，2012年开始研发锂电池材

料窑炉，2014年生产出锂电池

窑炉，并于2年后实现规模化生

产。在2017年，中鹏热能与日

本则武（NORITAKE）株式会

社合作成立广东中鹏新能科技

有限公司，面向国内锂电池材料

制造商，提供锂电池材料烧结系

统解决方案。目前与国内诸多

排名前十的锂电池主流材料企

业进行长期合作。万鹏表示，企

业转型升级要适时守正、降维创

新，尤其要抵得住诱惑，要把时

间花在主业上，打造技术壁垒，

同时提升产品品质。

“企业转型升级，不要以为新

赛道更好，要立足本行业，要做一

厘米的宽度一公里的深度，才能

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张柏成与

万鹏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说，公司

第一个产品就是漏电开关，但是

发展到今天，公司依然坚持生产

漏电开关产品，只是这些产品功

能更加丰富，更加智能化。

南海区工商联（总商会）主

席（会长）、广东星联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伟明表示，活动实现

了预期效果，未来将持续举办。

他同时强调，南海企业韧性强，

不应只关注当下的难点，要将提

高效率、降低成本作为企业一直

需要思考的问题，要随时做好准

备，要不惧困难，走出去寻找新

机会，“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生

存得更长久。”

共寻产业转型升级之道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春妹

通讯员蒙慧波 付秀珍钟媛媛

亲身感受转型升级成效

现场观摩

主题探讨

近期，一场科技创新的浪潮

正在里水掀起，“湾区名镇”将插

上科创的翅膀展翅高飞。

继6月6日仝小林院士工作

站签约落户里水，6月22日发布

“千亿投资开启里水发展新征程”

计划后，里水再次引来全城乃至

全国关注——落户里水的中国科

协海智计划广东（南海）工作基地

于6月23日启动筹建，将打造中

国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国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

2021广东省科技进步奖榜

单中，南海有8个项目获奖，其中

3个牵头获得大奖的项目全部花

落里水。丰硕的成果背后，是里

水多年来的坚持与投入。

今年5月，南海区发布《佛山

市南海区强化制造业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实施方案》，将提升科技

创新转化效率作为南海强化制造

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首要目

标。

对里水而言，发展科创正当

时。里水正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抓

手，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打

造战略新兴产业，从而推动经济

全面高质量发展。

产业大镇
渴望科创“活水”浇灌

科技创新，是里水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急需的

“活水”。

里水的产业发展基础雄厚。

全市32个镇街中，有7个镇街工

业总产值破千亿大关，里水就是

其中之一。2021年，里水全镇工

业总产值1313.83亿元。然而，

里水产业却大而不强，传统产业

占比较大，高科技企业数量少，科

创及转化平台更是少之又少。

从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里

水掀起了一轮“思想再解放 里水

再出发”大讨论，将“产业发展动

力弱”等7大短板摆了出来。

如何破解产业发展动力弱

难题？需要在创新中找答案。

因为创新是第一动力，对于里水

这样的制造业大镇来说，产业发

展动力足不足，传统产业转型及

不及时，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竞争

力。

直面短板，里水主动出击。

今年2月，里水与佛山中国发明成

果转化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发院）

签约合作，以中发兆创科技园为

载体，共同打造中国科协海智计

划广东（南海）工作基地，并计划

五年内打造成中国科协海智计划

广东（南海）工作基地及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仅用4个月时间，里水与中

发院就引来了10个高层次人才

创业项目进驻，其中3个国家级领

军人才创业项目、1个海归博士创

业项目、1个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创业项目，涉及新材料与先进制

造等产业领域。

引进一个，带来一串，带动一

批。海内外高端人才、技术的流

入，正是里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活水”。里水将科创成果转化平

台搬到家门口，将推动产业链与

创新链对接，本土企业在镇内可

直接与科创平台、项目对接或合

作，助推制造业快速转型升级。

创新共同体
推动“双链”深度融合

打造科创高地，吸引科创人

才，里水有着其它区域难以比拟

的优势。

地处佛山北大门的里水，向

来是广佛交流最频繁的地方之

一。里水是产业重镇，产业链完

善；毗邻的广州，创新和人才资

源极为丰富，当创新链与产业链

在里水相汇，必将擦出不一样的

“火花”。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

级都在贯彻实施国家科技成果

转化政策，近期《佛山市南海区

强化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实施方案》的出台，更是为里

水与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

的合作注入动力。

为实现科创平台零的突破，

里水不仅蓄力打造了高端园区引

来中发院青睐，还与中发院发起

成立了首期规模1亿元的科技成

果转化创投基金，将投向园区内

高发展潜力、高附加值项目，优先

支持园区成果转化项目在基层落

地结果，未来还将引入15个国际

和国内高端项目。

政府支持、平台进驻、企业共

享，形成了里水“一平台一园区一

产业一基金”发展模式，将推动创

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补

链、强链。如进驻中发兆创科技

园的无创透皮生物材料及修复技

术的开发应用产业化项目、高端

先进电子胶材料产业化项目，将

为里水的新型生物医药和大健康

产业、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企业

提供高端的技术支撑；里水新型

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龙头企业

一方制药，借助仝小林院士工作

站，依托中国中药大健康产业园

这一优质平台载体，将打造更加

完善的科技研发、生产制造、健康

服务产业生态，把“实验室的创新

成果”加速转化为“生产线的真金

白银”。

可以预见，创新共同体将成

为里水推动“两高四新”产业高端

化发展的新引擎。

聚才汇智
打造制造业创新高地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里水要推动制造业提

质、增效、升级，就需要更大范围、

更高层级的创新要素形成高效集

聚态势。这次，里水就紧紧抓住

了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

中国科协海智计划的工作

基地是承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海外技术的转移、成果转化、

学术交流、项目落地的实施载

体。而里水镇与中发院合作建

设国家级海智计划工作基地，就

是要打造一个高层次人才创业

项目高度集聚发展的特色科技

园区。

里水计划三年投入5亿元，

为科技人才搭建更大的用武之

地，如还在筹建的广佛青创城，将

以高规划的安居之所吸引高端人

才进驻，继而吸引更多重量级平

台、项目落户。

里水还计划三年新增佛山市

科学家团队3个，领军人才团队5
个，南海区创新创业团队10个，

智能制造等紧缺型人才1000人，

技能型人才10000人。

志之所向，城之所进。相信，

随着越来越多人才汇聚里水，将

进一步扩大创新驱动的效应，聚

才汇智新高地也将成为湾区名镇

的又一张新名片。

科创共水乡一色，人才与产

业齐飞，一个制造业创新高地将

在里水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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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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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与中

发院合作，

以中发兆创

科技园为载

体，打造中

国科协海智

计 划 广 东

（南海）工作

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