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氢能投资项目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石油分公司综合能源站合作项目

氢能研发及应用战略合作项目

国华氢能投资项目

保利产业基金项目

氢能产业质量提升项目

氢能与洁净可再生能源技术科创基地项目

高温甲醇燃料电池产业化项目

广东广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部项目

佛山南海中日韩智慧能源产业基地项目

巨正源佛山氢能储备基地项目

仙湖氢谷提升加速项目

清能万台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及空冷电堆研发生

产基地项目

稳力超高速电机驱动控制器产业化项目

德迩集团氢能项目

南海核心材料、关键部件产业链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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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个项目总投资超800亿
南海发展再提速

10 月 20 日，佛山市 2020 年下

半年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投产活动举

行，南海分会场设在位于里水镇的中

科万钧国际电子信息港项目所在地。

本次南海区共有47个项目集中开工、

投产，总投资达832.4亿元。接下来，

南海将坚持实干至上、行动至上的理

念，举全区之力、聚全民之智，全力

推动重大项目早日投产达产，让重大

项目建设的新热潮奏响南海高质量发

展的最强音。

本次南海集中开工、投产的 47

个项目中，产业类项目占很大比重。

其中，33 个集中开工项目中产业项

目达 23 个，14 个集中投产投用项

目中产业项目有 9 个。这些产业项

目涵盖汽车零部件制造、新材料、

医药、大数据、先进装备、纺织、

智能家居等产业，有些是基于南海

传统优势产业的智能升级，有些是

对南海“两高四新”现代产业体系

的完善，无一不是跟随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思路，科技含量高、市场前

景好、带动能力强，未来将成为南

海制造业领域的中流砥柱。

此外，还有一批基础设施和民

生项目，包括新交通、公路、医院、

学校、环保等老百姓关注的领域。

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将打破基

本公共服务区域不平衡问题，让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助

力城乡融合发展。

从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分布区

域来看，形势同样喜人——南海区呈

现遍地开花的局势，各镇街均有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且项目数基本均衡。

其中大沥、西樵、狮山三个镇街总投

资额排在前三位，均超过100亿元。

重大项目开工、投产投用数

量芝麻开花节节高是南海结合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全省构建“一核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新格局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需求，把南海所能与佛山所

盼、广东所需紧密结合起来的具

体实践，也成为南海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源。

过去几年，为推动“两高四新”

现代产业体系立柱架梁、夯基垒台，

南海区先后引进一汽 - 大众 MEB

电动汽车、腾龙湾区数据中心、平

谦国际智慧产业园等一批百亿级项

目，并培育一大批关联产业项目及

重大科创平台，描绘了厚积成势的

高质量发展蓝图。

本次4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投产，无疑将加速南海高质量发展

的步伐。这些项目中，产业载体项

目有 8 个。根据项目方介绍，未来

他们将着眼于南海“两高四新”现

代产业体系谋篇布局，发挥自身的

资源优势和服务能力引进更多龙头

项目和优质的关联项目，促进高端

创新要素集聚。

●本次开工投产项目共 47 个，

   总投资 832.4 亿元

产业项目涵盖汽车零部件

制造、新材料、医药、大数据、

先进装备、纺织、智能家居等产

业。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包括新

交通、公路、医院、学校、环保

等老百姓关注的领域。

●开工项目 33 项，

   总投资 729.69 亿元

●投产项目 14 项

   总投资 102.71 亿元

区委书记闫昊波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发展。南海将坚持实干至上、行动至上

的理念，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推动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为抓手，

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充足土地资源，不断创新完善各类惠企政策，推

广工程招投标制度改革、“模拟审批”“标准地”等创新举措，推行

重大项目落地领导“一对一”服务机制，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日投产

达产，全力为佛山争当全省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为广东实现“四

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重大项目遍地开花

重大平台作用凸显

项目情况

●腾龙湾区数据中心项目

位于西樵镇，共计安装 IT 机柜

20000 个，建成后可为 352000

台服务器提供云计算数据服务。

●中科万钧信息科技园区项目

位于里水镇，占地面积81亩，计

划建设为含孵化器、加速器以及众

创空间等产业载体的现代化园区，

主要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平谦国际（南海）现代产业园

位于狮山镇，计划引进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科技研发、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医疗器械、

消费电子、工业自动化、人工智

能、新材料、节能环保、大数据

等产业。

亮点项目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陈为彬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陈为彬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氢能产业大会成为世界认识南海的新名片

从一见“氢”心到“氢”联世界
10 月 19 日至 22 日，2020 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氢能产业大会在南海樵山文化中

心举行，这是南海第四年举办氢能产业盛

会，来自全球的氢能权威专家齐聚一堂，

共同商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此次

大会上，南海收获满满，再签约 16 个氢

能重磅项目，实现 4 个氢能项目投产，

南海氢能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完善。经过多

年积累，氢能产业大会已经发展成为国内

氢能及燃料电池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活动之

一，成为世界认识南海的新名片。

在本次大会上，南海共有

16 个项目进行签约，签约方

包括中国石化集团资本、国华

能源投资、江苏清能股份、中

深新产业、西安交通大学等企

业和院校，项目涵盖氢源、加

氢基础设施、燃料电池、核心

零部件等产业链环节，合作方

式包括研发生产、产业基金、

加速孵化、中日韩合作等，其

中不乏院士项目和中国石化集

团等龙头企业。

此次签约还吸引了一批

“国家队”的加入。例如，南

海与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

司签约，将在成立恩泽基金、

投资氢气储运项目和氢源开

发上展开合作。南海与中国石

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

分公司签约，将南海的区域优

势、经济基础优势，与中国石

化的品牌优势、专业优势相结

合，共同打造综合能源站合作

项目。

再签 16 个项目  与“国家队”实现牵手

大会上还进行了南海氢能

产业项目投产仪式，4 个项目

实现投产，一些项目是打破“卡

脖子”的攻关项目。

其中，韵量燃料电池（广

东）有限公司燃料电池电堆

生产项目是重塑项目在南海

的重要部分，已形成一期年

产 5000 台套电堆的产能，

实现电堆和膜电极的批量化

制造。

广东济平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燃料电池催化剂产业化项

目于 2020 年与南海区签约，

不足半年就建成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规模化全自动生产线，

并投入生产，产值可达6亿元。

佛山市攀业氢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空冷燃料电池堆生

产项目已经初步完成 20 ＭＷ

空冷燃料电池堆的生产能力，

开始为各类行业客户提供氢

燃料电池多样化商业化应用

场景的解决方案。

4 个项目投产  实现电池催化剂生产突破

加氢 5 分钟就能跑 600

多公里的氢燃料电池乘用车、

可以持续工作 10 个小时的氢

能源电动无人船……和氢能

产业大会同期举办的第四届

中国（佛山）国际氢能与燃

料电池技术及产品展览会上，

一批氢能商业化应用产品展

出并且设置了试乘，让观众

体验到氢能生活的全新丰富

应用。

此次展区的设置，包括

一 个 南 海 + 国 际 馆、 两 个

燃料电池馆、两个装备馆等

室内展区，展出面积合共约

21000 平方米，参展企业近

300 家，数量创历届新高。

在展出内容方面，涵盖氢能

基础设施、制氢、储存、运输、

氢气利用、燃料电池、核心

零部件、核心材料、燃料电

池整车制造等环节的先进技

术和成果，以及产业合作和

地方推广应用经验展示等。

黑科技亮相  氢能科技产品覆盖水陆空

区长顾耀辉

南海将主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举办好氢能产业

大会，使氢能大会办得更有内容，更加有影响力，对产业的促进

和提升作用更加强劲；二是更好地发挥以会招商的功能，发挥好

会议这一平台，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三是进一步强化支撑平台，

完善氢能的生态，在政策方面，南海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

以及世界氢能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政策，让政策对产

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有力。与此同时，将加快仙湖实验室以及相关

科技平台的建设，为整个氢能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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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 4个氢能项目
韵量燃料电池（广东）有限公司

燃料电池电堆生产项目

广东济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燃料电池催化剂产业化项目

佛山市攀业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空冷燃料电池堆生产项目

佛山南海氢能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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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产业项目
23 项

民生项目
3 项

基础设施
项目 7 项

21%

9%

64%

36%

产业项目
9 项

民生项目
5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