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在素有千年花乡之名的

陈村，眼下，正是百花齐
放、满城飘香的时节。

让人容易忽略的是，这个鲜花盛
开的小镇里，涌动着一股蓬勃的制造
业生命力。

3月16日，2023年陈村镇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史上力度最
大的扶持政策发布，两个超百亿园区
项目落地，一批增资扩产项目启动，
吹响了陈村迈向制造业春天的号角，
朝着“未来5年工业总产值倍增”的
目标全力进发。

嚟顺德，一定得；来陈村，梦成
真。打破传统印象，重焕过往荣光，
陈村要让外界重新认识“千年花乡”
的另一面——制造业强镇，并以此为
名，向企业人才发出最具诚
意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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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说陈村：
富联智谷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查世伟：
陈村是一个风水宝地，不仅水秀、花美，还有优

惠政策，我们来这里就是来一起建设美丽的陈村。我
们会以最快的时间建设好富联智谷园区，努力引入更
多的客户、更多优秀企业，让他们能够在陈村落户、
生根、开花、结果。

中科院雄安创新研究院成果转换处处长李云林：
雄安创新研究院定位于统筹中国科学院相关创新

资源，建设中国科学院，支持并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发
展的国家科研机构，目前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新材料、绿色智慧农业、生态
环境五大领域布局建设若干实验室。进驻富联智谷
后，我们将争取院企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把一
些好的科技项目布局在园区，以科技赋能为陈村经济
作出贡献。

北京中关村信息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王朝闻：

与陈村合作是中关村在佛山开启的第一个项目，
这里的区位优势十分便利，来到顺德就相当于到了广
州。而且这里不仅有花乡，制造业基础也非常雄厚，
陈村企业家的务实肯干跟中关村的精神非常吻合。看
到陈村抓创新、创产业的决心，我觉得在这里大有可
为。

““千年花乡千年花乡””陈村陈村：：
倾力当好制造业的倾力当好制造业的““护花使者护花使者””

制造业起家
全省首家超亿元乡镇企业
在这里诞生

相比起千年花乡、年桔故乡等文旅
名片，制造业，是外界对于陈村较为陌
生的一面。

回溯历史，却能发现陈村起家史上
制造业留下的足印。

1920年，岭南织造厂在陈村成立，
率先使用自动化纺织机，成为广东四大
机器丝织厂之一。这颗陈村早期工业现
代化的萌芽，正是陈村以制造业起家的
历史渊源。

改革开放后，敢想敢干的顺德人敏
锐地抓住了改革的先机，成就了闻名全
国的发展乡镇企业的“顺德模式”。陈村
华英风扇厂是当时全国十大乡镇企业之
一，也是全省首家产值超亿元的乡镇企
业。1991年，华英风扇厂与华南理工大
学合作，研发出了全国首条机械生产
线，平均6秒就能生产出一台吊扇，达
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代表着上世纪
陈村制造的高光时刻。

伶仃洋上，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在
建设过程中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其中
就闪烁着陈村企业耀眼的身影。广东力
源液压机械和科达洁能两家陈村本土企
业，仅用4个月的时间，联手研发出全
球首台525公斤重型液压打击锤，填补
了中国液压打桩锤大打击能量级的技术
空白，更打破了历来大型桩基施工项目
都由外国设备供应商垄断的局面。

从岭南织造厂到华英风扇厂再到港
珠澳大桥，企业迈出的每一步，是陈村
制造的一大步，甚至是中国工业的一大
步。

“过去，陈村靠制造业起家，我们不
会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从哪里出发！”
历史的足音不曾远去，正如陈村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梁锦棠所言，回顾历史，
就是为了不忘初心。

3月8日，广东法迪奥厨卫科技有限
公司新总部数智化产业基地的动工，正
是陈村回归制造初心的有力诠释。项目
所在的地块就位于华英风扇厂所在地，
在这片承载着历史辉煌、创造历史奇迹
的热土上，法迪奥将承接荣光，推动不
锈钢产业加快迈向价值链高端。

这无疑具有一脉相承的象征意义。
不论是在改革开放时期，还是以制造业
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当下，陈村依然扎根
实业，精耕细作，坚定扛起“制造业当
家”的大旗。

如果说历史的积淀，让陈
村制造业前行有了可回望的
光环；那迈入轨道时代的陈
村，就有了可发展的底气。

随着佛山地铁2号线、广
州地铁7号线西延顺德段相
继开通，从陈村出发，不到5
分钟，就能到达广州南站。突
出的区位优势、双轨道的加
持，让曾经的枢纽，再次站上
了时代的C位。

C位在哪里，市场就在哪
里。先看一组数据，自2021
年7月启动建设至今，一年多
的时间里，位于陈村的中集智
城项目一期招商率达85%，市
外企业进驻占比80%，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超50%，进驻企业
中80%是园区主导的电子信
息及智能制造类企业。

“8858”的成功，在中集智
城项目负责人李文杰的眼中，
如同跨越了“8848”这个珠穆
朗玛峰的高度，“疫情对经济
带来了一定冲击，中集智城取
得这么好的招商成绩，应该说
是逆势上扬”。转动世界的魔
方品牌淦源智能科技也选择
把生产研发基地从广州迁至
中集智城，让其创始人江淦源
作出如此选择的原因之一，正
是陈村交通便利、地段好。

企业的选择，是对区域价
值的认可。透过轨道交通，越
来越多企业、人才、技术等资
源要素涌向陈村，要承接优质
资源的转移，则需要更多空间
载体的保障。作为全区面积
最小的镇街，陈村如何突围而
出？

陈村镇党委书记霍茂昌
表示，陈村将以产业园区作为
主阵地，重点打造“一带五园”
产业载体。尤其是围绕“央
企+民企”的联动发展模式，通
过发挥央企的龙头带动作用，
持续赋能打造一批特色鲜明、
业态高端、功能集成的现代产
业园，再造经济增长极。

“一带五园”产业载体，即
以潭洲水道为轴，打造富联智
谷产业园、顺晋产业园、中集
智城、莱茵产业园、华工科技
园顺德园区这五大产业园，重
点发展机器人、电子信息等吸
引年轻人的产业。五大产业
园蓄势待发，可招商面积达
200万平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陈
村出让土地超700亩，这是陈
村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
录，引入了富联智谷、顺晋两
个超百亿产业项目。其中，富
联智谷产业园计划引入被誉

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运营，
这还是中关村在佛山的首个
项目，重点发展机器人、电子
信息等战新产业，打造具有湾
区辐射力的百亿级机器人集
聚地。

在中关村的强力带动下，
陈村将持续推广“央企+民企”
合作模式，引导更多产业园区
与央企融合发展，充分将央企
的龙头带动作用转化为园区
的整体竞争力，推动打造更多
示范标杆。

坚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陈村还成立了全区首个园中
园提质增效联盟，启动30亩
以上的“园中园”提质改造，在
全区率先探索园中园经济发
展路径，力争5年内整体释放
2000亩产业空间。

不仅如此，在气势如虹的
产业转型升级浪潮中，科达
制造、申菱环境、奔朗新材
等一大批本土企业积极向数
字化工厂转型，向智能化要
效率要效益，10个合计300
亩的工业用地提质增效项目
将于今年启动。这些既体现
了企业蓬勃的发展势头，更
坚定了陈村“制造业当家”
的底气与信心。

今年年初，陈村定下雄心
满满的目标：力争未来5年实
现工业总产值倍增。无论是
优质项目的相继落地，还是本
土企业增资扩产热潮的掀起，
陈村正朝着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高歌奋进。

目前，全镇制造业占GDP
比重高达64%，撑起了社会经
济的大半壁江山。即使在去
年疫情多点散发和经济形势
复杂多变等严峻挑战下，陈村
制造业依然逆势而上，工业技
改投资增速超50%、新设企业
同比增长超20%。

“从递交资料到成功上
市，我们仅仅用了173天，创
造了佛山企业上市的最快纪
录。”去年，奔朗新材成功登陆
北交所，成为佛山北交所“第
一股”。奔朗新材董事长尹育
航直言，没有政府全力支持，
上市就没办法成功。

“全球化是我们已经走过
的和未来要走的路，但是从来
没想过离开陈村，我们会始终
以这里为总部作原点向外边
辐射。”去年，科达制造成为首
批登陆瑞交所的中国面孔，无
论走出多远，科达制造董事长
边程从没想过离开，因为“在

这里，我们一直顺风顺水”。
在制造业当家的蓬勃势

头下，陈村提出将着力打造
“创业梦想地”，做企业家的护
花使者，努力让陈村成为每位
企业家圆梦的地方，成为让每
家企业、每位人才都充满期待
的发展热土。

这场护航，陈村要一守到
底。当日，陈村发布《陈村镇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扶持办
法》，未来5年投入3亿元，实
施企业上市、企业效益、产业
空间、科技赋能、三产规模和
招新引优六大倍增计划，围绕
股改上市、数智改造、招商引
资等九大方面制定若干条扶
持措施，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发
展。这份扶持政策力度之大、
范围之广，即使放眼全区乃至
佛山，并不多见。

能承载梦想，也能安放灵
魂。拿出手机，打开小红书，
输入陈村网红店几个关键字，
就能发现许多意外的惊喜，足
见陈村对于年轻人的吸引
力。这还不够，今年陈村启动
了“妙趣陈村”计划，进一步加
大文旅招商力度，打造美食集
聚区、夜经济示范区国潮文化
节等，提供更多有意义的体

验，努力做这条街“最 in 的
仔”。

坚持长期主义，陈村也用
时间打造治水、教育两大精品
工程，变“生态资源”为吸引人
才、兴旺发达的核心竞争力，
打造“聚人才、育英才”的教育
高地。

未来，陈村将实行四大行
动。一是树标杆、强引领，走
好“小空间、大作为”的新型发
展之路；二是优政策、促提质，
推动每家企业轻装上阵、全速
快跑；三是强联盟、拓空间，推
动实现“再造一个产业陈村”；
四是造环境、引人才，推动陈
村成为更多人才向往的“诗和
远方”。

“希望各位朋友安心发
展、大胆投资，我们一定以最
大热情、最好政策、最优服务，
为你们的发展提供最大机
遇。我们也向广大的有志青
年呼吁，这里有发展平台，也
有诗有花，我们殷切地期望你
带着梦想，在这里扬帆远航。”
陈村镇党委书记霍茂昌发出
诚挚的邀请。

嚟顺德，一定得；来陈村，
梦成真。无论你来自哪里，我
们一起从陈村出发！

制造业当家 站上时代C位的陈村底气

制造业发家 5年投入3亿元真金白银“撑”企业

园中园提质增效联盟签约成立。

活动现场，两个百亿园区项目、一批增资扩产
项目集中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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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智城项目
一 期 招 商 率 达

85%，进驻企业中80%是
园区主导的电子信息及智
能制造类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