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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洽会探营·佛山

创新研发助推企业加速发展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许月映

通讯员 吴金云

9月20日~22日，广东

（潭州）

国际会

展中心将迎来第五届珠江西岸先进装

备制造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下称 “珠洽

会”）

。 据了解， 本届珠洽会分设3个展

馆，每个展馆面积约10000平方米。 活动

主要内容有展览交易、项目签约、投资

推介、行业论坛4个部分，将紧扣珠江西

岸8市本地特色产业， 以推动项目落地

为重点。 届时，珠江西岸8市将会带领先

进装备前来参展，多个项目也有望在此

落实确定。 相较于往届，本届珠洽会的

展品在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面都

有了新的突破，其中多个展品还是国内

首台

（套）

。

从9月2日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

将到珠江西岸8市

（珠海、佛山、中山、江

门、阳江、云浮、韶关、肇庆）

进行集中采

访， 领略各市先进装备制造企业的风

采。 2日，记者来到佛山两家先进装备制

造业代表性企业KUKA机器人

（广东）

有

限公司、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探营。

KUKA：

智能智造产业生态园正形成

走进位于顺德的KUKA智能制造科

技园，崭新的厂房里，正陈列着一排排

机器人……去年3月，美的集团向KUKA

集团在中国的下属业务板块注资成立

KUKA机器人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在佛

山顺德规划建设以库卡华南总部及制

造基地项目为核心的智能制造科技园。

科技园项目总用地约1200亩，其中工业

用地约950亩，住宅用地约230亩。

项目一期于去年3月动工， 计划建

设两栋厂房，建筑面积72000平方米，主

要用于机器人本体的生产制造，以及机

器人和自动化系统集成和应用推广。 目

前已完成其中一个厂房及其他设施约

50000平方米的工程建设，累计投资约5

亿元。 同时，园区已在去年12月开始试

生产。 未来，园区完成建设后，规划每年

生产机器人75000台，到时候KUKA机器

人

（中国 ）

将会成为全球机器人产量排

名前列企业。

据了解， 该园区计划设置智能制

造、智能物流、智能医疗、智慧家居四大

业务板块， 包括机器人本体制造中心、

研究中心、应用示范中心和华南区域总

部等， 形成产研销一体化的产业模式，

带动顺德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智能制造

产业发展和升级，最终建设成为一个智

能智造产业生态园。

据园区负责人傅生彬介绍，园区现

有4000余平方米的机器人本体研发中

心

（含实验室 ）

，其中六轴机器人产线4

条、AGV机器人产线1条、物流自动化产

品生产线1条， 生产线正处于试生产阶

段。 部分机器人型号和物流设备为首次

引入到国内生产，将有效填补国内技术

空白。

“预计今年年底， 全产业链的机器

人都可以在顺德这个园区进行生产。 ”

傅生彬透露， 目前顺德园区正在研发

AGV、SCARA、DELTA、Cartesian 和 Ar－

ticulated等新产品机器人，“SCARA就是

四轴机器人， 主要应用于电子行业，预

计这款产品明年一季度就能研发完成，

二季度就可以上市了。 ”他还提到，他们

将会把目前的六轴机器人，针对中国客

户的特色应用场景做本地化的升级开

发。

傅生彬表示，今年的珠洽会，KUKA

将会展出应用最为普遍、技术最为成熟

的机器人，更注重产品的内在价值的展

现。

截至今年8月1日，该园区已出售机

器人300台， 产值达到3000万元； 预计

2019年全年产值2.4亿元，2020年实现产

值6.5亿元。

宏石激光：

自研自制精益求精谋发展

机器钻头刺向长方形的不锈钢条，

火花四射， 只需 0.3 秒， 一个正方形的

孔随即产生……在佛山市宏石激光技

术有限公司

（下称 “宏石”）

的生产基

地， 一台台切割机正在工作人员的操

作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切割加工， 速度

之快让人目不暇接。

据了解， 宏石成立于 2009 年， 是

一家集生产、 研发、 销售智能激光切

割设备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广

东省排名前列的规模化、 多元化激光

切割制造商， 也是国内激光切割设备

的领军企业， 已取得多项技术专利。

“目前公司的产品基本都是我们自研自

制， 切管机的技术是全国领先的。” 宏

石的投资总监欧阳展飞表示， 公司去

年已在德国成立子公司， 今年则计划

在日本、 越南成立新的海外研发子公

司与中心， 着重研发与销售， 不断加

大海外布局。

欧阳展飞说， 宏石的切割设备具

有速度快、 精度高等特点。 产品主要

应用于家电家具、 健身器材以及卫浴

产品。 为了更好地服务用户， 目前宏

石正在着手开始相关产业链的延伸，

迈向“折” “焊” 等项目的研究， 以

对接下游用户的需求。

宏石这次参展珠洽会的是一台平

面切割机。 该切割机功率高， 可达 2

万瓦， 切割速度快， 切割厚度最厚可

达到 8 厘米， 技术在行业处于比较领

先的水平。 “珠江西岸地区就是我们

很多客户的所在地， 占到我们总客户

的 30%， 因为这些地区卫浴、 家电家

具行业比较多， 所以往后我们还是会

继续扎根珠江西岸， 不断地优化产品

性能。” 欧阳展飞表示。

佛山：

目前已收集到 97件参展展品

据了解， 2018 年佛山市装备制造

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1426 亿元， 同比增

长 6.4% ， 约占佛山工业增加值的

31.1%， 约占珠江西岸产业带装备制造

业的 51%。 今年上半年， 佛山装备制

造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641.9 亿元， 同比

增长 7.9%， 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速。

在本届珠洽会， 佛山计划设置工

作母机及重大技术装备、 智能制造及

机器人、 新能源

（氢能源 ）

及汽车等

主题展区。

截至 8 月 30 日， 佛山共收集到 52

家企业的 97 件参展展品。

9 月 4 日， 位于高明的佛山富龙西

江特大桥正式动工，预计 2022 年建成。

该项目全长约 5.81 公里，其中主体跨度

约为 500 米， 建成后将超越平胜大桥，

成为“佛山第一桥”。

富龙西江特大桥项目起点位于高

明区富湾， 顺接杨西大道北延线的终

点，沿线途经高明区荷城街道、三水区

白坭镇，并自西向东跨越西江，终点接

季华路西延线。 该项目包括两处枢纽互

通立交

（富湾立交、龙池立交）

、一座 580

米主跨特大桥。 项目采用一级公路标准

兼顾城市道路功能， 设有双向 8 车道，

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

作为项目的主要部分，富龙西江特

大桥为双塔双索面混合梁斜拉桥。 为凸

显高明文化元素，大桥的桥塔特意设计

成了白鹭造型。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将按照“设计一流、质量一流、景

观一流”的建设标准，力争把富龙西江

特大桥建设成为地标性建筑，争创鲁班

奖、詹天佑奖。

根据“佛山一环西拓”建设战略，富

龙西江特大桥项目是一环西拓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已纳入广东省重

点建设工程项目，是佛山市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交通先行的重要项目。

高明区副区长苏仕超表示，富龙西

江特大桥连接高明荷城和三水白坭，是

佛山一环西拓南环段的咽喉工程，对高

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

意义：“富龙西江特大桥是一座民心之

桥、同心之桥、连心之桥。 高明将集全区

之力攻坚克难， 完成征拆等工作任务，

为大桥建设提供最优、 最好的服务保

障。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富龙西江特大桥开建

以后将成新“佛山第一桥”

KUKA

智能制造科技园园区。 通讯员供图

KUKA

智能制造科技园厂房内

陈列着机器人。 张弘弢 摄

工作人员正在运作切割机。

张弘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