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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省 级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鹤 山 工 业
城，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已经扎根
于此的企业生产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忙
碌景象。2021年1—10月，鹤山工业城实现规
上工业总产值321亿元，同比增长53%，规上
工业增加值75亿元，同比增长44%，成为鹤山
乃至江门工业经济“加速跑”的重要推动
力。

产业园是支撑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对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一核一带一
区”区域发展格局意义重大。

12月8日上午，参加2021年省产业园高质
量发展工作现场会的我省各地市人员来到鹤
山工业城，分两组实地考察了鹤山产业园中
欧创新中心、鹤山双元制教育中心、广东富
华工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项目、鹤山市得润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江门大型产业集聚区
建设进行深入了解。

当天，省产业园高质量发展工作现场会
上，我市作为全省4个发言代表之一作经验交
流，这是省对江门产业园高质量发展的认可
和肯定，更是在省委、省政府规划建设大型
产业集聚区背景下，全省对江门的期望。

鹤山工业城内，由鹤山市采用政企合作
共建招商引资模式引入的鹤山市得润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润电子”），经
过两年多发展，2020年产值超11亿元，产品
进入华为、中兴、大众、奔驰等知名企业的
供应链。“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好，项目从拿
地到建设再到建成投产，得到了当地政府的
大力支持。”得润电子副总裁李海娜介绍，
目前公司投资9亿元的二期项目预计2022年投
入使用，预计两期项目建成后年产值超25亿
元。

以生产高端装载机、挖掘机制造项目为

主的广东富华工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华工程”）计划总投资30亿元，计
划于2022年建成投产，预计年产各类高端装
载机和挖掘机达1万台以上，年产值超60亿
元。富华工程相关负责人表示，富华集团拥
有良好的中欧合作基础，富华工程将不断深
化对欧合作，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促
进更多欧企入园发展。

当前，江门正大力推进大型产业集聚区
建设，主攻中欧合作的北组团，鹤山工业城
无疑将在未来成为江门加快中欧产业对接的
主战场。在中欧（江门）中小企业国际合作
区核心区域，鹤山市双元制教育中心拟构建
新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探索与企
业合作办学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和德国职业资格培训体系，以机电一体化、
模具设备与制作等专业试点，培养适用、实
用高素质专才，预计2022年建成并投入使
用。届时，将为江门加快中欧产业对接、转
化提供重要保障。

鹤山工业城亮眼的“成长史”，是江门
大力推动园区建设的一个生动注脚。市委十
三届十六次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大型产业集
聚区，深入推进“园区再造”工程，打造大
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当前，已
绘就北、东、南三大组团发展蓝图的江门大
型产业集聚区，未来尤为期待。

（文/图 皇智尧 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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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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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双碳”实验室揭牌，是我市建设国家“低碳”示范市的重大举措。 张奕维摄。

江门“双碳”实验室成功“牵手”国家能源集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13个“双碳”产业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江门市宣传部供稿)

12月7日，我市举行江门“双碳”实验室
揭牌暨项目签约仪式，汇聚“双碳”优势科
创资源，抢占“双碳”技术制高点。以此为
新起点，江门市委、市政府将把“双碳”实
验室建设作为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全力推
进。

在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共建的基础上，
我市还与国家能源集团广东电力有限公司签
订了全面深化合作协议，与清华大学深圳国
际研究生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举行了国家
能源集团氢能（低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通过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进一
步提升江门“双碳”实验室技术力量和创新
能力。

“院士之乡”共话“双碳”发展
“热烈祝贺江门‘双碳’实验室成立，

祝愿实验室朝着既定目标大步向前、开拓进
取，不断创新研究。”听到江门成立“双
碳”实验室的消息后，今年已是96岁高龄的
新会籍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本立特意录制视
频，表达自己的祝贺之情。

江门是“院士之乡”，孕育了“两院”

院士34名，排名全省第一、全国地级市前
列，祖籍江门的海外中青年科学家达6000多
名，丰富的侨创资源是江门“双碳”实验室
建设的优势所在。

台山籍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玉如在录制的
视频中对江门寄予厚望，她说：“希望江门
‘双碳’实验室不断开拓创新，为广东省以
及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重要
贡献。”

一众院士不仅共话江门“双碳”风光无
限，更主动献策江门争当“双碳”事业的国
际领跑者。

“ 江 门 ‘ 双 碳 ’ 实 验 室 未 来 的 研 究 方
向，与我们团队研发发动机低碳、零碳的发
展目标一致，希望我们未来能够与江门‘双
碳’实验室开展深度的探讨和合作。”飞机
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光辉说。

开平籍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澳大利亚
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余艾冰始终关
注家乡的发展，一直想为家乡的发展作贡
献。近年来，他积极带领团队回到家乡江门
进行考察调研，签约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积

极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江门。
“强强联手”汇聚创新资源
江门“双碳”实验室汇聚了“双碳”领

域前沿科创资源。
作为江门“双碳”实验室的依托单位，

香港科学大学与江门渊源深厚，在“双碳”
领域科研优势突出、技术国际领先，技术产
业化能力强。同时，实验室还联合了清华珠
三角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华为、国
家能源集团、中广核、南方电网、暨南大学
等高校、科研机构及知名企业共同建设。

记者留意到，当天揭牌的国家能源集团
氢能（低碳）研究中心是国家能源集团首批
启动建设的集团级研发平台，主要开展清洁
能源与煤电耦合制氢、传统煤电与城市低碳
发展研究、低碳技术成果应用推广。国家能
源集团广东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袁天平介绍，中心建设提出了“五个一”目
标，即建设一个覆盖绿氢、氢能储运以及氢
能应用的全产业链氢能技术开发平台；打造
一支高素质氢能技术研发、工程建设、技术
应用人才队伍；形成一套产学研协调互补的
开发机制；产生一批氢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成果；创建一个特大型千万千瓦级风光水火
储及耦合制氢应用示范基地。“我们将助力
江门清洁低碳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构建
‘双碳’战略下新的能源体系。”袁天平
说。当天，江门“双碳”实验室还成功“牵
手”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该院是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清华—伯克利深圳
学院的基础上拓展建立的，是一所国际化、
开放式、创新型高等院校。此次合作将充分
发挥高水平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优势，促进
江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碳”项目推动绿色发展
�高位推动、多方合力、扎实推进，围绕

江门“双碳”实验室，一个科创特色鲜明、

产业潜力巨大的“双碳”创新生态链正在侨
乡大地逐渐成形。“一带一路”（新会）创
新与产业研究院、国电投绿色循环分布式能
源项目……签约仪式上，13个“双碳”产业
合作项目现场集中签约，涵盖了绿色低碳城
市（园区）合作、“双碳”产业创新服务平
台、“双碳”技术应用和“双碳”技术产业
化等领域。

一幅“双碳赋能 绿色发展”的产业图景
跃然在眼前。

作为签约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梁超
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公司主要从5G建设、网
络能力提升、智慧中台建设三大方面为江门
“双碳”工作赋能。签约的珠西新材料集聚
区绿色低碳智慧园区项目就是通过智慧中台
建设推动节能减排的例子。

广东科技企业合作促进会会长郭凤志是
“一带一路”（新会）创新与产业研究院项
目的签约代表。他感慨道，“这个项目的洽
谈、考察、签约、落地全过程，体现了江门
速度和江门的务实态度。这一项目将把俄罗
斯、东欧、中亚等地的节能环保、创新项目
方面的高端人才引进江门，进行联合研发和
产业化开发”。

郭凤志透露，“我们将组建‘双碳’研
发和产业化的国际化技术转移团队和专家团
队，把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先进技术成果引进到江门，也把江门最新的
产品和技术带到“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
俄罗斯、东欧等地，充分体现江门‘双碳’
实验室的国际化”。

随着13个“双碳”产业合作项目的成功
签约，将有利于开展低碳技术研究及成果转
化、示范应用，加快推动“双碳”产业发展
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低碳城市建设。

（文/唐达 毕松杰 皇智尧 张浩洋 梁佳欣）

广东省产业园高质量发展工作现场会在江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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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低碳新机遇 共赢绿色新未来

12月12日，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行
市档案馆新馆启用仪式。据悉，市档案馆
成立于1959年2月，为国家一级档案馆。新
馆（含方志馆）位于滨江新区市档案中心B
区，由中铁建设集团施工建设，是按照国
家一级档案馆、国家数字档案馆要求打造
的“五位一体”国家综合档案馆。该馆共
18层，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其中1—4
层为展览区、5—13层为库房区、14层为档
案查阅利用开放区、15—18层为办公以及
技术用房区。未来，新馆可满足超过30年
馆藏档案发展需求，成为我市综合文化新
地标。

当天，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共同开
发的“侨都根源”家谱族谱系统也在市档
案馆新馆正式上线，面向400多万江门籍华
侨华人提供家谱、族谱查询和接受捐赠服
务，为贯彻落实市委提出的“六大工程”
作出档案和地方志贡献。

“侨都根源”家谱族谱系统旨在通过
开发族谱中的族训家训，传承中华优秀文
化；通过为全球华侨华人寻根归宗提供服
务，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华侨华人文化交流
平台；通过开发江门独具特色的海内外华
侨华人资源，实施侨都乡村振兴特色之
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市地方志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
目前收录五邑地区家谱族谱322册、合计4.7
万多页，是广东首个上线的电子化家谱族
谱数据库。市民可以在线浏览江门各自然
村的VR实景，点击了解各村村情村史。

（文/易航 李文迪）

江门市档案馆新馆启用
“侨都根源”

家谱族谱系统上线

鹤山产业园中欧创新中心是国家中欧（江门）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区推进与欧盟多领域、多元化合作的核心平台。

华侨文创IP角色M.Goose亮相广州设计周 展示江门历史人文魅力
记者从12月9日至12日在广州琶洲举办的“广州设

计周”上获悉，2021年江门市“乐业五邑”创业创新
大赛之华侨华人文旅创业赛铜奖作品《华人华侨宝藏
图》项目及代表侨乡本土文化的IP角色——M.Goose亮
相设计周。

《华人华侨宝藏图》是由江门三位分别毕业自英
国及日本的归国留学生创作，结合了侨乡文化、美食
文 化 、 沉 浸 式 互 动 体 验 于 一 体 的 文 创 项 目 。 包 含
M.Goose和Uncle� Jim（译义：马冈鹅和金山阿伯）两
大角色，并以其形象及故事向大众展示了侨乡文化的
精髓以及数辈华侨为建设家乡祖国作出的重大贡献。

M.Goose形象灵感源自于广东四大名鹅之一、开平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冈鹅，创作者通过简单的图形线

条，将鹅的独有特征夸大化。在本届广州设计周中，
M.Goose以创新姿态出现，积极向上的《加油满“鹅”
（额）》、可爱胖萌的《“鹅”躺平了》、高雅大方
的《“鹅”是小提琴演奏家》、代表广府文化的《幸
运无限“鹅”》、粤语口头禅《咪“鹅”我》等多个
形象吸引了参观人士驻足了解，其文创周边产品深受
欢迎。

《华人华侨宝藏图》项目创始人之一、出生于我
市的归国留学生谭国萍向记者介绍说：“创作这个项
目是希望可以用国际化、现代青年喜欢的方式，向大
家重现大湾区文化，活化家乡旅游资源，向全球展示
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彩故事。”

（文/严建广）
M.Goose憨态可掬，深受欢迎。（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