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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力量，让顺德不断向上。新中
国成立70年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经济
社会发展奇迹彰显了顺德人“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推动产权制度等一系列释放市场
主体活力的改革，正是顺德围绕市场经济发
展的大胆探路，成就了今天的顺德奇迹。顺
德过去发展靠市场，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
代，顺德发力“再市场化”，向市场要“未来”。

数风流 看今朝
——市场异常活跃

2006年，19岁的外来务工青年蔡铁强
在顺德创业，组建飞鱼团队。今天已发展成
为广东飞鱼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内
部孵化、自有品牌、合资合作及代运营等多
种形式，目前运营 8 大事业群 20 多个国内
外顶尖品牌，覆盖家电、家居、数码等多品
类，服务合作品牌创造电商产值超20亿元，
成为国内电商领域领先的运营集团之一。

飞鱼电商是顺德新经济发展的一个缩
影。透过飞鱼所在怡和商务大厦的落地窗，
可直接看到毗邻的世界500强企业美的总
部大楼。美的是顺德传统制造业代表企业
之一，去年也发布了向科技集团转型的
战略。

站在怡和商务大厦向东俯瞰，大约500
米开外的105国道（又称广珠公路），似长龙
蜿蜒南北。与30多年前相比，道路两旁的
桑基鱼塘早已变成林立的工厂与社区；从这
里再往东北方向远眺，能看见另一家世界
500强企业碧桂园集团。

“这条贯穿顺德南北的广珠公路，可以
看作顺德70年发展的‘历史轴’，见证着顺
德波澜壮阔的发展史。”顺德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李梦华说。

美的、格兰仕、海信科龙等国内知名家
电企业沿105国道顺德段而立，形成了一条
长达20多公里的世界家电产业带。全国规
模最大的家电产品交易中心——中国·慧聪
家电城就在美的创新中心对面临街而建，这
里就是一个家电王国、全球最大家电制造与
展销基地。

今天的顺德，是全球最大的空调、微波
炉、热水器、消毒柜、电风扇等制造基地之
一，拥有美的、万家乐、格兰仕、万和、康宝、
DonLim、小熊电器等9个驰名商标，占全国
家电行业驰名商标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家电只是顺德的主导产业之一，并正向
“智能家电”升级，顺德将打造产值6000亿
元的世界一流产业集群；2018年，顺德机械
装备制造业产值已超过2000亿元，并正推
动机械装备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方向升级，成为产值超5000亿元的国内一
流产业集群。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已全面完成了工
业化进程，形成了八大支柱产业，成为工业
强区。近几年，工业正向智能制造转型，尤
其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在顺德得到了快
速发展。”顺德经科局局长吴显强介绍说，截
至2018年，顺德上市公司总数累计达到26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累计达到42家。

机器人产业是顺德企业在产业转型中
紧跟市场建立的又一新兴产业。记者来到
位于顺德北滘镇碧桂南路顺德机器人谷博
智林机器人实验中心，物流搬运机器人、外
墙喷涂机器人、内墙板安装机器人、地砖铺
贴机器人……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正在调试
测试。“博智林机器人谷项目总投资800亿
元，占地面积11.19平方公里，按照规划，博
智林机器人谷将布局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
业从研发到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的全产
业链，打造产、居、学、研、教多位一体的科技
产业新城。”碧桂园博智林机器人副总裁朱
剑敏介绍说。库卡、ABB、发那科等全球著
名机器人企业抢滩顺德，本土机器人企业同
步崛起，引领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跃升，
无人生产线、智能化工厂大量涌现。

顺德就是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没
有钢铁厂，不产一吨钢铁；没有森林，不是家
具主要原料产地；没有石化企业，不生产化
工原材料……但这里却形成了全国最大的
钢铁交易市场，全球最大的家具批发交易市
场，全国最大的塑料市场之一。

今年5月6日，2018年顺德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初步核算，顺德
国内生产总值达3163.93亿元，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54038元。据悉，2012年至2018
年顺德连续7年蝉联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第一位，多次获评“中国全面小康十大示范
县市”。

溯本源 看历史
——市场配置资源

富丽堂皇的金色大厅、精美的壁画和浮
雕、琳琅满目的家具精品……位于广东顺德
乐从镇的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中心，像是在
举办一场全球家居博览会。

“博览中心每年迎接来自105个国家和
地区近200万人次参观采购，已成为集国际
家居购物、泛家居艺术鉴赏等于一体的商业
及文化休闲综合体。”罗浮宫家居集团总裁
陈桂芳兴奋地说。

罗浮宫是顺德产业发展的又一个缩
影。“顺德是怎样‘炼成’的？顺德巨变的背
后是什么原因……”蹲点调研中，这样的问
题一直萦绕在记者脑海中。

“是市场，是市场的力量推动了顺德发
展。”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的
答案简洁有力。

“顺德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征程中为南粤
工业‘开模具’，制糖业、缫丝业等加工制造，
从小到大创下过一个又一个全省第一、全国
第一。”佛山市委党校退休教授何劲和说。

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顺德保留并
发展了一些农产品加工、农机具制造等工
厂，这些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的
星星之火，遇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
蓬勃生长。今天的美的，就是一个代表。
1968年，28岁的顺德北滘公社干部何享健
带领23名待业青年创办的社办企业——北
滘塑料生产组，风雨50年长成了一棵参天
大树。

解放思想，饮“头啖汤”，引进“三来一
补”企业，大办社队集体企业。到上世纪90
年代初，顺德已初步实现了从农业大县到工
业大县的历史性跨越。彼时，全国10大知
名乡镇企业，顺德占据5席，以社队企业、集
体经济以及国有经济发展为主的顺德，成为
广东“四小虎”之首。

“这个时期，顺德连像样的家电专业技
术人员都没有。”何劲和说，但顺德人利用了
市场，创造性地“制造”了当时全国轰动的

“星期六工程师”——从科技力量深厚的邻
居广州等地国有企业聘请工程师利用周末
服务顺德企业。

“80年代用北滘人，90年代用全国人，
21 世纪用全球人”。美的创始人何享健谈
用人的这句话，在顺德乃至全国都流传很
广，这也正是顺德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最
生动写照。

乡镇集体企业大发展，如何保住成果又
不断加速快跑？顺德人发现了其中的门道：
产权。

“上世纪 90 年代初，顺德大胆地直面
‘产权改革’问题，提出明晰企业产权，让经

营者办自己的事，花自己的钱。”时任顺德市
市长、直接参与领导这次改革的冯润胜说，
顺德在全国率先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
心的综合配套改革，对公有、集体所有制企
业开展产权改革，理顺顺德企业的产权关
系，民营企业蓬勃兴起。

顺德这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轰动全
国。产权制度革命打开了空间，激发了活
力，培育了健康的市场主体，造就了一批民
营企业家群体。美的、格兰仕、碧桂园……
都是这一时期由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制
而来的。

“产权制度改革是格兰仕发展的第一
步，如果不在那场改革中先行，很难有今天
的格兰仕。”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总裁梁昭贤
表示。

“顺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
是改革开放中最早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县

（区），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跨越，激发了市场主体
活力。”冯润胜说。

产权改革把企业推向了市场，使企业真
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敢为天下先的顺德
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劈波斩浪，
促进了顺德快速崛起。到2000年，在全国
县域经济百强榜中，顺德已跃居榜首；2006
年，顺德晋升国内首个GDP 破千亿元的县
域经济体。

新时代 看未来
——市场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德以产业转型为契
机，较早探索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尤其在全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顺德又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作为广东的

“改革先锋”，被赋予了更重大的历史使命。
2018 年 9 月份，顺德被确定为率先建

设广东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
验区，再次担当起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探路的
重任。今年 2 月 18 日，广东省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印发《佛山市顺德区率先建设广
东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
实施方案》，要求顺德要大胆试、大胆闯，着
力解决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的突出问题，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新高地、智能制造新高地、科技创

新转化应用新高地、对外开放合作新高地、
品质生活新高地。

“顺德改革开放40多年实现跨越式发
展，靠的是市场化突破。顺德再出发，在新
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再市场化。”郭文海
表示：“村级工业园改造是建设实验区的首要
任务，是破解顺德高质量发展瓶颈的关键，工
业园的改造一定要用市场力量来推动。”

4月23日，位于顺德龙江镇仙塘宝涌工
业区一块土地上，鼓乐喧天，佛山（顺德）万
洋众创城动工仪式隆重举行。仙涌村党委
书记赖珠兴告诉记者，这片 150 余亩的土
地，过去是村级工业园的一部分，全是低矮
混乱的铁棚厂房，挤满了小型家具厂，不仅
污染环境，安全生产隐患也较大。

“未来这里将被打造成集生产制造、科
技研发、生活配套等为一体的新一代绿色生
态智造产业园。”万洋众创城项目总经理周
祖泰说。

“仙塘宝涌工业区（一期）改造项目正是
顺德创新村级工业园改造市场化模式的成
功案例，我们要用市场来配置资源，以市场
化方式来推动这次村级工业园改造，探索如
何调动市场的力量，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郭
文海说。

如何盘活村级工业园用地释放产业发
展空间，为顺德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载体，
是顺德当前面临的难题。2018 年 4 月份，
顺德召开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工作千人动
员大会，要求打赢村级工业园改造攻坚战，
并命名为顺德“一号工程”。

顺德计划到 2022 年，形成 20 个 3000
亩以上的连片现代化产业集聚区，建立起现
代产业园区体系。据测算，要完成这些村级
工业园改造，需要资金超过300亿元。

据了解，自去年４月 16 日顺德区正式
启动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工作以来，已投入
财政资金 22.86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约
55.63 亿元用于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至
今年４月份，全区 382 个村级工业园已有
80 个园区启动改造，44 个园区启动拆迁，
21个园区开工新建厂房155万平方米。

“顺德成就的重要经验是市场力量的推
动。站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起点，顺德再出
发，也要靠市场化战略。顺德发展必须以市
场来配置资源，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新问
题。要凝心聚力，再创当年产权制度改革的
辉煌。”郭文海说。

顺 德 力 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顺德的土壤里透着两
种特殊“气息”。

每一次踏上顺德这块
土地，就有一种欣喜。蹲
点顺德，无时不在感受着
扑 面 而 来 的 顺 德 “ 气
息”：每每被顺德人“敢
为天下先”的精神感动
着；每每呼吸着这块土地
上 散 发 出 的 “ 市 场 ”
味道。

梳理顺德发展的历史
画卷，可以发现顺德始终
不畏时事之艰险，不断在
变革中前行。敢于自我否
定，敢于解放思想，改革
不停步，走别人未走之
路，造就了顺德精神。正
是这种精神气息，推动着
顺德几乎在各个重要历史
时期，全方位地改革探
索，尤其从产权制度改革
肇始，历经大部制改革、
简政放权、行政制度审批
改革等，为顺德释放了发
展活力。

顺德不停步的“制度
性”变革，不断解放着生
产力，激发了顺德的市场
活力，使顺德土壤里充满
着市场的气息。在顺德
806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270万常住人口，活跃着
近20万个市场主体。

我们注意到，顺德政
府为民营企业松绑，建设
服务型政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形成顺德
发展的最大优势；企业制造“良品”——形成
了产品竞争力，顺德品牌行天下，顺德制造走
向世界；社会造“土壤”——形成了企业家群
体，他们从出生到长成参天大树，不离不弃顺
德这片土地。

如果总结顺德 70 年的经验，那就是 4 个
字：改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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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顺德北滘的碧桂园总部6楼顺境机
器人餐厅，只见一盘盘菜品从头上一轨道滑
过，然后对准每张餐桌中心，轻轻下降到用餐
人员视线平行处，只需用餐者自助端下盘子，
便可以开餐。后面不远处玻璃隔开的厨房里，

“大厨”们都是机器人。同时，还有一些菜品
是由来往于餐厅的机器人忙前跑后传送。

“这些炒菜和餐厅机器人，是我们的最新
产品。”碧桂园集团副总裁、广东博智林机器
人公司副总裁朱剑敏介绍说，碧桂园去年9月
份启动机器人产业以来，专注于建筑用物流搬
运机器人、外墙喷涂机器人、内墙板安装机器
人、地砖铺贴机器人以及家庭机器人的研发，
目前开发的是最新服务机器人系列。

去年9月8日，顺德区政府同碧桂园集团
旗下全资子公司——广东博智林机器人公司签
约，在顺德打造集科研、实验、生产、文化、
生活、教育于一体的机器人谷。碧桂园计划5
年内在机器人领域投入至少800亿元，并计划
引进 10000 名全球顶级机器人专家及研究人
员，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高地，目前已经与清
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18所大
学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与东北大学和香港
科技大学分别建立研究生产创新基地和联合研
究院。不久前，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佛山顺
德）基地和香港科技大学—博智林联合研究院
项目也落地于此。

早在去年3月份，美的库卡智能制造产业
基地也在顺德动工建设。美的收购国际机器人
龙头库卡，将在这一新生产基地生产6轴机器
人、平面关节机器人、并联机器人等机器人本
体，并开展行业机器人集成运用系统的研发和
制造，预计到2024年，该基地机器人产能将
达每年7.5万台。

同在顺德北滘小镇的两家世界500强企业
两大重大机器人项目带来的资源集聚效应，将
帮助顺德打通机器人产业研发、生产、人才等
链条。在顺德区率先建设广东省高质量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的关键时期，智能制造
成为“风口”聚集地，机器人产业凭借丰富的
应用场景发展势头尤为强劲。目前，顺德已拥
有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相关企业逾 80 家，
涌现出隆深、嘉腾、利迅达、安川美的、三合
5家超亿元产值的机器人本体及机器人系统集
成企业。

据悉，顺德将培育不少于30家产值超亿
元的本土机器人企业，加快产业资源集聚，尽
快形成机器人全产业生态链。按照预期，机器
人产业将被培育成 2000 亿元规模的产业
集群。

机器人产业高地正崛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推行产权制度等一系列释放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

体，实现快速崛起。

在新时期，顺德以产业转型为契机，探索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努力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新高地、智能制造新高地、科技创新转化应用新高地、对外开放合作新高地、品质生活新高地。

上图 广东工业设计城。这里是国

内规划最大的工业设计产业基地，对顺

德乃至珠三角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带动

作用。

左图 美的智能化生产车间。近年

来，美的集团加快向科技型集团转型。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