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2021年08月备案项目信息公告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内容

建筑面积(平 占地面积
方米）
(平方米）

发证单位

备案证编号

发证日期

计划在中山建讯电子限公司屋顶安装300KWp分布式光伏
发电系统；太阳能硅晶电池组件约690片；逆变器约6台
中山建讯电子有限公 中山市奥华新能源科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岐 左右；光伏支架约3000平米；占用屋顶面积约3000平
司300KW光伏项目
民路13号
技有限公司
方；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模式并网发电；平均每年
发电量约为32万度电；产品技术及安装系统符合相关国
家行业标准。

3000

3000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122432

2021-08-31

项目计划新建三幢二层、一幢三层、一幢四层框架结构工
业厂房，占地面积4736.1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715.7
年产电磁炉、电饭煲
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
10万台生产线新建
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 平方米。该项目主要用作生产电磁炉、电饭煲等家电产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品，计划生产能力年产量10万台。项目不包含电镀等专
项目
业金属表面处理。
&nbsp;&#10;

14715.7

4736.17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971974

2021-08-31

新建商业楼两栋两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为10000平
沙溪镇虎逊村秀山股
中山市沙溪镇虎逊村
份合作经济社商业楼
中山市沙溪镇虎逊村 方米，占地面积为5109.2平方米，其中一栋建筑面积为
秀山股份合作经济社
5546平方米，另外一栋建筑面积为4454平方米。
项目

10000

5109.2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3-442000-04-01252079

2021-08-31

充电站占地面积225平方米，建筑面积225平方米。充电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
站计划建设6台120kW双枪直流充电桩，2台7kW单枪交
广东电网电动中山综 广东电网电动汽车服
山港大道中山综合能
流充电桩，新建800kVA箱式变压器一台，充电车位14个
合能源公司充电站
务有限公司
源公司停车场
。项目建成后对公众开放。

225

225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209617

2021-08-31

本项目为非政府投资项目（非财政资金出资），是企业自
中山市南朗镇南朗镇 主投资开发的房地产商住项目（不含别墅类住宅项目），
中山市南朗镇49亩 中山市翠亨地产开发
翠亨村下沙,望海路 总投资45933万元，用地面积32865.1平方米，总建筑面
有限公司
商住房地产项目
积68207.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9297.7平方米，
北侧
地下建筑面积18909.6平方米，拟建4栋楼，每栋30层。

68207.3

32865.1

南朗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1117837

2021-08-31

中山市古镇镇东兴路工业楼顶新装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72.5KW，年发电量约10万度；采用钢铝结构支架，天合
中山市古镇联华木制
光能多晶290W组件，古瑞瓦特逆变器，并网系统自发自
中山市古镇联华木制
品加工店72.5KW分
中山市古镇镇东兴路
用、余电上网；本光伏项目光伏板铺设面积420平方米，
品加工店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组件最高点与屋顶屋面距离符合相关要求，且四面不得围
蔽形成建筑使用空间。

420

420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615175

2021-08-28

胡志康厂房年产电动
泵3000万只新建项
目

胡志康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
道中38号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1391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421.86
平方米，拟建1幢3层的厂房，起始层数-1、最高层数
3层，预计项目完工后年产3000万只电动泵。

13421.86

13919.4

中山市小榄镇审批服务局

2108-442000-04-01728706

2021-08-27

张镇荣年产泡塑制品
8000吨生产项目

张镇荣

项目总用地面积 3444.00 ㎡，总建筑面积4229.93 ㎡，基
中山市东凤镇中山市
底面积 1368.28 ㎡。拟建建筑物为1幢厂房，地上 3 层，
东凤镇东和路11号
无地下室，年产值9000万，预计年产泡塑制品8000吨。

4229.93

3444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818837

2021-08-27

2822

2822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893316

2021-08-27

项目建筑规模为359028.07平方米，占地面积109251平方
米。一共有15幢高层住宅（1~34层）面积为：
中山市东都房地产开 中山市古镇镇岐江公
273125.07平方米，地下车库面积为：75639.00平方米：
路93号
发经营有限公司
配电房、物业用房等面积为：10264平方米。该项目不涉
及别墅类房地产开发。

359028.07

109251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142233

2021-08-27

新建一幢肖结康-利达莱厂 工业厂房， 建筑面积：
21556.29平方米，1幢9层，占地面积：2437.77平方米，
中山市大涌镇南文村
结构类型：框架结构，年产服饰10万件，产值1500万元
“中尾围”
。产品工艺流程：采购-裁剪-半成品-后整-尾工序-成品
（不含印染、漂染、洗水工序）。

21556.29

2437.77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240381

2021-08-27

本项目占用屋顶面积约3000平方米，共安装单晶硅光伏
组件246KWp。项目投产后预计25年内年均发电量为
中山市昌德智慧照明
广东皇鼎新能源科技 中山市东升镇为民路 24.37万度，25年运营期总发电量达609.31万度，项目所
科技有限公司屋顶分
108号
有限公司
发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此外本项目年均可减排二氧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化碳198.39吨，25年运行期可累计节约标准煤1858.40吨
。

3000

3000

中山市东升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信息局

2108-442000-04-05676979

2021-08-26

楼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安装容量80.19千瓦，建筑面积
中山市惠丰腊味有限
中山市惠丰腊味有限 中山市黄圃镇黄圃镇 500平方米，占地面积500平方米，主要设备：英利电池
公司80.19千瓦分布
观仙北路5号
板，固德威 逆变器，钢铁支架，珠江电缆。用途方式“自
公司
式光伏发电项目
发自用，余电上网”。

500

500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660029

2021-08-26

15992.54

1552.59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818492

2021-08-26

该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282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822平
中山市坦洲镇界狮路
中山一洲影院有限公 中山一洲影院有限公
方米，设计耐火等级为一级，工程建设中使用的消防产品
55号优越家园商业
司改造工程
司
选用具备消防产品市场准入要求的合格产品，主要经营：
中心四层01
娱乐、服务、影院放映。

金域国际花园

肖结康年产服饰10
万件生产项目

年产五金加工产品
140万件生产项目

肖结康

翟晨曦

工业厂房建筑面积15992.54平方米，占地面积1552.59平
方米。投产后年产五金加工产品140万件。生产工艺流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茂
程： 接采购订单-下生产指令单-压铸造-批锋-攻牙-抛光生村“茂生围”
精雕高光-外协加工-外协回货检验-镭雕-包装-入库出货。
项目不含电镀等专业金属表面处理。

中山市人民医院口腔
医疗中心手术室改造
工程

本项目为室内装饰装修改造工程，拟在中山市人民医院口
腔医疗中心门诊大楼四楼种植科改造成2间手术室，装修
中山市石岐区湖滨路
改造面积约233平方米。项目为业务用房改造，不涉及办
73号
公用房建设及装修。该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全部为我单位自
筹，不涉及政府财政资金。

233

233

中山市石岐街道发展改革
和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19232

2021-08-26

基于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该259.88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选用隆基品牌，单晶组件440瓦，
佛山市瑞皇贸易有限
佛山市瑞皇贸易有限 中山市南头镇正兴路 483块，和单晶组件370瓦，128块；古瑞瓦特逆变器60
公司259.88千瓦分
（园林路19号）
千瓦的2台，和50千瓦的3台，本次光伏发电选用自发自
公司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用，余电上网。建筑面积：0.0 平方米 占地面积：
3295.00平方米。

-

3295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5187284

2021-08-25

拟改造总用地面积99606.98平方米，拟建建筑总面积不
小于347000平方米（另有不计容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黄圃镇创志工业城项 中山市创志建材科技 中山市黄圃镇兴圃大 20000平方米），改造后将用于工业生产，容积率不少于
目“三旧”改造
道东22号
3.4。项目用于生产经营镀锌涂层钢板及5G、智能制造、
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医疗器械、节能环保等高新及新兴产
业，预计年产值将达到250000万元。

347000

99606.98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529716

2021-08-25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新茂工业大道路5号楼顶建设光
中山市横栏镇天瑞灯
伏棚，使用钢架结构，多晶硅组件，并网逆变器，安装规
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瑞灯饰有限 中山市横栏镇新茂工
模500.58千瓦，年发电量约60万度电。用途:自发自用，
500.58kw光伏发电
业大道路5号
公司
余电上网。占地面积2820平方，建筑面积2820平方。
项目
&nbsp;&#10;

2820

282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980206

2021-08-24

新建一幢中山市大涌镇南文社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南
文厂房1 建筑面积16453.81平方米，基底面积：2268.98
中山市大涌镇南文社
中山市大涌镇南文社
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
中山市大涌镇南文社 平方米，建筑高度35.85米，主要建设工业厂房。预计项
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
社年产五金制品690
区土名“老扬山”
目完工后主要从事五金生产，预计年产五金制品690万
社
件，年产值6900万元。项目不含电镀、阳极氧化、钝化
万件
、酸洗、磷化等金属表面处理。

16453.81

2268.98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835348

2021-08-24

本项目占用屋顶面积约5200平方米，共安装单晶硅光伏
组件583.5KWp。项目投产后预计25年内年均发电量为
广东合胜金属制造有
广东皇鼎新能源科技 中山市东凤镇东阜一 57.39万度，25年运营期总发电量达1434.77万度，项目
限公司屋顶分布式光
路88号
有限公司
所发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此外本项目年均可减排二
伏发电项目
氧化碳467.16吨，25年运行期可累计节约标准煤4376.04
吨。

5200

5200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5469652

2021-08-23

项目装机容量为180.88KW，选用单晶硅组件串并联后接
至三相逆变器，经配电柜后并网，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中山市港口镇创富五
中山市港口镇创富五 中山市港口镇群富工 年发电量263000千瓦时。项目通过光伏支架固定组件在
金店180KWp分布式
业村路9号
金店
工厂屋顶上，根据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要求设置相应的角
光伏发电项目
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光伏行业标准。占地面积1382.8
平方米，建筑面积1382.8平方米。

1382.8

1382.8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16664

2021-08-23

中山110千伏横栏站
项目建设终期规模为2×5MW/15MWh的储能电池系统，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
储能项目（10千伏
中山市横栏镇穗丰村 本期建设规模为5MW/15MWh，配套建设8回10kV进出线
司中山供电局
、保护通信及二次装置。
电网侧储能）

240

69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599315

2021-08-23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13491.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中山市小榄镇富诚纸
中山市小榄镇富诚纸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基
类制品厂年产7300
13779.81平方米，主要建设厂房1幢，项目完工后预计年
类制品厂
地
产7300吨纸板。
吨纸板项目

13779.81

13491.8

中山市小榄镇审批服务局

2108-442000-04-01261176

2021-08-23

占地面积为5949.5平方米，总建设规模为572千瓦，年发
中山市晶晨新能源科
中山市横栏镇中山市 电量约57万千瓦时，按照分布式光伏发电政策，采用自
中山市晶晨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572千瓦
横栏镇益辉二路天琴 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本项目拟选用单晶硅光伏组件，
技有限公司
街2号
每个组件的标称功率为535瓦，《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GB/T 19939-2005）

21391.92

5949.5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252000

2021-08-20

新建一幢何伟雄 富达工业厂房A， 建筑面积：17527.53
中山市大涌镇青岗社 平方米，1幢8层，占地面积：2184.61平方米。建筑结构
区“白蕉围”
类型：框架结构。年产家具8000件，产值960万元。产品
工艺流程：采购-木工刨料-打磨-成品。

17527.53

2184.61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124379

2021-08-20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为29616.2平方米，总建设面积
43133.96平方米，建工业厂房6幢，分别为A1幢：6层、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
办公楼:6层、B1幢：5层、B2幢:5层、C1幢：1层、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 中山市古镇镇北海路
年产30万件五金软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19号
C2幢:1层。生产加工销售五金软管，年生产产量为30万
管生产项目
件。不包含专业金属表面处理（包括电镀、阳极氧化、钝
化、酸洗、磷化等）和线路板制作

43133.96

29616.2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86362

2021-08-20

319.38

319.38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659661

2021-08-20

本项目利用中山市天键电声有限公司的屋顶安装540wp单
晶硅光伏组件共2259块，装机容量为1219.86kwp，年发
中山市天键电声有限
中山市综合能源服务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茂
公司1219.86kW分
电量101.71万kwh。本项目利用该公司面积约7135平方米
南路13号
有限公司
。并网电压等级：380V；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

7135

7135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970944

2021-08-20

项目拟利用火炬开发区医院的车棚及两个水泥屋顶，安
装1630块380wp单晶硅光伏组件块，安装面积约5000平
中山火炬开发区医院
中山市综合能源服务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
619.4KWP分布式光
方米，选用逆变器设备21台， 装机总容量为
仙路123号
有限公司
619.4KWp，年发电量约为65万度。并网电压等级：
伏发电（二期）项目
380V，上网消纳方式：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

-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127017

2021-08-20

何伟雄年产家具
8000件生产项目

中山市沙溪镇伦记饼
家27k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中山市人民医院

何伟雄

周伯伦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沙溪镇龙头环村海傍新村9号厂房楼顶
建设光伏棚，使用热浸锌方管结构，多晶硅组件，并网逆
中山市沙溪镇龙头环
变器，安装规模27千瓦，年发电量约3.3万度电。用途:自
村海傍新村9号
发自用，余电上网。占地面积319.38平方，建筑面积
319.38平方。

本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地址为中山市沙溪镇龙瑞村楼
顶，建设规模为装机功率127.7千瓦，建设占屋顶面积约
中山市柏林酒店有限
800平方米，505瓦光伏板组件共253块，80千瓦逆变器2
中山市柏林酒店有限
公司127.7KW分布
中山市沙溪镇龙瑞村
公司
台，电箱及配件辅料品牌均为天合光能，本分布式光伏发
式光伏发电项目
电项目年发电量约152400度电，所发电用途采用自发自
用剩余上网的方式。

831

831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284347

2021-08-19

在屋顶安装78.4KW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占屋顶面积
中山市三乡兴发玩具
中山市三乡兴发玩具 中山市三乡镇白石村 480平方米，主要采多晶硅太阳能光伏组件280块，预计
厂78.4千瓦分布式光
兴塘一路2号
年发电量90160度电，投资总额48万元，逆变器采用
厂
伏发电项目
2台，分别是Growatt 33KTL3-X/2台，采用自发自用。

-

-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953388

2021-08-19

1、本项目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50平方米，
中山市联达建材有限
建筑物主要包括办公室、洗沙区、沉淀池等，主要通过对
中山市联达建材有限 中山市三角镇金三大
公司年产建筑用沙
建筑基坑及工程挖掘外运泥沙的筛选、清洗、分类，生产
道2号
公司
20万方项目
回收建筑用沙，年产量预计20万方，年产值约2000万元
。技术标准参照国家建筑材料生产标准。

450

20000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18963

2021-08-19

36478.9

15051.82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348990

2021-08-19

中山市通力电器有限公司，D幢四楼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该731.64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选用晶澳太
中山市通力电器有限
中山市通力电器有限 中山市南头镇光明北 阳能品牌，单晶组件455瓦1608块，华为逆变器110KW 6
公司731.64KW分布
路32号
台，华为逆变器17KW 1台，本次光伏发电选用自发自
公司
式光伏发电项目
用，余电上网。建筑面积:0.0平方米占地面积:3491.4平方
米

-

3491.4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1113333

2021-08-18

广东宏基工业城开发有限公司，15#16#楼基于屋顶建设
广东宏基工业城开发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该761.475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有限公司三期
广东海基实业控股有 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 目，选用晶澳太阳能品牌，单晶组件455瓦1620块，单晶
761.475KW分布式
路23号
组件375瓦65块，华为逆变器110kw6台，华为逆变器
限公司
光伏发电项目
60kw1台，本次光伏发电选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建筑
15#16#楼
面积：0.0平方米 占地面积：3790平方米。

-

3790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1884186

2021-08-18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约为750KW，总投资500万，年发电量
中山市天通打印机耗
中山市天通打印机耗 中山市坦洲镇通印街
材有限公司750KW
约70万度，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所发出的电
3号
材有限公司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企业优先使用，采用国家一线品牌组件及逆变器。

7000

7000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25187

2021-08-18

中山市南区中山市南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129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600米，
上塘东来路8号建设 中山市南区上塘股份
区街道上塘东来路8 高度约7米。主要建设学前教育综合体。可设置学前教育
合作经济联合社
项目
学位200个。项目备案用途为补办土地证及房产证。
号

4600

1290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
和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406600

2021-08-18

项目用地面积14119平方米，工业厂房总建筑面积
中山市东升镇永胜村 14813.44平方米，框架1幢-1至3层。电饭煲生产线年产
“兆昌围”
10万台电饭煲台生产项目，工艺流程：原料加工-包装-销
售。

14813.44

14119

中山市东升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信息局

2105-442000-04-01775919

2021-08-18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35738.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9589.13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一期建筑面积89939.13平
中山市棕榈物业投资
中山市民众街道浪网
方米,建设商业酒店34820.16平方米1幢25层、商业
中山市棕榈物业投资
行政村阳光大道139
管理有限公司万众广
27725.73平方米1幢、地下室27393.24平方米;二期建筑
管理有限公司
场（新建）项目
号皓玥花园旁
面积89650平方米,商业总77200平方米7幢(28层6幢,5层1
幢)、地下室12450平方米.备注:(不包含别墅类建筑)

179589.13

35738.6

中山市民众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379935

2021-08-18

项目在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村兴华街3号中山市兴畅达科
技创意有限公司楼顶建造4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兴畅达科技创
中山市兴畅达科技创 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
意有限公司40KW分
建设面积365平方米。选用隆基LR4-60HPH系列单晶硅太
村兴华街3号
意有限公司
阳能电池板，年发电量4.2万度，所发电量为企业首选用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电，余电上网，提升企业节能降耗能力。

365

365

五桂山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1542703

2021-08-17

7000

210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107290

2021-08-17

项目建设1栋6层工业厂房，占地1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28800平方米。项目主要生产氩弧焊机、半自动气体保护
年产350万套弧焊机 中山火炬开发区茂生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
焊机等，预计年产量350万套。工艺流程：精密焊接-组装
江东四路
生产线新建项目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出厂。设备选型机器人专用的外置送丝机、ABB机器人
等。项目不含电镀等专业金属表面处理。

28800

16000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748775

2021-08-17

工业厂房及配套用房总建筑面积131000平方米，占地面
积87333.3平方米，投产后年生产电子设备（医疗电子、
年产450万套电子设 中山火炬开发区茂生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装置、信息采集及识别设备、数字化
江东四路
备生产线新建项目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3C产品等）450万套。生产工艺流程：装配准备-装联-调
试-检验-包装-出厂。

131000

87333.3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699020

2021-08-17

250015.24

60987.2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664388

2021-08-17

中山伟德机械科技有
中山伟德机械科技有 中山市三乡镇大布村
限公司年产1800台
限公司
后洋
数控机床生产项目

何婉玲、黎银英公司
年产10万台电饭煲
生产项目

宝裕市场综合体

和旭天珺花园

何婉玲

本项目建设厂房兼研发楼1栋4层,生产车间2栋各1层,仓库
1栋4层,宿舍楼1栋3层,配套建设附属用房。用地面积
38168.1平方米 ,占地面积15051.82平方米,建筑面积
36478.9平方米。项目主要生产多轴联动的高档数控机
床，年产量1800台,年产值10.8亿元。工艺流程:材料配件
检验入库,加工 ,初装,成检,出货。

中山市横栏镇宝裕股 中山市横栏镇宝裕村
项目拟建1幢3层市场综合体，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
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发展路

中山市和旭实业投资 中山市古镇镇同兴路
26号
有限公司

项目总用地面积60987.2平方米，主要建设有7栋32层高
层住宅楼，3栋31层高层住宅楼，负两层的地下停车库。
其中住宅面积为172537.38平方米，地下车库面积为
62090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幼儿园及门楼等面积共
15387.86平方米。项目不含别墅类房地产开发。

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3302.17万元，用地面积为3468.7平
中山市豪佳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年产量 中山市豪佳包装材料 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南 方米，建筑总面积约为18540平方米，将建成办公大楼、
5000吨的泡沫塑料
有限公司
路内
厂房、标准现代化仓库，宿舍、食堂等配套等设施，主要
生产年产量为5000吨的泡沫包装塑料制品。
包装扩建项目

18540

3468.7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7-442000-04-01707691

2021-08-17

本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世纪西区大众快速充电站）位于中
山市西区彩虹大道40号西区创世纪大众内部停车场，占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广东世纪联合新能源 中山市西区中山市西
地面积为30平方米，可供24小时对外充电车位2个，配备
40号新能源汽车充
区彩虹大道40号
科技有限公司
1条120KW充电桩，品牌型号为：万城万充 MQC7000
电站
120KW

30

30

中山市西区街道发展改革
和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93329

2021-08-16

4295.34

13045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848075

2021-08-16

本项目共安装单晶硅光伏组件容量为396KWp,占用屋顶
面积约3000平方米。项目投产后预计25年内年均发电量
中山敦明纺织有限公
广东皇鼎新能源科技 中山市三角镇福泽路 为38.95万度，25年运营期总发电量达973.72万度，项目
司二期396KWp屋顶
3号
有限公司
所发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此外本项目年均可减排二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氧化碳317.04吨，25年运行期可累计节约标准煤2969.86
吨。

3000

3000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5538219

2021-08-16

在中山市港口镇民主社区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新建
小学宿舍120平方米的楼顶投资建设70.98千瓦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主要设备包括单晶455光伏组件、华为逆变
器、并网箱组成，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形式并网运
行，每年发电约7万度。产品技术及系统安装符合相关国
家和行业标准。

120

-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5896006

2021-08-16

9489.4

1811.46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442462

2021-08-16

建设500K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主要安装太阳能
江西省斯迈达科技有
发电组件及逆变器，并建设相关配送电系统，项目全部建
限公司顶固集创家居
设达产后将形成年发电量约500000度的能力，项目占用
江西省斯迈达新能源
新厂区新建2MW分
中山市东凤镇东阜路
建筑屋顶面积约5000平米，不占用土地面积，以500KW
科技有限公司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做1个接入点，所发电量以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形式
（二区）
并网使用

5000

-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19802

2021-08-16

项目用地面积52328.1平方米，占地面积15114.24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53032.05平方米，2、3、8、9幢厂房
中山市科盛科技厂房 科盛（中山）科技产 中山市三乡镇鸦岗村 6层；4、5、6、7幢厂房9层；按高标准厂房建设，年产
西边岭二巷10号 电脑提花布、令士布、无缝提花布达566吨，预计年产值
一期
业有限公司
达3500万元，生产工艺流程：设计花样-打图样-配置织针
及图样排序-调试设备-开机生产。

53032.05

15114.24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885130

2021-08-16

本光伏项目利用中山市横栏镇新丰村新河路一巷9号屋顶
建设规模为22.5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采用中南英力
中山英力新能源有限
中山英力新能源有限 中山市横栏镇新丰村
公司22.5千瓦分布式
450W光伏组件，三晶逆变器，钢结构组成，占地面积
新河路一巷9号
公司
110平方米，年约发电4万度清洁能源，采用全额上网模
光伏发电项目
式并入国家电网

110

-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227788

2021-08-13

本项目规划专线生产吊杆扇、天花扇等装饰吊扇，设计生
产能力总年产250万台。项目规划新建建筑物总建筑面积
中山市港联华凯电器
中山市民众街道多宝
9200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1幢中转仓500平方米，门卫
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中山市港联华凯电器
社区居民委员会民江
250万台装饰吊扇生
室20平方米，2幢8层厂房91480平方米。生产厂房主要规
制品有限公司
路
产线新建项目
划设置有电机绕线车间、装配车间、配件及总装车间、配
套仓库等车间生产流水线。

92000

26430.9

中山市民众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132522

2021-08-13

该工程已建建筑面积为406.15平方米，占地面积3333.3
平方米。本工程为加油站改造工程，原罐区拆除，新建直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 中山市大涌镇中新路
埋承重罐区，新设2具各30立方米及1具40立方米SF双层
广东中山中新加油站
326、328、330、
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
罐汽油油罐，1具50立方米SF双层罐柴油罐，改造后油站
改造工程
332号
司
总罐容150立方米，为二级加油站。重新敷设全部工艺管
线。

406.15

3333.3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5164342

2021-08-13

43850.77

19609.4

中山市小榄镇审批服务局

2101-442000-04-01351501

2021-08-12

项目占地面积950平方米，建筑面积1580平方米，主要是
建设170.5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为
中山市帝光汽配实业
中山市帝光汽配实业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
有限公司170.5KWp
20.6万度，所发电量用途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
道南36号
有限公司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式；本项目的设计与施工均严格按照相关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的设计施工标准执行。

1580

950

中山市小榄镇审批服务局

2108-442000-04-05946721

2021-08-12

项目专线生产智能仓储设备，设计生产能力3万吨。建筑
面积81000平方米,建设总生产车间70000平方米，综合楼
中山市德友鑫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年产3万 中山市德友鑫智能装 中山市民众街道沙仔 11000平方米等。 &nbsp;&#10;项目工艺流程：五金钢材
→开料→冲压→机加工→焊接→抛丸→喷粉→烘干→包装
备有限公司
工业园
吨智能仓储生产线新
→成品 &nbsp;&#10; &nbsp;&#10; &nbsp;&#10;
建
&nbsp;&#10;

81000

3538.4

中山市民众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104007

2021-08-12

本项目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建设面积150平方米，规划
中山三角孝福路充电 中山市峰充新能源科 中山市三角镇孝福路 建设1台充电堆总功率630kW(5台双枪分体机），10个充
15号
电车位，满足了三角镇孝福路15号一带新能源汽车充电
站
技有限公司
需求。

150

150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215017

2021-08-12

何文德年产照明灯具
80万件项目

何文德

本项目占地面积13045平方米，拟建1幢1层，建筑面积
中山市横栏镇横东村 4295.34平方米工业厂房，产品LED台灯。年产量80万件
。

中山市港口镇民主社
中山港华能源发展有
中山港华能源发展有 区华南师范大学中山
限公司70.98kWp分
限公司
附属中学新建小学宿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舍楼顶

中山市大涌镇伟隆成
家具厂年产家具
11000件生产项目

何国华、章金兰2号
厂房年产汽车防盗器
100万件扩建项目

伍侠畴

章金兰

新建一幢伍侠伟，伍侠畴 伟隆成家具厂工业厂房1 建筑面
积9489.40平方米，基底面积：1811.46平方米，层数：5
中山市大涌镇青岗社
层 ，结构类型：框架结构。年产家具1.1万件，产值930
区“白蕉围”
万元。产品工艺流程：采购-木工刨料-打磨-成品。赋码用
途：办理施工图审查。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19609.40平方米，建筑面积
中山市小榄镇南泰街 43850.77平方米，兴建一栋工业厂房，主要用于生产汽
2号厂房
车防盗器，全年年产量达100万件。主要设备选用全自动
贴片机、全自动波峰焊机、全自动注塑机。

中山市东升镇利生社
拟新建东升镇利生社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工业厂房一栋
中山市东升镇利生社
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
中山市东升镇利生社 两层，占地面积约312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100平方米
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
。项目：年生产五金制造300吨，主要生产卷铁心、家具
社年生产五金制造
区观栏
社
300吨项目
组装配件等。

6100

3120

中山市东升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信息局

2108-442000-04-01769352

2021-08-12

13200.39

1286.38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552467

2021-08-11

本项目利用楼顶位置安装分布式光伏棚，建设面积经为
950平方米，容量为150KW，年发电量约为15万度电采用
中山市广联商务酒店
中山市广联商务酒店 中山市沙溪镇豪兴路
有限公司150KW分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并网，拟采用单晶硅太阳能板组件
1号
有限公司
和光伏并网逆变器。本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均严格 执照相
布式光伏发电
关分布式光伏发项目的设计施工技术标准执行。

950

950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5272552

2021-08-11

中山市凯腾电器有限公司在自有厂房屋面建设1440KW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年均发电量约144万度电，项目使用
中山市凯腾电器有限
中山市凯腾电器有限 中山市南头镇兴业北
建筑屋顶面积约9000平方米，使用2880片天合光能500
公司1440KW分布式
路41号、41号之一
公司
瓦晶硅组件、逆变器13台、并网柜2台及其他辅材，并网
光伏发电项目
模式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

9000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1395603

2021-08-11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为51444.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79913.13平方米，总共有17栋，其中商业：19154.08平
御峰香林花园小区项 中山荣富实业投资有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明 方米，住宅：98622.06平方米，公建配套：8992.54平方
珠路1号
米，地下室：48073.54平方米，其它面积：5070.91平方
目
限公司
米，建筑高度80米，地上26层，地下2层。本项目不含国
家限制的别墅类建筑。

179913.13

51444.3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566568

2021-08-11

本项目在中山市古镇铖臻灯饰厂楼顶安装52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光伏板面积约518平方米，选用隆基
中山市古镇铖臻灯饰
中山市古镇铖臻灯饰 中山市古镇镇冈东第 乐叶品牌单晶太阳能电池板，年发电量约为5万度，所发
厂52kW分布式光伏
二工业区宝丰街3号 电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提升企业节能降耗能力，本光
厂
发电项目
伏项目组件最高点与屋顶屋面距离符合相关规定要求，且
四面均不得围蔽形成建筑使用空间。

518

518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531594

2021-08-11

建设内容及规模：建筑面积22174.99平方米，栋数2栋，
中山市东凤镇和泰村
一栋9层，一栋9层，占地面积6178.64平方米。主要经营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东凤镇和泰村
年产30万件抽油烟
中山市东凤镇感恩路 厨具机等小家电及其配件的设计、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为抽油烟机、炉具。预计产能30万件， 预计产值5000万
机和炉具生产线新建
项目
。

22174.99

6178.64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414144

2021-08-11

本厂房楼顶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安装单晶硅光伏组件298
块，建设光伏板面积900平方米，共计装机容量为121.09
中山市恒叶灯饰有限
公司（四期）
中山市恒叶灯饰有限 中山市古镇镇曹二东 千瓦，建成年发电量约为11.13万千瓦时，采用“自发自
121.09千瓦分布式
岸北路454号
用，余电上网”的并网模式。本光伏项目组件最高点与屋
公司
光伏发电项目
顶屋面距离符合相关规定要求，且四面均不得围蔽形成建
筑使用空间。

900

-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5484651

2021-08-11

本项目占地面积100平方米，建设面积100平方米，规划
中山三乡白石迈达工 中山市峰充新能源科 中山市三乡镇白石环 建设3台120千瓦直流充电桩6个充电车位，满足了中山市
村文华西路102号 三乡镇白石环村文华西路102号一带新能源汽车用电需求
业中心充电站
技有限公司
。

100

100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818247

2021-08-11

29096.9

4893.02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959287

2021-08-10

项目建筑面积127230.63平方米、占地面积34490.9平方
中山市世纪经典电子
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年 中山市世纪经典电子 中山市坦洲镇兴腾路 米，主要建高标准厂房9层13栋、研发楼4层5栋、人才公
寓13层2栋及配套设备用房地上1层、地下1层1栋。主要
产LED平板灯600万 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33号1号楼103
生产LED平板灯，年产600万台
台生产项目

127230.63

34490.9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34528

2021-08-10

该项目属于原址改造，将原水泥路重新铺设沥青路。村路
中山市沙溪镇龙瑞村 改造长度约1.7公里，改造面积约14814.8平方米。主要内
沙溪镇龙瑞村龙瑞大 中山市沙溪镇龙瑞村
龙瑞大街、新桥街、 容包括：对龙瑞大街、新桥街、学园街、云衢街进行路面
街等村路改造工程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学园街、云衢街 修复、沥青铺设、部分人行道板块翻新、现状井盖抬升等
。

-

14814.8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310095

2021-08-10

本项目利用金嘉创新港的屋顶安装380Wp单晶硅光伏组
件528块,装机容量为200.64KWp，年发电量为19.25万
中山翼龙嘉业商业投
中山市综合能源服务 中山市西区中山市富
kWH。建筑面积：1710平方米 占地面积：1710平方米。
资有限公司分布式光
华道381号L2-16卡
有限公司
并网电压等级：380V;上网消纳方式：自发自用，余量上
伏发电项目
网。

1710

1710

中山市西区街道发展改革
和统计局

2108-442000-04-01670745

2021-08-09

该项目占地面积6859.8平方米，建筑面积27856.2平方
中山市小榄镇怡生路 米，主要建设工业厂房2栋，厂房主要用于生产PCB板，
15号
预计年产500万件。主要生产设备选用钻机，锣机，压
机，棕化线，显影机，蚀刻机，曝光机等。

27856.2

6859.8

中山市小榄镇审批服务局

2012-442000-04-01829156

2021-08-09

广东荣业食品有限公司屋顶建设0.5MW分布式光伏发电
广东荣业食品有限公
广东至盛科技有限公 中山市黄圃镇中山市 项目，发电用途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本项目建设规
司0.5MW分布式光
黄圃镇观仙北路9号 模为0.5MW，采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利于企业用电管
司
伏发电项目
理，符合节能规划。&nbsp;&#10;

2385.6

1400.72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562959

2021-08-06

黄敬聪厂房年产服装
印花500万件生产项
目

黄焯辉、吴韶云、梁
建雄厂房年产智能家
庭电器15万件项目

黄滔、欧敬良、梁锡
佳、陈锐强1号厂房
、2号厂房年产PCB
板500万件改建项目

黄敬聪

黄焯辉

梁锡佳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7802.3平方米，占地面积1286.38平方
中山市三乡镇鸦岗村 米，建筑面积13200.39平方米，主要做服装印花，新厂
房预计年产值6000万元，年产量500万件，生产工艺流程
三洲工业区
由客供服装裁片-印花-晾干或烘干-部分植绒-包装出货。

建设厂房10、厂房11工程，建筑总面积29096.90平方
中山市黄圃镇圃灵路
米，占地面积：4893.02平方米，2幢6层，自主设计与生
7号
产洗碗机5万件、抽油烟机5万件、烤箱5万件。

基于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该60.75千瓦分布式
威望（中山）托育服
光伏发电项目，选用隆基品牌，162块组件，单晶组件
务有限公司60.75千 威望（中山）托育服 中山市黄圃镇黄圃新
375瓦，古瑞瓦特逆变器60千瓦的1台，本次光伏发电选
盛三街7号
务有限公司
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建筑面积：0.0 平方米 占地面
目
积：353.4平方米。

-

353.4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5207941

2021-08-06

项目拟利用中山市元造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厂房屋顶，安装
光伏专用支架，敷设1200块400W单晶高效太阳能组件，
中山市元造五金制品
中山市元造五金制品 中山市东凤镇和泰村
有限公司480KW分
敷设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选用110KW组串式并网逆变
置业路10号
有限公司
器4台，装机容量为480KW，年发电量约为48万度，发电
布式光伏项目
用途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5000

-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25138

2021-08-06

广东爱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企业自有建筑屋顶上建设
110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安装450Wp单晶硅太阳能
广东爱科建设集团有
广东爱科建设集团有 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
限公司110千瓦分布
板242块，占地面积550平方米，平均年发电量为10.9万
东路8号
限公司
kWh，产品技术及系统安装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光
式光伏发电项目
伏发电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530

550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5313468

2021-08-06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7133.8平方米，新建一栋建筑面积约
中山合铨五金制品有
限公司年产100万件 中山合铨五金制品有
20493.15平方米的7层框架结构标准厂房，预计年产数量
中山市南头镇滘心村
100万件：LED前照灯、塑料制品等，年产值可达2000万
限公司
汽车用品配件生产项
目
元。生产不包含电镀和专业金属表面处理工艺流程。

20493.15

7133.8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1492880

2021-08-06

本项目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为
中山市板芙镇四联村 39.78KW，占地面积为200平方米，购置泰晶光伏板117
十三顷上街393号 块，40KW逆变器1台，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并网
箱及支架，屋顶安装，年发电量约为5.808万KW·h。

200

200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691718

2021-08-06

本项目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建设面积200平方米，规划
中山板芙创业路充电 中山市峰充新能源科 中山市板芙镇创业路
建设5台120千瓦直流充电桩，10个充电车位，满足了板
2号
站
技有限公司
芙镇创业路一带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200

200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178871

2021-08-06

黄胜华39.78KW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黄胜华

麦伟洪年产90万件
电饭锅、压力锅等产
品生产项目

麦伟洪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村

框架结构工业厂房，建筑面积3867.03平方米，占地面积
1316.8平方米，建设厂房1幢5层，年产小家电(电饭锅、
压力锅等)90万件，产值2800万/年。不含电镀、喷涂、金
属表面处等工序。

3867.03

1316.8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1779476

2021-08-06

黄少捷年产电饭锅、
压力锅等产品100万
件生产项目

黄少捷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村

本项目为框架结构工业厂房，建筑面积4912.79平方米，
占地1716.00平方米，建设厂房1幢5层，年产小家电（电
饭锅、压力锅等）100万件，产值3000万/年。不含电镀
、喷涂、金属表面处理等工序。

4912.79

1716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1577141

2021-08-06

金澳·名寓

总建筑面积20971.86平方米，占地面积5704.9平方米。
建设3栋商住楼，1栋垃圾收集点；1#一单元、1#二单元
中山市名寓房地产开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中
商住楼为17层；1#三单元商住楼为14层；其中一层均为
路16号
发有限公司
商业，其他为住宅。其他配套设施有物业管理用房、配电
房、消防控制室、地下室等。

20971.86

5704.9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912579

2021-08-06

樱雪蓝月湾充电站

本项目占地面积120平方米，建设面积120平方米，规划
中山市超力充电设备 中山市黄圃镇兴圃大
建设3台120千瓦直流充电桩，6个充电车位，满足了黄圃
道西2号
运营有限公司
镇兴圃大道西2号一带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20

120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254177

2021-08-05

本项目拟在中山市南头镇民安村，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中山市南头镇富锠五
模式接入电网，消纳率90&#37;，由单晶硅光伏组件，光
中山市南头镇富锠五
金电器厂108千瓦分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村
伏支架，组串式逆变器等产品组成，占地面积486平方
金电器厂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米，建筑面积0平方米，预计年发电能力为11.8万度。

-

486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5337914

2021-08-05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2043.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00平
东阳学校教学楼B幢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方米。主要建设教学楼1幢，用作教室和办公室使用。
广成路
建设项目

1600

2043.6

中山市小榄镇审批服务局

2108-442000-04-01796135

2021-08-05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872.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00平方
东阳学校教学楼A幢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米。主要建设教学楼1幢，用作教室和办公室使用。
广成路
建设项目

700

872.6

中山市小榄镇审批服务局

2108-442000-04-01799965

2021-08-05

在三厂房7楼钢结构顶安装534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裕祥环保科技有
广东裕祥环保科技有 中山市三角镇金煌路
、选用单晶硅组件450W、100K逆变器5台、建筑面积0平
限公司534千瓦分布
6号
限公司
方米、占地面积3050平方米。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式光伏发电项目

-

3050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74857

2021-08-05

中山市恒纳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年产
中山市恒纳物业管理 中山市阜沙镇阜南大 建设厂房三、厂房四、厂房五，建筑总面积26621.39平
500000套淋浴房五
道187号之八
方米，自主设计与生产淋浴房五金配件500000套。
有限公司
金配件

26621.39

5825.16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8-442000-04-01865440

2021-08-05

昇兴公司厂房改造新
中山市翠亨新区中山 厂房改造工程改造建筑面积2489.35平方米，占地面积：
昇兴（中山）包装有
市翠亨新区和耀路 2489.35平方米本次改造范围为戊类仓库改为戊类车间。
增灌装生产线年产
限公司
19200万只项目
13号
建筑面积：2489.35平方米 占地面积：2489.35平方米

2489.35

2489.35

中山翠亨新区经济发展局

2108-442000-04-01236737

2021-08-04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康龙三路32号厂房楼顶建设光
中山市欧尔玛光电科
中山市欧尔玛光电科 中山市横栏镇康龙三 伏星棚建筑面积400平方米，使用H钢，C型钢，彩钢
技有限公司49.92千
路32号
瓦，单晶硅组件，并网逆变器，安装规模49.92千瓦，年
技有限公司
瓦光伏发电项目
发电量约5.5万度电。 用途：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

400

40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754861

2021-08-04

项目占地面积247平方米，建筑面积247平方米，主要是
中山市小榄镇永森塑
中山市小榄镇永森塑 中山市小榄镇绩西庆
料制品厂49.21KW
建设49.21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为6.9
丰五路31号
料制品厂
万度所发电量用途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247

247

中山市小榄镇审批服务局

2108-442000-04-01321989

2021-08-04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沙溪镇康乐路145号厂房楼顶建设光伏
中山市沙溪镇康乐路 星棚，使用H钢管结构，单晶硅组件，并网逆变器，安装
145号
规模55千瓦，年发电量约7.1万度电。用途: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占地面积280平方，建筑面积1990平方。

1990

280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438585

2021-08-04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为1851.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500
黄圃镇石军村民委员 中山市黄圃镇石军村 中山市黄圃镇石军村
平方米。主要建设黄圃镇石军村民委员会办公楼，共1幢
会办公楼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祥兴路
三层，设置村委会办公室、文化活动中心等。

1500

1851.4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822796

2021-08-04

本项目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建设面积200平方米，规划
中山市壹加壹兴和广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
建设1台充电堆总功率300kW（5台双枪分体机），10个
中山市峰充新能源科
炬大道2号 （中山港
场管理有限公司充电
充电车位，满足了火炬开发区火炬大道2号 （中山港壹加
技有限公司
站
壹加壹）
壹）一带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200

200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342290

2021-08-03

本项目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建设面积150平方米，规划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港
建设1台充电堆总功率300kW（5台双枪分体机），10个
中山市星和里物业管 中山市峰充新能源科
城路1号（张家边壹
充电车位，满足了火炬开发区港城路1号（张家边壹加
理有限公司充电站
技有限公司
加壹）
壹）一带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50

150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132830

2021-08-03

本项目为特灵空调系统（中国）有限公司1.068MW分布
特灵空调系统（中
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单位是中山市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
国）有限公司
中山市综合能源服务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 司，本项目利用特灵公司屋顶安装360Wp单晶硅光伏组
1.068MW分布式光
件2812块。建设容量1068.56Kwp。预计年发电量为
有限公司
四村、沙边村
93.96千瓦时。占地面积11000平方米。上网发电方式：
伏发电项目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10655.07

11000

火炬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8-442000-04-01780526

2021-08-03

本项目规划占地面积为2418.2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中山市横栏镇永兴北
14770.68平方米。2栋各6层，主要建设厂房1栋、办公楼
路1号
1栋，框架结构。其生产照明灯具，年产量为120万件。

14770.68

2418.29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819276

2021-08-02

本项目在中山市大涌镇青岗村大宏家具店楼顶安装容量为
150千瓦光伏发电系统，装机面积约1600平方米，安装方
中山市大涌镇大宏家
式彩钢面屋面上安装光伏支架的方式，选用隆基乐叶品牌
中山市大涌镇大宏家
具店150kWp分布式
中山市大涌镇青岗村
单晶硅电池板，型号为LR4-60HPH系列，逆变器选用华
具店
光伏发电项目
为品牌，型号为SUN2000系列，年发电量约16.5万度，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1600

1600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422747

2021-08-02

本项目在沙溪镇岚霞下街三巷1号自有物业楼顶安装建设
中山市沙溪镇岚霞下 装机容量2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筑面积为131.2
街三巷1号
平方米，占地面积为389.5平方米。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

131.2

389.5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
统计局

2108-442000-04-01359125

2021-08-02

20367.87

3886.84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
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370884

2021-08-02

中山市惊鸿制衣厂
55kw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梁炯强、梁炯壮、何
瑞娥照明灯具年产量
120万件新建项目

李兆贞楼顶20KW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刘浩申

梁炯强

李兆贞

建设框架结构厂房一栋共五层，厂房建筑面积20367.87
平方米，占地面积3886.84平方米，预计年加工大米6000
广东郭粮农业科技有
广东郭粮农业科技有 中山市港口镇沙港西
吨，年产值6000万元。生产流程：原粮清理→砻谷→谷
限公司年加工大米
路10号
限公司
6000吨生产项目
糙混合物分离→分离出糙米中的未熟粒→碾米→白米分级
→.色选→抛光→白米分级→打包。

注：本信息统计时间
以领证办结时间为界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