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2021年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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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

米)
占地面积(平方

米)
发证单位 备案证编号 发证日期

中山港口沙港西路充电站
中山市峰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中山市港口镇沙港西路110号

本项目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建设面积150平方米，规划建设1台630千
瓦直流充电堆（5台双枪分体机）,10个充电车位，满足了港口镇沙港

西路110号一带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50 150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346560 2021-09-30

中山市志为印刷有限公司82千
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志为印刷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西区振西路3号

屋顶

在中山市小榄镇西区振西路3号屋顶建设82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年发电量82000千瓦

时，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并网模式，主要设备类型为单晶硅

&nbsp;&#10;组件

400 400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5-801395 2021-09-30

中山市通威电器有限公司
64.35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通威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东和平村6队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东凤镇东和平村6队，楼顶安装光伏星棚，不高于楼

间1米，采用H钢，C型钢，彩钢瓦，单晶光伏板，并网逆变器，安装

规模64.35千瓦，年发电量约78000千瓦时；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建筑面积：504.58平方米；占地面积：287.5平方米；星棚占地面

积：280光伏电站占用面积：270平方米。

504.58 287.5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939213 2021-09-30

蓝新年产服饰30万件生产项目 蓝新 中山市大涌镇青岗村

新建一幢蓝新工业厂房2，建筑面积：23929.33平方米，占地：

2745.47平方米，1幢8层，建筑结构类型：框架结构。年产服饰30万
件，产值1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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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29.33 2745.47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504880 2021-09-30

中山市横栏镇道之明灯饰厂90
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横栏镇道之明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镇曹三创业园华泰

东路北15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古镇镇曹三创业园华泰东路北15号厂房楼顶新装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90kW，采用单晶硅光伏组件，并网逆变器，年发电

量约9.9万度电，本光伏项目建设光伏板面积为700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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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并网模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700 700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781373 2021-09-30

中山市古镇万艺达彩印厂600
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古镇万艺达彩印厂 中山市古镇镇同福北路6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古镇镇同福北路6号厂房楼顶新装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600kW，采用单晶硅光伏 组件，并网逆变器，年发电量约66万度
电，本光伏项目建设光伏板面积为4000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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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并网

模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4000 4000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790323 2021-09-30

中山市景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5kW分布式光伏项目

中山市景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湖滨中路9号

本项目在中山市石岐区湖滨中路9号大楼屋顶安装20.25千瓦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面积约260平方米，选用隆基品牌单晶太阳能板，型

号为LR4-60HPH,年发电量2.2万度，所发电量为企业自发自用，余量

上网，提升企业节能降耗能力。

260 260 中山市石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
计局

2109-442000-04-01-432622 2021-09-29

稻熊精密冲压（中山）有限公
司65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稻熊精密冲压（中山）有限公

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利南路11
号

利用厂房天面安装3500平方米钢结构支架，铺设1300块500瓦的光伏

组件，总装机容量为650千瓦，采用晶澳A级单晶组件和科仕达光伏逆

变器，安装完成并网运行后每年可提供70万度清洁电能给稻熊公司生

产车间使用，项目电能以“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方式，余电并入南方

电网公司

3500 -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9-442000-04-05-994566 2021-09-29

中山市开利达电机有限公司建
设太阳能光伏500KW 中山市开利达电机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安泰路6号

在楼顶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总容量为500KW项目。规划占用总面积约

为3000平方米。本分布式发电系统所发电力优先供企业使用，未能消

纳部分通过“余电上网”的方式由电网公司收购。

3000 3000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441414 2021-09-29

中山市区氏家具有限公司500
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区氏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环镇北路34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环镇北路34号厂房楼顶建设光伏星棚建筑面
积4000平方米，使用H钢，C型钢，彩钢瓦，单晶 硅组件，并网逆变

器，安装规模500千瓦，年发电量约55万度电。 用途：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

4000 400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532060 2021-09-29

中山市横栏镇越盛五金加工厂
9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横栏镇越盛五金加工厂 中山市横栏镇益辉一路38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益辉一路38号厂房楼顶建设光伏星棚建筑面

积1200平方米，使用H钢，C型钢，彩钢瓦，单晶 硅组件，并网逆变

器，安装规模90千瓦，年发电量约9.9万度电。 用途：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

1200 120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751031 2021-09-29

中山市日亮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766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日亮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福田十路1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港口镇福田十路1号厂房楼顶建设766千瓦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建筑面积5200平方米，占地面积5200平方米，使用

H钢，C型钢，彩钢瓦，单晶硅组件，并网逆变器，装机容量766千
瓦，年发电量约84.26万度电。 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5200 5200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743517 2021-09-29

广东伊莱特电器有限公司总部
经济及5G智能检测仓储项目

广东伊莱特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中山市东凤镇穗

成村

建设内容: 主要建筑物一栋，首层层高约20米，用于5G智能检测仓库

的建设，占地面积6766平方米，建筑面积10751平方米。预计项目竣

工验收三年后，达产当年达到预期产值1.5亿元、预期纳税额1000万元

。

10751 6766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464983 2021-09-28

中山市皇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二期503.25kW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广东皇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新华路8号

本项目共安装375W单晶硅光伏组件1342块，总装机容量为

503.25KWp，占用屋顶面积4045平方米。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
为49.38万kWh,25年寿命期内总发电量约为1234.39万kWh，所发电能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25年总共节约标准煤3764.89吨，减排CO2共
10047.93吨。

4045 4045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5-127969 2021-09-28

新盛世机电制品（中山）有限
公司630.375kW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新盛世机电制品（中山）有限
公司

中山市南朗街道泮沙村

本项目在中山市南朗街道泮沙村新盛世机电制品（中山）有限公司厂
房楼顶安装630.375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面积约4000平方

米，选用隆基乐叶品牌单晶太阳能电池板，型号为LR4-60HPH系列，

年发电量约为63万度，所发电量为企业首选用电，余量上网。提升企

业节能降耗能力。

4000 4000 南朗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918599 2021-09-28

中山市持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50.17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持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三鑫路48号

项目建设规模总计：250.17KW共一户，该项目全部建设在厂房屋顶，

由沧州天佑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承建。该项目采用自发自用剩余电
量上网模式。工艺技术：通过光伏组件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由逆变

器将直流转换成交流，通过升压后上网。

1350 -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830973 2021-09-28

谭毅昌、陈淑芬年产五金配件
60000件生产项目

陈淑芬 中山市港口镇穗安村民委员会

本项目建设一栋五层框架结构的工业厂房，总建筑面积4205平方米，

总占地面积872平方米，年产五金配件60000件，年产值200万元。该

生产工艺流程不包含电镀和专业金属表面处理。

4205 872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274873 2021-09-28

中山市国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100.05千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国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北台村西环路侧

本项目利用中山市南区北台村西环路侧物业顶层铺设固定倾角镀锌
棚，安装A级多晶硅组件345块，总装机容量100.05千瓦，安装面积约

720平方米，配套安装专用并网逆变器，年发电量13万度以上，以“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使用。

720 720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

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844829 2021-09-28



中山市先锋电器有限公司200
千瓦光伏项目

中山市先锋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同乐工业区108

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东凤镇同乐工业区108号，为分布式光伏项目，厂房

楼顶建设光伏棚，光伏棚不高于炮台1米，采用工字钢立柱，方管支

架，单晶光伏板，并网逆变器，安装规模200千瓦，年发电量约

240,000千瓦时；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光伏占用面积1023平
方米。

1023 1023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977012 2021-09-27

中山市冠柔新材料有限公司功
能薄膜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新

建项目
中山市冠柔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

新建厂房一栋，七层，占地面积7180.6平方米，建筑面积25757.47平
方米，缔造全球一流功能薄膜新材料产品，年设计产能1200万平方米

。

25757.47 7180.6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108-442000-04-01-370930 2021-09-27

迅得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芙
中路12号装修项目

迅得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芙中路12号
项目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232平方米。项目内容主要是

板芙镇芙中路12号厂房装修，并购置相关配套设备。
7232 2500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811268 2021-09-27

中山市万钧工艺品制造有限公
司32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万钧工艺品制造有限公

司
中山市小榄镇兆裕街12号屋顶

在中山市小榄镇兆裕街12号屋顶屋顶建设320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年发电量320000千
瓦时，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并网模式，主要设备类型为单晶硅

组件

1500 1500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5-718140 2021-09-27

中山市诚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里溪大道100号A区装修项目

中山市诚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里溪大道100号A

区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1465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7676平方米，生产厂

房22000平方米，员工宿舍5676平方米。项目内容主要是里溪大道100
号A区厂房装修、员工宿舍及配套设施建设。

27676 14652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227264 2021-09-27

中山市三民金属处理有限公司
年产汽车零部件8千吨、手机

配件1.8亿件生产线项目
中山市三民金属处理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东成路36号

总用地面积：12247.8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20543.07平方米，年产

汽车零部件八千吨，手机配件1.8亿件。（项目不含电镀、阳极氧化、

钝化、酸洗、磷化等金属表面处理工序）

20543.07 12247.8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1-417296 2021-09-27

中山市昊海实业有限公司500
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

中山市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湖州村“马蹄地”

芙中路49号昊海工业园

项目位于中山市板芙镇芙中路49号昊海工业园，为分布式光伏项目，

第一部分建设在停车棚顶，高约4.5米，占地540平方米；第二部分建

设在厂房楼顶，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光伏建设采用方管光伏支架固
定，单晶光伏板，并网逆变器，安装规模700千瓦，年发电量840，

000千瓦时，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4540 4540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923717 2021-09-27

广东申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00.2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广东申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智创路4号

该项目主要内容是300.12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在现有厂房

楼顶上建设，占屋顶2900平方米， 计划采用符合国家标准及具备国际

光伏质检中心检验合格设备，预计装机容量300.12KW,预计年发电量

385000KWh,主要用于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产品技术均符合国家标准

。

2900 2900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858464 2021-09-27

新亚太检测技术服务（中山）
有限公司智慧实验室新建项目

新亚太检测技术服务（中山）
有限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里溪村里溪大道
81号

项目建筑面积为154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前处理、仪器室、微

生物室、物理室、拆版房等实验区，及其配套设施。项目主要用于产
品的质量检测、测试方法开发等，检测频次约11万次/年，主要测试设

备为气相色谱、离子色谱、气质联用等研发测试设备，实验室不涉及

产品生产。

1540 -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496860 2021-09-27

中山市中健药业有限公司年生
产包装中药饮片500吨建设项

目
中山市中健药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景岳路8号

  工业厂房建筑面积15059.36平方米，1幢10层，占地面积3810.5 平方
米，生产：中药饮片，年生产能力：中药饮片500吨，主要设备全自动

清洗机、真空干燥机及手工包装机等设备，生产工艺流程：采购原材
、清洗、烘干、拣选及手工包装等。            &nbsp;&#10;

15059.36 3810.5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9-442000-04-01-878047 2021-09-27

中山市和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26.8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和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新兴

路2号

中山市和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新兴路2号厂

房A和厂房B屋面投资扩建326.8KW分布式光伏工程，采用H钢、热镀

锌导轨、隆基乐叶组件、华为逆变器，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

。

2500 -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5-798564 2021-09-26

中山市新江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500.25kWp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广东皇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赤岗路37号

本项目占地面积48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800平方米。共安装375W
单晶硅光伏组件1334块，总装机容量为500.25KWp，占用屋顶面积

4800平方米。项目投产后预计25年内年均发电量为49.56万kWh,25年
运营期内总发电量约为1239.06万kWh，所发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 &nbsp;&#10;

4800 4800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5-808448 2021-09-26

长方（中山）科技有限公司
595.5kWp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广东皇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联岗路98号

本项目占地面积611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113平方米。共安装375W
单晶硅光伏组件1588块，总装机容量为595.5KWp，占用屋顶面积

6113平方米。项目投产后预计25年内年均发电量为59万kWh,25年运

营期内总发电量约为1475万kWh，所发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6113 6113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5-965078 2021-09-26

中山石岐宏基路充电站
中山市峰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中山市石岐区宏基路6号

本项目占地面积30平方米，建设面积30平方米，规划建设2台120千瓦

直流充电桩,4个充电车位，满足了石岐区宏基路6号一带新能源汽车充

电需求。

30 30
中山市石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

计局
2109-442000-04-01-406343 2021-09-26

中山沙溪富华道充电站
中山市峰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中山市沙溪镇富华道云汉路段
6号

本项目占地面积30平方米，建设面积30平方米，规划建设2台120千瓦

直流充电桩,4个充电车位，满足了沙溪镇富华道云汉路段6号一带新能

源汽车充电需求。

30 30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936455 2021-09-26

君悦湾二期
中山星晨花园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西街社区居民委

员会南九片

该项目共建17幢最高33层商住楼，用地面积98979.9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为220956.23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为134382.43平方米，商业

11357.69平方米，其他面积3096.11平方米（物业服务用房、消防控制

室等），地下车库67420平方米，架空层4700平方米，不包含别墅类

房地产开发项目。

220956.23 98979.9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237897 2021-09-26

黄苑影年产服装30万件生产项

目
黄苑影 中山市沙溪镇豪吐村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1948.10平方米，共1栋工业厂房，总建筑面积

6060.14平方米，总基地面积777.58平方米，地上5层，地下1层。框架
结构。主要功能是生产服装，年产服装30万件，年产值约600万元。

6060.14 777.58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213373 2021-09-26

年产服饰800000件生产项目 林少好 中山市沙溪镇岗背村 
新建一幢工业厂房1栋6层，总建筑面积：9020.21平方米，占地面积：

2508平方米；主要经营范围：纺织   年产服饰800000件，产值2000万
元。建筑结构类型：框架结构。

9020.21 2508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435788 2021-09-26

桐核闳生物科技（中山）有限
公司年产5000吨中药饮片加工

建设项目

桐核闳生物科技（中山）有限
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健康路11号

兴建1栋18层宿舍3栋8层厂房及地下室，占地面积31627.4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129468.43平方米。购置相关中药饮片加工设备，通过挑选、

淘洗、伏润、切片、干燥、闷润、醋灸、包装等工艺流程加工生产中
药饮片，产品有金银花、党参、甘草、枸杞、菊花、红枣等中药饮

片，预计年加工产量5000吨

129468.43 31627.4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9-442000-04-01-654447 2021-09-26



中山市神湾神舟学校综合教学
楼扩建项目

中山市神湾镇外沙村股份合作
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神湾镇外沙村
扩建一幢5层综合教学楼，框架结构，总用地面积：4723.2平方米，建

筑面积：3770.18平方米。
3770.18 4723.2 中山市神湾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326492 2021-09-25

小榄镇盛丰社区经联社年产灯
饰产品80万件生产线新建项目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股份合作经
济联合社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社区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688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314.7平方米。主要建

设工业厂房一幢五层。预计项目完工后主要从事灯饰产品生产，预计
年产等灯饰产品80万件。

6314.7 6886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1-429842 2021-09-24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屋顶光伏项

目

国能（广东）综合能源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东区中山市博爱七路25
号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约2.65万平方米屋面，不新增占

地面积，光伏组件拟采用6224块550Wp单晶硅光伏组件。装机规模约

3.42MWp，拟以低压接入，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分布式屋顶光

伏发电，所产生电能主要供技术学院使用。预计年均发电量为350.64
万kWh，总投资约1870万万元。

26540 -
中山市东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

计局
2109-442000-04-01-720362 2021-09-24

曹志江91.35千瓦光伏发电项

目
曹志江 中山市大涌镇南村村“祠前”

项目：曹志江拟在自有屋面建设91.35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年均

发电量约10万度电，项目使用建筑屋顶面积约655平方米，使用203片
天450瓦晶硅组件、逆变器1台、并网箱1台及其他辅材，并网模式为：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项目具体结构设计为棚架结构，装机总量91.35千
瓦

655 655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127096 2021-09-24

小榄镇盛丰社区经联社年产灯
饰产品100万件生产线新建项

目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股份合作经

济联合社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社区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688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750.43平方米。主要

建设工业厂房一幢五层。预计项目完工后主要从事灯饰产品生产，预
计年产等灯饰产品100万件。

10750.43 6886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1-877829 2021-09-24

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远洋城

领域二次供水加压设施改造工
程

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兴文路88号

本工程名称为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远洋城领域二次供水加压设施改
造工程，安装二次加压管道约1072米，其中包括316L薄壁不锈钢管

DN150管160米，DN100管318米，DN80管294米，DN50管300米，

以及生活水泵房及用户水表改造。

10 10
中山市东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

计局
2109-442000-04-01-922827 2021-09-24

中山华南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扩建）
中山华南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朗街道中山市南朗镇
华南现代中医药城茂南路6号

本项目位于南朗镇华南现代中医药城茂南路6号厂房房顶建设，建设规

模为580.74Kwp，占屋顶面积为3200平方米，支架使用镀锌钢，光伏

专用高强度铝合金，年发电量约为68.78万Kwh，所发电量采用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方式

3200 -
南朗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

局
2109-442000-04-05-539372 2021-09-24

中山市枫叶服饰有限公司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枫叶服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跃龙南路61号

项目建设总装机容量91.2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站，利用楼顶空间建

设，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占地面积500平方米，项目年均发电量为9
万度，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500 500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5-181903 2021-09-23

中山南区城南三路充电站
中山市峰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中山市南区城南三路10号

本项目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建设面积300平方米，规划建设1台
400kW直流充电堆（5台双枪分体机）,10个充电车位，满足了中山市

南区城南三路10号一带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300 300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
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912796 2021-09-23

中山市小榄镇白鲤村民委员会
6.825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小榄镇白鲤村民委员会 中山市小榄镇同裕路26号

项目拟利用中山市小榄镇白鲤村民委员会屋顶，安装光伏专用支架，
敷设15块455W单晶高效太阳能组件，项目建筑面积约为40平方米，

选用8KW组串式并网逆变器1台，装机容量为6.825KW， 年发电量约

为5000度，发电用途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40 -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1-438821 2021-09-23

隽园小莱充电站项目 珠海莱顿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界狮南路12号隽

园小区

项目从隽园配电房引出电源经增容630kva，建设5个120KW双枪快速

充电桩,设计能同时对十台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一般可使新能源电动

汽车在40分钟内达到80&#37;充电量。经营场所属租赁隽园小区内停

车位。面积车位约120平方米，所有设备均通过国家相关认证，按国标

执行。

98 98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899294 2021-09-23

中山市大涌镇添富家具厂100
千瓦光伏项目

中山市大涌镇添富家具厂
中山市大涌镇青岗社区“白蕉围

”伍日文厂房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大涌镇青岗社区白蕉围伍日文大楼，楼顶安装光伏
星棚，不高于楼梯间1米，采用H钢C槽钢彩钢瓦，单晶光伏板，并网

逆变器，安装规模100千瓦，年发电量约120，000千瓦时；用途：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光伏电站占用面积2000平方米。

2000 2000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185323 2021-09-22

刘岳孟年产300万空调外内塑

料件及五金件的配套组件生产
项目

刘岳孟 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路5号

总投资4.38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41780.6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55392.58平方米（一期79974.57平方米，二期75418.01平方米），

包含总装车间2个，注塑车间1个，五金车间1个，年产空调外内塑料件

及五金件的配套组件300万件，年产值为8亿元，生产不含电镀和专业

金属表面处理工艺流程。

155392.58 41780.6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325784 2021-09-22

苏小文年产家具100000套生产

项目 苏小文 中山市港口镇福田三路1号

项目建工业厂房共1幢共7层，其中工业厂房建筑面积51407.68平方
米；地下车库7443.7平方米；架空面积1059.60平方米，合计总建筑面

积59910.98平方米。预计年产家具10万套，年产值1亿元。该生产工

艺流程不包含电镀和专业金属表面处理。

59910.98 16103.8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543003 2021-09-22

竹秀园北大街181号之一和乐

楼新建项目

中山市南区竹秀园股份合作经

济联合社

中山市南区竹秀园北大街181
号之一

占地482.7平方米，建设600平方3层一栋住宅，建筑高度为14米，赋

码用途为申报规划许可
600 482.7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

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192778 2021-09-18

中山市快尔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年产印刷油墨6千吨；涂料1
千吨；气雾剂3万吨；干挂胶

玻璃胶等1万吨；护肤护发化

妆品1万吨项目

中山市快尔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三角镇福泽路2号（三

角高平化工产业集聚园区内）

仓库5931.84平方米、车间4180.75平方米、办公楼1050平方米、储罐

区245.28平方米；年产凹版、凸版、平板等印刷油墨6千吨；树脂涂料

1千吨；手喷漆、清洗剂、脱模防锈上光剂类、汽车护理用品、调色剂

等气雾剂3万吨；干挂胶、玻璃胶等1万吨；护肤、护发等化妆品1万吨

11407.87 18976.3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450040 2021-09-18

梁坚华年产五金配件30万件生

产项目
梁坚华 中山市三乡镇前陇村“下截”

本项目兴建一幢地上8层、地下1层的框架结构工业厂房，其中本工程

用地面积2440平方米，占地面积921.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995.85平
方米。预计年产五金配件30万件，年产值300万元，工艺流程：材料-

冷扎卷-成型-冲压-外发电镀-装成产品-包货-出货。

8995.85 2440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205269 2021-09-18

中山市百盛鞋业200KW光伏发

电
中山市百盛鞋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兴东路2号

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预计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装机
容量为200KW。采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所发电力优先供企业使

用，未能消纳部分能过“余电上网”的方式由电网公司收购。
1000 1000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291251 2021-09-18

中山佳健公司年产200万箱卫

生巾产品生产项目
中山佳健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二路
10号

项目拟建2幢6层工业厂房，总建筑面积29714平方米，占地面积

4875.16平方米。 主要生产妇女用卫生巾产品和经期裤产品等，年产

量200万箱。主要生产设备包括：空压机，卫生巾生产线，包装机，封

口机等。工艺流程为：原材料-生产线加工-半成品-包装-成品入仓-出货

。

29714 4875.16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9-442000-04-01-438547 2021-09-18



莫志城89.1KW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庆强服装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金三大道东49号
1幢

中山市三角镇金三大道东49号1幢屋顶建设规模为89.1K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采用中南英力450W光伏组件，三晶逆变器，钢结构组成，

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年约发电16万度清洁能源，采用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模式并入国家电网      &nbsp;&#10;  

400 -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300589 2021-09-18

百利广场
广东省中山丝绸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32号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7308.6平方米，1幢地上4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

16808.79平方米，计容总面积8426.62平方米，其中商业楼7607.09平
方米，地下商场819.53平方米；不计容总面积8382.17平方米，其中地

下室8116.8平方米，消防水池265.37平方米。主要建设商业、地下车

库等。

16808.79 7308.6 中山市石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
计局

2109-442000-04-01-960040 2021-09-18

竹秀园北大街181号竹兴楼新

建项目

中山市南区竹秀园股份合作经

济联合社

中山市南区中山市南区竹秀园
北大街181号

占地420.6平方米，建设600平方米3层一栋住宅，建筑高度为14米，

赋码用途为申报规划许可。
600 420.6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

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746878 2021-09-18

南区雅岚苑商住小区二期 中山市富威堡房地产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北台村

主要建筑1幢高层住宅、1幢公建楼、一层地下室，不包含别墅类房地

产开发项目，总用地面积3200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7914平方米，其

中高层洋房建筑面积11418平方米，公建楼1107平方米，小区设施配

套276㎡，地下车库面积5113㎡。

17914 1780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

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939168 2021-09-18

中山市横栏镇首艺灯饰厂
251.1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横栏镇首艺灯饰厂

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乐丰
六路1号

项目建设规模总计：251.10KW共一户，该项目全部建设在厂房屋顶，

由沧州天佑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承建。该项目采用自发自用剩余电
量上网模式。工艺技术：通过光伏组件将太阳能转换电能，由逆变器

将直流转换成交流，通过升压后上网。

1300 -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613278 2021-09-17

中山市东凤镇安乐村股份合作

经济联合社顺昌片区工业厂房
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安乐村股份合作

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东凤镇安乐村7队

中山市东凤镇安乐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顺昌工业厂房项目用地
10501.87平方米，计划建设3栋六层的工业楼，总建筑面积约35000平

方米。

35000 10501.87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179478 2021-09-16

中山市洛艺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30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洛艺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庆龙路12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庆龙路12号厂房楼顶建设光伏星棚建筑面积

2500平方米，使用H钢，C型钢，彩钢瓦，单晶硅组件，并网逆变器，

安装规模300千瓦，年发电量约33万度电。 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

2500 250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450066 2021-09-16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股份合作
经济联合社年产值10万套灯饰

生产项目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股份合作

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古镇镇北海路13号

建设6层宿舍楼1幢，4层厂房1幢，建筑面积总共19885.12平方米，用

地面积为31959.3平方米。生产加工销售灯饰制品。年产值8000万元

。生产工艺流程：订单通知→外购件→加工处理→检测→包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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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5.12 31959.3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955030 2021-09-16

中山市古镇华博灯饰配件厂年
产10万套照明灯具产品生产项

目

中山市古镇华博灯饰配件厂
（普通合伙）

中山市古镇镇恒隆路2号

新建工业厂房1栋11层，用地面积:26682.50平方米,建筑面积13558.03
平方米，项目建成后LED灯具年产量达10万套。生产工艺流程:设计-采
购零件-零件配装-成品-包装-销售.不含专业金属处理(包括电镀.阳极氧

化.钝化.酸洗.磷化等)和线路板制作.

13558.03 26682.5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2-892654 2021-09-16

中山市东凤镇东和平村股份合
作经济联合社商业楼新建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东和平村股份合
作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东凤镇中山市东凤镇东
和平村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1381.1平方米，新建一栋4层框架结构商业楼，

总建筑面积1425.01平方米，使用性质为商业楼.
1425.01 1381.1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364416 2021-09-15

中山市南头镇同乐旅店45千瓦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同乐旅店 中山市南头镇同乐中路118号

建设规模为45千瓦，为规避遮挡以及最大限度利用屋顶产生太阳能电

力，采用375瓦单晶光伏板120片，光伏专用逆变器，交流直流缆线，

4.5米热浸锌棚架及光伏支架，该光伏项目占地420平方米，预计投产

后平均年发电量6万度，节约标准煤16吨，本项目用途：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

- 420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181362 2021-09-15

中山市雅乐思电器实业有限公
司200千瓦光伏发电站项目

中山市雅乐思电器实业有限公

司
中山市南头镇镇晋合路33号

中山市雅乐思电器实业有限公司20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
量为200千瓦，光伏占地面积950平方米，光伏电池组、逆变器符合国

家规定，设计方案由资质单位监理，经济评估年发电量33600度，自发

自用，余电上网，接入控制计量装置后并入电网。

- 950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5-134618 2021-09-15

崔洪标年产厨具门锁120万套

、厨具铰链160万套生产线新

建项目

崔洪标 中山市阜沙镇聚财街4号

本工程占地面积2666.7平方米，拟建设一幢九层，建筑面积9411.95平
方米工业厂房，结构为框架结构。年产厨具门锁120万余套、厨具铰链

160万余套。按生产流程分为：研发、注塑、冲压、机加工、抛光、质

检、组装。

9411.95 2666.7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449172 2021-09-15

中山市基实服饰有限公司
105.27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基实服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大涌镇大兴路51-55号
厂房五楼之一

中山市基实服饰有限公司其利用厂房屋顶，投资建设约105.27kWp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拟安装290Wp多晶硅太阳能组件363块，装机容

量为105.27kWp，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运行模式，占用厂房屋顶

面积约为600平方米，平均年发电量约10.52万kWh，结构及设计采用

热浸锌方通及铝合金导水槽搭建。

600 600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448532 2021-09-14

中山市英婷灵服饰有限公司
172.04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英婷灵服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沙溪镇象角象新三路8
号首层第5卡

本光伏项目利用象角象新三路8号首层第5卡中山市英婷灵服饰有限公

司厂房屋顶面积900平方米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高度不超过5.5
米，年发电量约为25.5万KWH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绿色环保。装机

容量：172.04KW.上网模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并网电压等级：

380V.

900 900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752823 2021-09-14

中山市元利实业有限公司商住

楼
中山市元利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

主要建设住宅，总建筑面积12535.62平方米，包括1栋住宅楼，-2至16
层，建筑面积：12047.62平方米；1栋商业楼，1-4层，建筑面积：

482平方米；1栋垃圾收集点，1层，建筑面积：6平方米。（不含别墅

类房地产开发）

12535.62 4666.68
五桂山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

计局
2109-442000-04-01-380512 2021-09-14

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印花厂
7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印花厂
中山市沙溪镇康乐村岗背青云

街7号

本项目位于沙溪镇康乐村背青云街7号楼顶安装光伏星棚，采用H钢，

C型钢，彩钢瓦，单晶硅光伏板，并网逆变器。安装规模70千瓦，年发
电量为77000千瓦时。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850 850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694332 2021-09-14

中山市合联贸易有限公司
98.6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合联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镇古三工业大道东

北三路3号

中山市古镇镇古三工业大道东北三路3号工业楼顶新装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98.6KW年发量约14万度；采用钢铝结构支架天合光能多晶290W
组件古瑞瓦特逆变器，并网系统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本光伏项目光伏
板铺设面积580平方米，组件最高点与屋顶楼面距离符合相关要求，且

四面不得围蔽形成建筑使用空间。

580 580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5-177134 2021-09-14

中山市织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50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织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中山市横栏镇永兴北路11号

项目安装50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主要建设包括转换系统、直流系统、

逆变系统、并网系统，年发电量60万千瓦.时，系统采用晶硅组件、组

串式逆变器，项目发电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并网，采用钢结

构支架，屋顶建筑面积为5000平方米，占地面积0平方米，光伏项目容
量为500千瓦。

5000 -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447999 2021-09-13



中山市峰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220K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中山市峰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二街6号

中山市峰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屋顶建设规模为220KW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采用中南英力450W光伏组件，三晶逆变器，钢结构组成，建

筑面积1000平方米，年约发电38万度清洁能源，采用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模式并入国家电网

1000 -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262298 2021-09-13

振徽产业园小榄园区二期项目
中山市振徽产业园运营有限公

司
中山市小榄镇创益路5号

项目用地22270.9平方米，计划新建一栋厂房，建筑面积48488.35平方

米。计划引进生产智能家居等生产企业，建成后预计年产智能家居
1500万只，智能传感器500万只、智能安防300万台、智能控制系统

500万套及智能场景面板400万台。

48488.35 22270.9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1-283163 2021-09-13

中山市昊海实业有限公司100
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 中山市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湖州村“马蹄地”
芙中路49号昊海工业园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板芙镇芙中路49号昊海工业园，为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占地面积540平方米，路面建设光伏停车棚，不高于4.5米，光

伏建设在停车棚顶，采用方管支架，单晶光伏板，并网逆变器，安装
规模100千瓦，年发电量120，000千瓦时，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nbsp;&#10;

540 540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361789 2021-09-13

安士制药（中山）有限公司中
药制剂产品（人工熊胆粉）年
产量6亿片/粒扩建投资项目

安士制药（中山）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辉凌路7号

新建5#工业厂房共6层，占地面积1646平方米，建筑面积9863平方米

。用于生产、研发、物料中转等，其中生产车间年生产中药制剂产品
（人工熊胆粉）6亿片/粒。主要设备有湿法制粒机HLSG900,流化床

LGL300等。 生产工艺流程：配料-混合过筛-制粒-干燥-整粒混合-压片/
胶囊填充-包衣-药品检验-药品包装

9863 1646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9-442000-04-01-760577 2021-09-11

中山市海兰德化工有限公司年
产6000吨水性丙烯酸涂料、水

性聚氨酯涂料、水性环氧涂料
扩建项目

中山市海兰德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宝华路6号

本项目新建3幢厂房共7410平方米，占地面积为4245平方米。主要生

产：水性丙烯酸涂料、水性聚氨酯涂料、水性环氧涂料等环保涂料；
年产量6000吨/年。主要设备：高速分散机（5-200KW）20台；研磨设
备（5-30L）8台；平台搅拌锅（3000L）10台；其它配套研发及检验

设备

7410 4245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269674 2021-09-10

中山市百盛鞋业268.2KW光伏

发电
中山市百盛鞋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兴东路2号

项目预计总安装面积1080平方米，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装机容量为

268.2KW。本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所发电力优先供企业使用，未能消
纳部分通过“余电上网”的方式由电网公司收购。

1100 1080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435243 2021-09-10

中山大信新都汇星汇换电站 广州蔚来能源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山市南区永安一路18
号星汇云锦花园天喜星苑5幢1

层“大信·新都汇星汇店”

项目电力容量规模为860KW ，分别为1套550KW电动汽车换电站、3
套120KW直流充电桩。包括换电站建设安装、充电桩建设安装，换电

运营和运维系统建设等。项目建成后对社会新能源车辆提供换电服务
。

165 165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

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574552 2021-09-10

中山市小榄镇裕民大道充电站

项目

中山市峰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中山市小榄镇裕民大道79号
（105国道旁）

本项目占地面积50平方米，建筑面积50平方米，规划建设1台160kW
充电堆（2台双枪分体机），4个充电车位，满足了小榄镇东升裕民大

道79号（105国道旁）一带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50 50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1-302783 2021-09-10

中山市汇创实业有限公司
198.99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汇创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大道南126
号一楼B区

中山市汇创实业有限公司其利用厂房屋顶，投资建设约198.99kWp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拟安装金源335Wp单晶硅太阳能组件594块，采

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运行模式，占用厂房屋顶面积约1007平方米，

平均年发电量约19.89万kWh，选用三晶60kW逆变器，遵循《光伏发

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5234.73 1007
中山市神湾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488249 2021-09-10

中山市嘉佳荣塑料五金制品厂
160.54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嘉佳荣塑料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南头镇光明南路17号

本项目建设范围为屋顶，选用天合品牌，光伏单晶组件数量为349块，
项目装机容量为160.54千瓦，光伏组件占地面积为780平方米，预计年

发电量为17万度，采用三相逆变器，电量消纳方式，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

- 780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453843 2021-09-10

唐志江厂房年产锁头配件200
万套建设项目

唐志江 中山市小榄镇骏业路一街3号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960.4平方米，基底占地面积335.96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1427.61平方米，主要建设1幢工业厂房。项目主要从事锁头配

件加工，预计年产锁头配件２００万件，不包含电镀、阳极氧化、钝

化、酸洗、磷化等金属表面处理。

1427.61 960.4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4-442000-04-01-953952 2021-09-10

 中山市东日汽车有限公司

358.54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东日汽车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沙朗高科技开发区

沙港西路7号之一

该项目备案用于办理东日汽车有限公司投资安装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事项，所发电能作为企业首选用电，余电上公共电网。本系统
方案采用屋顶电站（BAPV）的形式，装机容量：358.54KWP，安装

在公司屋顶。主要的设备有晶硅光伏主件，支架，逆变器等电气相关

元件，产品技术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

1600 2000
中山市西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

计局
2109-442000-04-05-133703 2021-09-09

中山佳立精密有限公司1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广州奥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新前进村龙塘

项目建设地在中山市坦洲镇新前进村龙塘（中山佳立精密有限公司）
厂区屋顶。屋顶面积为10000平方米，项目安装1200千瓦光伏发电。

年发电量预计144万千瓦时，系统采用晶硅组件、组串式逆变器。项目
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并网。

10000 10000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5-205914 2021-09-08

中山市深业万胜投资有限公司

未来之门综合体新建项目
中山市深业万胜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市翠亨新区南朗镇（翠亨

新区起步区）东五围

本项目占地面积66.89万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57万平方米，不包含

别墅类建筑。本项目共142栋建筑（地下3层，地上最高78层）总建筑

面积21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46万平方米，商服面积101万平方

米，文体教育面积5万平方米，车库面积57万平方米，其他面积4万平

方米（包括设备用房，公建配套等）

2130000 668900 中山翠亨新区经济发展局 2109-442000-04-01-653542 2021-09-08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
司431.25kWp分布式屋顶光伏

发电项目
广东皇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广福路46号
5、6幢

本项目占地面积4576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576平方米。共安装375Wp
单晶硅光伏组件1150块，总装机容量为431.25kWp，占用屋顶面积

4576平方米。项目投产后预计25年内年均发电量为42.73万kWh,25年
运营期内总发电量约为1068.15万kWh，所发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

4576 4576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109-442000-04-05-135215 2021-09-08

广东进业美健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电吹风、剃须刀产品100万

件生产项目
广东进业美健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广源路10号建筑

物

项目主要租用厂房，建筑面积5303.75平方米。主要生产个护产品，其

中：电吹风20万个、剃须刀80万件等，预定项目投产后最高年产值可
达1.3亿。

5303.75 5303.75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423573 2021-09-08

中山市古镇宏立电线电器厂有
限公司50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中山市古镇宏立电线电器厂有

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镇麒麟西比大道三
路17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古镇镇麒麟西比大道三路17号厂房楼顶新装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500kW，采用单晶硅光伏组件，并网逆变器，年发电量

约55万度电，本光伏项目光伏板铺设面积为4200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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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并网模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4200 4200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255284 2021-09-08

张家边兴和里（即原张家边壹

加壹）项目升级改造项目

中山市星和里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港城路1号

项目改造包括：1、改造86个停车位置 2、增加广场内可移动式售卖亭

16个 3、拆除原摩托车棚架 。建设改造面积为2763.33平方米，改造

后将全新升级为张家边兴和里广场，重新打造成具有火炬开发区文化
特色的商业综合体。

2763.33 2763.33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9-442000-04-01-416855 2021-09-08

中山港兴和里（即原中山港壹
加壹）广场项目升级改造项目

中山市星和里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号

项目改造内容包括：1、重新铺设人行道 2、增加垃圾分类箱 3、增加

商场货梯 4、改造73个停车位置 5、增加广场内可移动售卖亭13个。
建设改造总面积为3434.72平方米，改造后将全新升级为中山港兴和里

广场，重新打造成具有火炬开发区文化特色的商业综合体。

3434.72 3434.72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9-442000-04-01-168357 2021-09-08



宇富化学年产100万台高端电

动工具新建项目
中山宇富化学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敬业路12号

本项目新建厂房3栋8-9层，占地面积11571平方米，建筑面积52000平
方米，主要年生产100万台高端电动工具，产值1亿元，主要生产工

艺：零部件采购-检验-组装-检测-包装-入库。

52000 11571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9-442000-04-01-851491 2021-09-08

中山市中旺灯饰制造有限公司
20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中旺灯饰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新茂工业大道31

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新茂工业大道31号厂房楼顶建设光伏星棚建
筑面积2200平方米，使用H钢，C型钢，彩钢瓦，单晶硅组件，并网逆

变器，安装规模200千瓦，年发电量约22万度电。 用途：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

2200 220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102427 2021-09-07

深圳市淳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500万套降血压外用涂抹

液新建项目
深圳市淳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外沙村福源路

项目新建厂房，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3幢5
层，混泥土结构，主要生产和销售高血压降压药，年产量是500万套，

年产值20亿。

30000 15000
中山市神湾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227906 2021-09-07

中山永裕家具有限公司300千
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永裕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金晟街13

号

在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金晟街13号屋顶建设300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占屋顶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年发电量300000千瓦时，采用“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并网模式，主要设备类型为单晶硅组件、逆变

器。

- -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256718 2021-09-07

中山市金胜恒基沥青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10万吨沥青搅拌料新

建项目

中山市金胜恒基沥青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神利路9号

项目租用10000平方米工业空地建设1栋1层办公楼及宿舍，总建筑面

积2000平方米，棚架机构，主要生产沥青搅拌料，年产10万吨，年产

值5000万元，采用天然气加热生产。不含以下的产品：改性沥青类防

水卷材、沥青复合胎柔性防水卷材、沥青纸胎油毡。

2000 10000
中山市神湾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612937 2021-09-07

中山市邦威智能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年产10000套专业设备控

制机柜生产扩建项目

中山市邦威智能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智能路1号

本项目为三期建设项目，建筑面积2376平方米，建筑物基底占地面积

2376平方米；此为27米大跨度重型钢结构厂房。用于生产智能设备及

专业设备控制机柜及配套元件。年产量10000套。此项目不包含电镀和

专业金属表面处理工艺流程。

2376 2376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396435 2021-09-07

广东电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中山三乡文化中心公共充电
站项目

广东电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三乡镇景观路3号三乡

文化中心大楼停车场

建筑面积180平方米，占地面积180平方米，充电站计划新建4台
120kW双枪直流充电桩，2台7kW单枪交流充电桩，新建500kVA箱变

一台，充电车位10个。项目建成后对公众开放。
180 180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537437 2021-09-07

中山市阿尼玛灯饰有限公司
30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阿尼玛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五沙村工业区益

辉二路27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五沙村工业区益辉二路27号1幢2幢3幢厂房楼

顶建设光伏星棚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距离楼面高6米，使用H钢，C型

钢，彩钢瓦，单晶硅组件，并网逆变器，安装规模300千瓦，年发电量

约33万度电。 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5500 550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302445 2021-09-06

中山市横栏镇科棋五金厂 150
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横栏镇科棋五金厂
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利华

路4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利华路4号厂房楼顶建设光伏星棚

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使用H钢，C型钢，彩钢瓦，单晶硅组件，并网

逆变器，安装规模150千瓦，年发电量约16.5万度电。 用途：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

3000 300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590899 2021-09-06

中山市盛杰新能源有限公司
90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盛杰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永谊一路14号

项目安装90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主要建设包括转换系统、直流系统、

逆变系统、并网系统，年发电量90万千瓦.时，系统采用晶硅组件、组

串式逆变器，项目发电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并网，采用钢结

构支架，屋顶建筑面积为6000平方米，占地面积0平方米，光伏项目容
量为900千瓦。     &nbsp;&#10;

6000 -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291034 2021-09-06

中山市侨中英才学校建筑物加
固工程项目

中山市侨中英才学校 中山市南区情景路1号

学校建筑物包括：一幢教学楼、一幢宿舍楼及校园周边围墙。根据建
筑物抗震鉴定报告：教学楼有3条柱和1条梁钢筋配筋略低于计算值，

宿舍楼有8条柱钢筋配筋略低于计算值，有一段围墙的垂直度处于危险

状态。根据鉴定报告，需要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加
固处理。

13898 16382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
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2-794661 2021-09-06

商住楼
中山市佳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中山市沙溪镇新石门村

本项目占地11540.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965.67平方米.本项目新建

商住楼共3栋，其中第1栋20层，第2栋20层为住宅楼，住宅面积为

15905.67平方米。第3栋四层为商业楼；商业、物业用房和地下车库及

其他配套用房，其中商业面积为1194.62平方米；地下车库面积为

6561.60平方米，其他配套用房为303.78平方米。

23965.67 11540.5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491997 2021-09-06

中山市智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198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智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

中山市古镇镇古二村东裕路1
号屋顶

在屋顶建设198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安装光伏板面积930平方
米，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年发电量198万千瓦时，采用“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的并网模式，主要设备类型为单晶硅组件、逆变器、铁支架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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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1000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5-531702 2021-09-06

中山市巧功夫电器有限公司
（一期）500KW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中山市巧功夫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同乐工业园玉峰
路58号之一

本项目拟利用中山市巧功夫电器有限公司自建厂房屋顶，安装光伏专
用支架，铺设926片540W高效单晶硅组件，铺设面积约4000平方米，

选用4台华为110K组串式逆变器，安装容量500KW，年发电量约50万
度电，采用‘自发自用，余点上网’模式并网发电。

4000 -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5-957256 2021-09-05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华德托儿所
20.25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华德托儿所

中山市东凤镇中山市东凤镇同

安大道西

建设规模为20.25千瓦，为规避遮挡以及最大限度利用屋顶产生太阳能

电力，采用375瓦单晶光伏板54片，光伏专用逆变器，交流直流线缆，

4.5米热浸锌支架及光伏防水支架，预计投产后平均每年发电量2.5万
度，节约标准煤6.5吨，本项目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920.11 228.14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776480 2021-09-05

三角镇高平村富康路3号之二

快速充电站
中山市盈捷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高平村富康路3
号之二

规划建设1台120KW一机双枪充电桩，2个充电车位，满足三角镇高平

村富康路3号之二附件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30 30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5-783500 2021-09-03

中山市国臻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9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国臻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中山市沙溪镇高亮原路22号

本项目利用楼顶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面积约为500平方米，容量

为90KW，年发电量约为10万度电，采用“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模式并

网，拟采用单晶硅太阳能板组件和光伏并网逆变器。本项目的设计和
施工均严格 按照相关分布式光伏发项目的设计施工技术标准执行。

500 500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5-189527 2021-09-02

中山市横栏镇诚泰纸箱厂
73.08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横栏镇诚泰纸箱厂

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益辉
一路30号之一

中山市横栏镇诚泰纸箱厂在租赁的工业厂房屋顶投资建设73.08KWP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拟采用290瓦多晶电池组件252块，采用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方式，占用屋顶面积约430平米，平均年发电量约8.5万
KWH，产品技术及系统安装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4958.61 1500.9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5-776435 2021-09-02

中山市大涌镇岚田社区股份合
作经济联合社年产服装35万件

生产项目

中山市大涌镇岚田社区股份合
作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大涌镇岚田村

第一期新建一幢中山市大涌镇岚田社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岚田社区
叠石坦 工业厂房B幢，建筑面积：16503.08平方米，1幢10层，钢筋混

泥土结构，占地面积：1616.03平方米。年产服装35万件，产值1750
万。工艺流程：采购—裁剪—半成品—后整—尾工序—成品（不含有

印染、漂染工序、洗水）

16503.08 1616.03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科技
统计局

2109-442000-04-01-126567 2021-09-02



岑洪辉123.12K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岑洪辉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大道西112
号

本项目拟利用岑洪辉自建厂房屋顶，安装光伏专用支架，铺设228片
540Wp单晶高效太阳能组件，铺设面积约600平方米，选用华为

110KW组串式逆变器1台，装机容量123.12KW，年发电量约为13.5万
度，发电用途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600 -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5-115525 2021-09-02

中山市海量五金408K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海量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阜沙镇科建街6号

项目在中山市阜沙镇科建街6号海量五金楼顶安装408千瓦分布式光伏
发电系统，建设面积约3000平方米。选用隆基乐叶单晶电池板，型号

LR4-60HPH系列，年发电量约42.8万度，所发电量为企业首选用电，

余电上网，提升企业节能降耗能力。

3000 3000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184822 2021-09-02

德立智能淋浴房及卫浴配套生

产基地项目
中山德立洁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

拟建设一栋5层半，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工业厂房，结构为框架结构

。产品名称：淋浴房，年产值淋浴房50万套。
50000 27333.99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871764 2021-09-02

锐石企业管理（中山）有限公
司年产200万件服装生产项目

锐石企业管理（中山）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东凤镇穗成村

占地面积为9072.9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2686.81平方米，从事服装，

年产200万件，工艺：布料物料进厂检验-裁剪-缝制-锁眼钉扣-整烫-成
衣检验-包装,不含有印染（设漂染工序）、洗水等工艺。

12686.81 9415.3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928797 2021-09-02

中山市本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2.925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中山市本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沙涌上塘“大环”

本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地址为沙涌上塘“大环”楼顶，建设规模为装

机功率42.925千瓦，建设占屋顶面积约1500平方米，505光伏板组件

共85块，古瑞瓦特40千瓦逆变器1台、电箱及配件辅材品牌选用鑫禾，

本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40000度电，所发电用途采用自发自

用剩余上网的方式。

1500 1500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

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659506 2021-09-02

广东兆力电机集团1.2MKW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兆力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

项目在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广东兆力电机集团楼顶上安装1.2兆瓦分布

式光伏发电系统，建设面积约7.3万平方米。选用隆基乐叶单晶硅电池

板，型号为LR4-60HPH系列，年发电量约126万度，所发电量为企业

首选用电，余电上网，提升企业节能降耗能力。

73000 73000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109-442000-04-01-794035 2021-09-01

中山市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74.44kW分布式光伏项目

中山市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港大道

90号

本项目利用中山市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屋顶安装124块110Wp碲
化镉光伏组件、160块380Wp单晶硅光伏组件，装机容量为74.44kW，

年发电量6.83万kwh。本项目利用公司面积约为376.2平方米。并网电

压等级：380V；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

376.2 376.2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

息局
2109-442000-04-01-709705 2021-09-01

蔡惠权年产1万套照明灯具生

产项目
蔡惠权 中山市古镇镇

新建项目总用地面积：7537.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7872.07平方米。

厂房1栋8层，宿舍1栋7层。主要生产照明灯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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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1万套，年产值150万元。工艺流程：设计-采购-加工-装配-包装-

销售。主要设备有：压铸机、注塑机等。

27872.07 7537.8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
2109-442000-04-01-578441 2021-09-01

注：本信息统计时间以领证办

结时间为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