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2022年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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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三乡镇许茹君90KW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许茹君 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火炭龙”

中山市平南村“火炭龙”建筑屋顶投资建设90KW分布式光伏项目，拟占用屋
顶面积约400平方米，平均年发电量9万千瓦时。本项目主要包括单晶硅光
伏组件、逆变器、支架、电缆、配电箱等，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运行

模式。

- -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608507 2022-04-30

中山温泉中心园改建工程项目 中山温泉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中山温泉区内

本项目占地面积19216平方米，建筑面积17824.86平方米，结构类型为框架
结构，其中：新建2栋2层酒店大堂和餐厅，2栋4层客房，2栋5层客房，建
筑面积共15986.21平方米；保留修缮1栋2层客房，1栋2层会议休闲室，1栋
1层综合休闲室，建筑面积共1838.65平方米。

17824.86 19216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692626 2022-04-30

梁宝添年产量1000台微型计算机投资项目 梁宝添 中山市横栏镇中山市横栏镇新丰村

投资金额3000万，总建筑面积22845.53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6418.9平方
米，共一栋厂房，九层，建筑高度49.85米，主要内容生产式微型计算机；
产品名称：微型计算机；设计生产能力：年产量1000台。

22845.53 6418.9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73901 2022-04-29

王冬梅年产医疗器械260万件生产项目 王冬梅 中山市港口镇福田六路5号

建设框架结构厂房三栋，厂房一1栋6层62655.06平方米，厂房二1栋5层
12005.43平方米、宿舍1栋9层11471.22平方米，占地面积：33964.4平方
米，建筑面积：86131.71平方米，预计年产医疗器械260万件，预计年产值
3亿元。

86131.71 33964.4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45889 2022-04-29

中山市横栏镇龙葵物业管理服务处450千瓦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二期）
中山市横栏镇龙葵物业管

理服务处
中山市横栏镇乐丰六路3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乐丰六路3号 房楼顶新装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50kW，采用单晶硅光伏组件，并网逆变器，年发电量约49.5万度电，本光
伏项目建设光伏板面积为2600平方米。采用并网模式：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

2600 -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601459 2022-04-29

中山市森源鞋业有限公司屋顶99K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森源鞋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中山市东凤镇小沥社区东富路
178号厂房四楼

新建装机容量99KW，光伏用途自发自用，余量并网，光伏发电量8万度，
敷设面积800平方米。

4532.81 2667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57508 2022-04-29

麦宏枝、梁翠霞年产家具2000套生产项目 麦宏枝 中山市港口镇福田七路10号
建设一栋3层框架结构厂房，建筑面积6683.05平方米，占地面积1934.10平
方米，预计年产家具2000套，年产值300万元。该生产工艺流程不包含电镀

和专业金属表面处理。

6683.05 1934.1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39539 2022-04-29

年产550万套医疗配件生产线项目
中山市盈建混凝土有限公

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39号之3

工业厂房及配套用房总建筑面积76300平方米，占地面积52465.14平方米，

投产后年生产医疗配件（医用面罩、呼吸机、呼吸器零件、导管、雾化器套
件、喉罩、气囊等LSR产品）550万套。生产工艺流程：清理和安装-注塑-
冷却-脱模-固定-喷粉-裁剪-检查-包装-出厂。

76300 52465.14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2204-442000-04-01-202200 2022-04-29

中山市晖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368.625kWp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皇鼎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南路

本项目共安装375W单晶硅光伏组件983块，总装机容量为368.625kWp，占
用屋顶面积3635平方米。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为37.01万kWh,25年
寿命期内总发电量约为925.33kWh，所发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25年内
总共节约标准煤2822.25吨，减排CO2共7532.16吨。

- 3635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5-455292 2022-04-29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智能
立体仓库项目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
本项目建筑面积4081.39平方米，4层框架结构，主要用作存放衣柜和橱柜

等家居产品。
4081.39 1457.89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020-442000-21-03-063563 2022-04-29

小榄镇盛丰联宝路9号商业楼三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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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宝路9号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占地面积10931.10平方米，拟建
联宝路9号商业楼三期，基底占地面积252平方米，框架结构5层，建筑总面
积为1323.70平方米。

1323.7 10931.1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991642 2022-04-28

中山市顺宜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件灯饰建

设项目
中山市顺宜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横东村

拟建厂房一幢5层，建筑面积4425.69平方米，占地面积2215.6平方米，包
括压件加工车间、装配车间、灯饰加工安装车间，办公室及展厅等组成， 
主要生产灯饰配件，年产量约30万件。生产流程：原材料库-机器加工-表面
加工-组装-成品检测-入库。 （不含金属表面处理工艺） &nbsp;&#10;

4425.69 2215.6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759196 2022-04-28

联兴纺织印染（中山）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
电站项目

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三角镇金三大道东13号

本项目共安装460Wp光伏组件1476块，总装机容量为678.96kWp，占用屋
顶面积7716平方米。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为68.27万度，项目所发电
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此外本项目年均可减排二氧化碳549.73吨，26年
运行期可累计节约标准煤5205.5吨。

7716 -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81346 2022-04-28

台一单宁针织有限公司综合能源服务项目
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三角镇福泽路11号

本项目共安装460Wp光伏组件4582块，总装机容量为2107.56KWp，占用
屋顶面积23168.7平方米。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为211.92万度，项目

所发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此外本项目年均可减排二氧化碳
1706.42吨，25年运行期可累计节约标准煤16158.25吨。

23168.7 -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437930 2022-04-28

中山市恒星实业有限公司500千瓦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中山市恒星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沙溪镇隆兴工业区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沙溪镇隆兴工业区，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厂房楼顶建
设光伏项目，瓦面采用平铺式安装光伏，采用光伏支架，单晶光伏板，并网
逆变器，安装规模500千瓦，年发电量约550,000千瓦时;用 途: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光伏占用面积6700平方米。

6700 6700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191710 2022-04-28

中山市神湾镇外沙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年
产4000万片切割砂轮生产项目二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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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为自建两幢五层工业厂房，厂房2为：框架结构，基底面积：1000平
方米，建筑面积：5173.8平方米，厂房3为：框架结构，基底面积：1000平
方米，建筑面积：5173.8平方米，项目总占地面积：11497.3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10347.6平方米，本项目专业生产切割砂轮，年产约4000万片，年
产值约5000万元。

10347.6 11497.3 中山市神湾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81792 2022-04-28

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后门岭刘氏家族墓迁移
工程

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更新
和建设服务中心（土地房

屋征收中心）
中山市南区中山市南区曹边经联社集体用地

因大南公路建设需要，我区已征用曹边村后门岭用地作为道路建设使用，在
清理该地块时发现存在四座古墓，墓体占地面积约240平方米，属市级不可

移动文物。该古墓群阻碍大南公路施工，需进行异地迁移保护。

240 240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17115 2022-04-28

中山港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24.64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港华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
中山市石岐区 仁里街1-3号

本项目建设范围为屋顶，选用晶硅光伏组件，项目装机容量为24.64千瓦，
建筑面积为150平方米，光伏占地面积为150平方米，预计年发电量为2.7万
度，采用三相逆变器，电量消纳方式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150 150 中山市石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79517 2022-04-28

广东达尔科光电LED新能源汽车灯具和光学

透镜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广东达尔科光电技术有限

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神涌村

工业厂房及配套设施建筑面积13259.35平方米，占地面积3135.9平方米，

建成后打造达尔科集团总部，设置研发中心及销售部，事业部、组装车间，
新增60余条生产线及检测设备，年产及销售LED新能源汽车灯具及光学透镜
等产品8000余件

13259.35 3135.9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2204-442000-04-01-993505 2022-04-28

马安岛智谷一期生物医药研发生产基地
中山市森正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翠亨新区中准道23号

项目将建设为以研发生产生物医药为主的制造基地，本期基底面积5256.8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8167.20平方米，拟建设5栋9层厂房，包含研发中

心，孵化中心，中试中心及智能化生产厂房等，主要生产生物医药类产品如
凝胶膏贴剂等，年产值约3亿元。

48167.2 52248.2 中山翠亨新区产业发展局 2204-442000-04-01-888112 2022-04-28

中山纳途新能源有限公司400千瓦光伏电站
中山纳途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黄圃镇中山市黄圃镇强业北路8号

本项目拟建于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强业北路8号广东强力集团有限公司旧厂

房屋顶，项目使用江苏纳百光伏有限公司生产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建设，占地
面积3000平方，每件太阳能光伏组件550瓦。共728件。本项目采用“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的模式。

3000 3000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515867 2022-04-28

中山纳途新能源有限公司850千瓦光伏电站
中山纳途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黄圃镇中山市黄圃镇祥安北路20号

本项目拟建于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祥安北路20号广东强力集团有限公司新厂

房屋顶，项目使用江苏纳百光伏有限公司生产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建设，占地
面积6000平方，每件太阳能光伏组件550瓦。共1546件。本项目采用“自发
自用，余电上网”的模式。

6000 6000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414181 2022-04-28



中山威信纺织漂染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
站项目

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大道西3号

本项目共安装460Wp光伏组件1100块，总装机容量为506KWp，占用屋顶
面积5500平方米。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为50.88万度，项目所发电能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此外本项目年均可减排二氧化碳409.69吨，25年运
行期可累计节约标准煤3879.45吨。

5500 -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134256 2022-04-27

中山市金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635.67k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佳兴鸿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沙港中路29号

广东佳兴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山市港口镇沙港中路29号中山市金龙游
乐设备有限公司楼顶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采用495W单晶
硅光伏组件1286块，实际发电规模为635.67kW。占用屋顶面积约4000平方
米。光伏发电模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平均年发电量约68万千瓦时。产

品技术及系统安装均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

4000 4000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96575 2022-04-27

中山市旭森涂层材料有限公司（二期）分布
式光伏电站项目

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三角镇东南村福泽路福泽三街5号

本项目共安装460Wp光伏组件2184块，总装机容量为1004.64KWp，占用
屋顶面积10000平方米。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为101.02万度，项目所
发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此外本项目年均可减排二氧化碳813.42吨，
25年运行期可累计节约标准煤7702.5吨

10000 -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98207 2022-04-27

中山市古镇镇南哥五金店21.8KW屋顶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古镇镇南哥五金店 中山市古镇镇冈南村中心路东三巷11号

利用中山市古镇镇南哥五金店屋顶，地址中山市古镇镇冈南村中心路东三巷
11号，新建21.8K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预计每年生产21800千瓦时
绿色电力。项目占地面积约215.9平方米，由单晶太阳能组件，并网逆变
器，并网箱，支架，电缆等组成。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并网模式。

215.9 215.9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47241 2022-04-27

中山市怡晟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龙的集
团）150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怡晟达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中33号屋顶
在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中33号屋顶建设1500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占地面积22000平方米， 年发电量150000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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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 22000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5-446521 2022-04-26

中山市汉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490.5K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汉联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尚义路1号

中山市汉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中山市南头镇尚义路1号厂房屋顶投资建设
490.5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占用屋顶面积3000平方米，采用H钢，C型
槽钢等构建成牢固的棚架结构，采用900张545W隆基乐叶组件、4台
100KW和1台40KW华为逆变器，预计年发电量50万度，采用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方式。

- 3000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5-531043 2022-04-26

芯鼎微（中山）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年产硅
基芯片300万片一期第一批次新建项目

芯鼎微（中山）光电半导
体有限公司

中山市民众街道沿江行政村 （其中项目建设

期间，临时租赁过渡厂房位于中山市三角镇
金三大道东10号之二南水工业园E栋1-2层）

项目用地50亩，总投资6.12亿（其中固定资产4.26亿，无形资产约1.86亿）
。项目建设规模约4万5千平方米，主要包括半导体超净生产车间24000平方
米、研发办公楼12000平方米、设施配套楼2000平方米、生活配套区及其他
附属设施7000平方米。设计生产产能为年产硅基液晶显示芯片300万片，光
机150万台机等。主要设备包括真空蒸镀机、腔体点胶机、晶圆切割机、芯
片粘贴机、金线键合机等。（三角镇临时租赁过渡厂面积5624平方米，年
产能为100万片硅基液晶显示芯片，光机50万台。）

45000 33333.3 中山市民众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721235 2022-04-26

中山市三角镇得盈路1号工业厂房200.2KWP
光伏发电项目

陈叁培 中山市三角镇得盈路1号工业厂房

本项目装机容量为200.2kWp，在中山市三角镇得盈路1号工业厂房屋顶建设
约2713.76平方米的光伏发电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并网发

电；项目由光伏专用支架、高效太阳能光伏组件、组串式并网逆变器等产品
组成建设。预计年发电量约20.4万度（20.4万kWh）。

2713.76 2713.76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5-986699 2022-04-26

中山菲力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环保水性油
墨、酯溶性食品包装复合油墨生产项目

中山菲力特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化工园区内

占地16666平方米，建筑面积8500平方米，其中研发大楼2000平方米，厂
房3000平方米，仓库2500平方米，消防水池400平方米，罐区400平方米，
中控室200平方米，年产环保水性油墨15000吨，酯溶性食品包装复合油墨
8000吨，年产值6亿元，工艺：原料一分散一研磨一调色一包装。

8500 16666.6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94864 2022-04-26

中山市小榄镇永灏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部
419.655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小榄镇永灏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部

中山市小榄镇东生东路53号102卡屋顶
在中山市小榄镇东生东路53号102卡屋顶419.655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建筑面积3137平方米，占地面积3137平方米， 年发电量419655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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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7 3137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5-189819 2022-04-26

中山汇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生产金属纽扣400
吨项目

中山汇创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兴达街11号
工业厂房建筑面积18023.5平方米，占地面积6138.9平方米，购置两条自动
啤机生产线设备，投产后年产金属钮扣400吨，生产工艺：开料一冲压成形

一表面处理一组合一查货一包装，项目不含电镀等专业金属表面处理

18023.5 6138.9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2204-442000-04-01-910126 2022-04-26

中山市必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94.3KW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必扬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白石村教育路9号

中山市必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山市三乡镇白石村教育路9号厂房屋顶
投资建设294.3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采用1052张隆基545W光伏组件，
3台100KW华为逆变器，采用H钢，C型槽钢等材料构建成牢固的棚架结
构，最低处平齐四周花架，占用屋顶面积2000平方米，预计年发电量为30
万度，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

- -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788679 2022-04-25

中山阜沙阜南大道充电站项目 中山市平实通信有限公司 中山市阜沙镇阜南大道113号

项目在中山市阜沙镇阜南大道113号停车位建设1个120KW直流充电桩，建
设面积为1平方米，占地面积为40平方米，项目作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点，推

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及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提供新能源汽
车的充电服务。

1 40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25847 2022-04-25

中山市大涌镇石萍99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石萍 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沙环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沙环，在建筑屋面顶投资建设99千瓦分布式
光伏项目，拟占用屋顶面积约800平方米，平均年发电量约为11万度电。本
项目主要包含了单晶硅光伏组件，逆变器，支架，电缆，配电箱等，采用“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运营模式。

800 800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5-216932 2022-04-25

广东牧谷佑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屋顶0.5兆瓦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牧谷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湖州村门口围

利用中山市佑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屋顶约5000平方米，采用单晶硅450组件
等光伏设备建设一个400KW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建成后每年发电预计50万度电。

5000 -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566702 2022-04-25

广东敬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13.4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敬嘉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三乡镇乌石村龙头仔西路4号之一

项目安装213.4千瓦光伏发电，占屋顶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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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万千瓦时，系
统采用单晶硅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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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49750 2022-04-24

中山市东凤镇拓进机电厂屋顶99K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拓进机电厂 中山市东凤镇中山市东凤镇东富路178号

新建装机容量99KW，光伏用途自发自用，余量并网，光伏年发电量8万
度，敷设面积800平方米。

4532.81 2667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46982 2022-04-24

何欣、林珍珍、戴云霄配件年产量1000万个

项目
林珍珍 中山市横栏镇永兴工业区

新建厂房一A区1栋，地上9层，总用地面积为6092.5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为8862.05平方米，占地面积为1080平方米；主要经营:生产、加工、销售：
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照明灯具、LED产品

。主要设备：注塑机、裁线机、打灯头机器等。

8862.05 108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74478 2022-04-24

中山市迅盈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厂房内屋顶
300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香岛太阳能科技（中山）
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平南工业区金福路7号B
区

中山市迅盈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厂房内屋顶，位于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平南工
业区金福路7号B区，建筑屋顶投资建设300kWp分布式光伏项目，占用屋顶
面积约3000平方米，平均年发电量约30万kWh，光伏组件建设高度距离铺
设平面最高不超过2.8M。项目主要包括单晶硅光伏组件逆变器支架电缆配
电柜等，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运行模式等

- -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98838 2022-04-24

中山市侨发实业有限公司200.015kWp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侨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大涌镇岚田社区

中山市侨发实业有限公司利用其建筑屋顶，投资建设装机容量约
200.015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拟安装545Wp单晶硅太阳能组件
367块， 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运行模式，占用建筑屋顶面积约为
5000平方米，平均年发电量约21万kWh，产品技术及 系统安装均符合相关

国家和行业标准。

5000 5000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88580 2022-04-24

中山市合盈包装印刷有限公司524.19K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合盈包装印刷有限

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顺景工业园顺心路

中山市合盈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在租赁厂房屋顶建设524.19KW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总投资约210万元，拟安装505W单晶光伏组件1038片，产品设备
和系统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占用屋顶面积约3500平方米，计划6月份并网
投产，年发电量约55万度。

3500 3600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518676 2022-04-24

中山市华讯电器有限公司116K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中山市华讯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为民路70号

项目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项目为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主要建设内容有：在现有厂房建筑
顶部建设，使用太阳能晶硅组件、逆变器、并网箱1批及其他辅材。项目建
成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约12万度。

1000 1000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253111 2022-04-24

中山市东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20.8K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东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古镇镇曹三村泗益围工业区A-7一层之
二、一层1A之2

项目在中山市古镇镇曹三村泗益围工业区A-7一层之二、一层1A之2厂房
顶，敷设368块600W单玻太阳能组件，装机容量为220.8kw，太阳能光伏板
组件敷设面积约为1300平方米，选用110KW组串式华为并网逆变器2台，年
发电量约为26万度，采用并网模式，发电用途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1300 -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608404 2022-04-24



中山市百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产30万个汽

车配件周转容器包装生产线改建项目
中山市百合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
中山市阜沙镇上南工业区阜港公路45号

项目专线生产汽车配件周转容器包装生产线改建，设计生产能力30万个/年
。改建1幢7层楼厂房，建筑面积22381.98平方米，预计扩建总投资4000万
元。

22381.98 6600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58617 2022-04-22

中山美意来卫浴设备有限公司二期887.35K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美意来卫浴设备有限
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8号
在现有厂房建筑顶部建设887.35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年均发电量约
89万度电，项目使用建筑屋顶面积约8000平方米，使用太阳能晶硅组件、
逆变器、并网箱1批及其他辅材，并网模式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8000 8000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2204-442000-04-01-654069 2022-04-22

广东菲利特电气科技有限公司507.94KWp分
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菲利特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吉昌村兴昌路

本项目装机容量为507.94KWp，铺设面积约5000平方米，，使用单晶硅组
件545Wp光伏组件932块，年均发电量63万度,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
并网方式，380V低压接入公共电网，产品技术及系统安装符合相关国家和

行业技术标准。

26500 8000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460930 2022-04-21

中山宏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583.5K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宏日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创业路58号4-6幢、7-8幢

项目占地面积4265平方米，建筑面积4086平方米；项目为583.5K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一期335.5KW使用4-6幢楼顶面积约2228平方米，已在2019
年5月8日并网投产；现增加二期248KW,使用7-8幢楼顶面积约1858平方
米；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约60.8
万度;主要建设内容有：太阳能光伏组件铺设、逆变器及并网配电柜安装；

技术标准：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等。

4086 4265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464289 2022-04-21

中山宏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585K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宏日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创业路58号1-3幢、10幢

项目占地面积4086平方米，建筑面积3856平方米；项目为585KW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一期385KW使用1-3幢楼顶面积约2229平方米，已在2020年1
月15日并网投产,现增加二期200KW,使用10幢楼顶面积约1620平方米；采
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约60.5万度;主
要建设内容有：太阳能光伏组件铺设、逆变器及并网配电柜安装；技术标
准：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等。

3856 4086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961654 2022-04-21

中山市荣讯五金科技有限公司154.55千瓦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荣讯五金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白石村麻斗麻乾公路87号之三

本项目利用中山市三乡镇白石村麻斗麻乾公路87号之三的工业厂房其中的两
幢房屋屋顶建设380V、154.55千瓦的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站。占屋顶总安
装面积674平方米，其中1幢423平方米、2幢251平方米。总共使用281块单
晶550瓦光伏板、2台逆变器，其中1幢168块光伏板、1台80千瓦逆变器，2
幢113块光伏板、1台60千瓦逆变器。年发电量185460度，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

- -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87863 2022-04-21

英仲住宅楼
中山市英仲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中山市东区齐东村

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8632.36平方米，总用地面积3667.9平方米。地下起始
层数为负二层，共2幢建筑，最高层数7层，其中，车库建筑面积为3995.72
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为3531.52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面积为97.69平方
米，其他面积为1007.43平方米。结构为框剪、框架结构。该立项备案用于

办理工程施工报建。

8632.36 3667.9 中山市东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2-442000-04-01-398029 2022-04-21

中珠美谷（厂房建设项目）
中山市三乡镇城乡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平南工业园

该项目新建6栋工业厂房，其中2栋建5层工业厂房，4栋建9层工业厂房,地下
室面积478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79201平方米，占地面积21275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计划引入美妆产业，预计年产美妆产品100万件，预计年产值
25500万元，主要工艺流程有：加入原料--搅拌--冷冻过滤---出料送检--灌装-
--贴标--射墨---收缩装袋---装箱入库。

79201 21275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87222 2022-04-21

中山市潮跃家居灯饰有限公司210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潮跃家居灯饰有限

公司
中山市古镇镇海州东岸北路曹二路段337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古镇镇海州东岸北路曹二路段337号，厂房楼顶2185平方
米，使用H钢、C型钢、彩钢瓦、单晶硅光伏组件、并网逆变器，安装规模
210千瓦，年发电量约23万度电。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2185 2185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08213 2022-04-20

中山市品源科技有限公司128.52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品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永兴北路36号

在厂房楼顶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安装单晶硅光伏组件238块，建设光伏板面
积610平方米，共计装机容量为128.52千瓦,建成年发电量约为13.76万千瓦
时，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运行模式。本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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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633498 2022-04-20

中山市永诚箱包制造有限公司298.08千瓦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永诚箱包制造有限

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埒西一海威路96号

项目在中山市永诚箱包制造有限公司屋顶新建298.08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主要建设内容有：支架、太阳能组件、
并网逆变器、交流配电箱、配电柜、计量装置等，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约
34.74万度，建筑面积：1435.2平方米，占地面积：3361平方米。

1435.2 3361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410496 2022-04-20

品大工业机器人研发制造基地
中山市品大房地产投资实

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翠亨新区和清路11号

项目建设以研发生产工业机器人为主的制造基地，占地49994.4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60000平方米，拟建设1幢9层厂房，包含产业孵化和园区产业最新

成果展示中心，新兴技术产融中心，青年创孵中心及智能化生产厂房，主要
生产研发智能制造测试认证高精度产品：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精度减速器
、传感器、末端执行器等，年产值2.6亿元。    &nbsp;&#10;  
    &nbsp;&#10;    

60000 49994.4 中山翠亨新区产业发展局 2204-442000-04-01-818380 2022-04-20

广东英得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年产80万台车

载冰箱生产线扩建项目
广东英得尔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健康路23号

工业厂房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占地面积4938平方米，购置户外车载冰箱
生产线2条，包括订制生产流水线2条，双枪环戊发泡机3台，自动打包段3
套，MES生产控制系统1套及相关设备等。投产后年增产80万台车载冰箱。
&nbsp;&#10;工艺流程：电器配件、塑料及五金配件、海绵配件、压缩机、
蒸发器等→组装→铜管焊接→抽真空→灌注冷媒→装配外壳→制冷测试→包
装成品 &nbsp;&#10;

28000 4938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2204-442000-04-01-302864 2022-04-20

冼京超、吕志强、吕桂义厂房一年产电饭煲
80万件生产线新建项目

吕志强 中山市小榄镇永胜村“兆昌围”

中山市小榄镇永胜村“兆昌围”，冼京超、吕志强、吕桂义工业厂房一工程建
筑面积33247.68平方米，框架结构1幢，9层，总用地面积14119平方米。年
产电饭煲80万件项目，年产值16000万元，工艺流程：原料加工-包装-销
售，注：不含电镀和专业金属表面处理工艺流程。该赋码用于办理报建厂房
事项。

33241 14119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679348 2022-04-20

小榄镇盛丰祥胜东路8号商业楼二期建设项目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股份合

作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祥胜东路8号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占地面积10896.3平方米，拟建祥
胜东路8号商业楼二期，基底占地面积950平方米,框架结构8层，建筑总面积
为7802.31平方米。（项目不含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7802.31 10896.3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750095 2022-04-20

中山市越丰照明电器有限公司223K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越丰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

中山市古镇镇沙水公路新兴大道和泰路5号楼

顶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古镇镇沙水公路新兴大道和泰路5号楼顶面积1860平方
米，采用分布式，使用光伏支架，单晶硅组件，并网逆变器.安装规模223千
瓦，年平均发电量约23万度电。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1860 1860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540382 2022-04-20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塑
料粉末和涂料500吨生产线新建项目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村股份
合作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民众街道接源村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厂房1工程建设项目，建筑面积
2570.99平方米，1幢1层。年生产塑料粉末、涂料500吨。没有危化品、爆

炸品等仓储。

2570.99 2570.99 中山市民众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428783 2022-04-20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塑
料粉末和涂料1000吨生产线新建项目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村股份
合作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民众街道接源村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厂房2、厂房3、厂房4工程建设项
目，建筑面积：5940.64平方米，3幢1层；其中厂房2 1幢1层建筑面积
2433.23平方米，厂房3 1幢1层建筑面积1484.66平方米，厂房4 1幢1层建
筑面积2022.75平方米。年生产塑料粉末、涂料1000吨。没有危化品、爆炸

品等仓储。

5940.64 5940.64 中山市民众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10459 2022-04-20

谭亮华厂房年产汽车遥控器200万件新建项目 谭亮华 中山市小榄镇宝丰村
本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458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805.5平方米，主要建设
1幢工业厂房，主要用于生产汽车遥控器，预计年产200万件。

10805.5 4583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424933 2022-04-20

广东富源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144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富源通线缆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外沙村福源路7号

广东富源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拟在公司现有建筑屋顶建设144千瓦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年均发电量约14万度电，项目使用建筑屋顶面积约900平方
米，使用太阳能晶硅组件、逆变器、并网箱1批及其他辅材，并网模式为：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900 900 中山市神湾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148438 2022-04-20

陈建章6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陈建章 中山市三乡镇乌石村黄屋坑路34号

本项目在中山市三乡镇乌石村黄屋坑路34号房屋屋顶安装60千瓦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占屋顶面积约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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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电量为6万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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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630516 2022-04-19

中山市旭佳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003.96KWp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皇鼎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金烨路6号

本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003.96KWp,占用屋顶面积约7800平方米。项目投产
后预计 年均发电量为99.22万度，25年运营期总发电量达2480.55万度，项

目所发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此外本项目年均可减排二氧化碳
807.67吨，25年运行期可累计节约标准煤7565.68吨。

7800 7800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5-151519 2022-04-19

中山东菱威力电器有限公司新建厂房D2工程
中山东菱威力电器有限公

司
中山市阜沙镇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

中山东菱威力电器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投资新建厂房D2工程，项目投资
建设中山市阜沙镇上南工业区，不动产权证编号：粤（2021）中山市不动
产权第0205865号，土地7787.5m²；共计建设四层，建筑面积15973m²、占
地面积3664.63，其中工业厂房面积3419.47m²、车库面积8643.73m²、架
空面积3909 80 ²

15973 3664.63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689411 2022-04-19



中山南益纸品包装有限公司1235.515千瓦分

布式光伏发电（二期）项目
中山南益纸品包装有限公

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18号    

中山南益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在自有屋顶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18号面积
53196.83平方米的屋顶上，建设总装机容量1235.515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年发电123万度，所发电量供企业自用，余电上公共电网，项目采用

单晶硅组件及并网逆变器，产品技术系统安装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53196.83 -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2204-442000-04-01-742967 2022-04-19

余华四36.45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余华四 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

本项目利用建筑物屋顶安装36.45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本项目采用90块
晶科405瓦单晶光伏组件和1台30KW古瑞瓦特逆变器组装而成，装机容量为
36.45KW,项目覆盖面积160平方米，年发电量5.22万度，本项目光伏发电用
途是“自发自用，余电上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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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160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100960 2022-04-18

金岛酒店充电站项目 中山市金岛娱乐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东凤大道北22号金岛酒店停车

场

项目在中山市东凤镇东凤大道北22号金岛酒店停车场建设2台120kW直流充
电桩，共4条充电枪，4个充电车位。占地面积100平方米。

100 100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190088 2022-04-18

中山市川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0K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川祺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华师路3号

项目利用中山市川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设计
装机容量为200KW，本项目占地面积1486平方米，建筑面积1486平方米，
主要设备包括晶硅体组件370块、逆变器2台、电缆、支架、汇流箱等，采
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就近消纳及并网，预计年发电量20万Kwh。

1486 1486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15386 2022-04-18

中山市尚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200K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尚方仪器仪表有限

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华师路2号

项目利用中山市尚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厂房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设计
装机容量为200KW，本项目占地面积1446平方米，建筑面积1446平方米，
主要设备包括晶硅体组件370块、逆变器2台、电缆、支架、汇流箱等，采
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就近消纳及并网，预计年发电量20万Kwh。

1446 1446 中山市港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80509 2022-04-18

中山市骏宏塑胶制品有限公司500K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骏宏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
中山市阜沙镇阜沙大道

项目在中山市阜沙镇阜沙大道骏宏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楼顶安装500千瓦分布
式光伏发电系统，建设面积约5200平方米。选用隆基乐叶电池板，型号为
高效单晶硅系列，年发电量约50万度，所发电量为企业首选用电，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提升企业节能降耗能力。

5200 5200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22574 2022-04-18

新村新会山工业厂房
中山市三乡镇前陇经济联

合社
中山市三乡镇前陇村东华街42号

本项目建设工业厂房，1幢5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3817.49平方米，占地
面积2136.4平方米，生产汽车零配件50万件/年（主要工艺流程：编写加工
程序-CNC加工-手工处理-表面处理-包装出货），年产值6000万元。

3817.49 2136.4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413179 2022-04-15

吴建宏3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吴建宏 中山市三乡镇乌石村黄屋坑路32号

本项目在中山市三乡镇乌石村黄屋坑路32号房屋屋顶安装30千瓦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占屋顶面积约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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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电量为3万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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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165548 2022-04-15

陈锡荣 李苑君 年产家具4000件生产项目 陈锡荣 中山市大涌镇青岗社区“白蕉围”
新建一幢鸿荣家具厂  工业厂房2， 建筑面积：13794.34平方米，1幢5层，
占地面积：2100.72平方米..建筑结构类型：框架结构。年产家具4000件，
产值450万元。产品工艺流程：采购-木工刨料-打磨-成品。

13794.34 2100.72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97183 2022-04-15

中山黄圃LNG船舶加注站
中海油广东水运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
中山市黄圃镇中山市黄圃镇吴栏村黄圃港外

贸码头下游50米滩涂处

建设一座岸基式LNG船舶加注站，为洪奇沥水道LNG动力船舶提供LNG加
注服务。拟建LNG加注泊位1个，配备LNG储罐、加气机、卸车橇、潜液泵
、工艺管道等设备，产品为液化天然气，设计日加气能力为3万方。
    &nbsp;&#10;

4000 15000 中山市黄圃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1-442000-04-01-960499 2022-04-15

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MAH）平台建设与新药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
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神农路10号

建设工业厂房及仓库等配套设施，建筑面积42000平方米，占地面积
12109.01平方米。购置洗瓶机、隧道烘箱、分装机、轧盖机、瓶外壁清洗

机、灯检机、贴标机、装盒机、胶塞清洗机、灭菌柜等设备。建成投产后形
成头孢类制剂产品（粉针剂、冻干粉针、注射剂）年产6亿支的产能规模。
工艺（粉针剂）：洗瓶→干燥灭菌→配液→灌装→灭菌→灯检→装盒装箱→
检验→入库。本项目不包含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限制类列

明的品类。

42000 12109.01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2204-442000-04-01-862562 2022-04-15

中山市金力打印机设备有限公司1MWp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金力打印机设备有

限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永二村

利用自有厂房（光伏占用屋顶面积约为5600平方米）加建太阳能光伏发电
项目，安装540WP单晶电池组件约1852块，峰值功率约1000千瓦，预计年
发电量1112000kwh。本项目选择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形式并网，采用架

构性防水搭棚和不防水多排矮棚铺设方式。

56096.49 16112.8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161450 2022-04-14

中山市天象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山市石岐区
博爱三路9号新建立体机械停车塔项目

中山市天象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博爱三路9号TOP时尚商务园

项目拟定于物业红线范围内使用约200平方米土地面积，新建2座立体机械
停车塔（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每个停车塔设计容纳能力为50台小
车，两停车塔合计新增100台小车机械停车位；停车塔形式为PCS垂直升降

机械式停车塔，生产厂家（停车设备含设备外框钢结构）为杭州西子智能停
车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型号为PCSS二十五层垂直升降式停车设备，技术要
求及标准为：GB17907-2010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JB/T10475-
2015垂直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行业标准；项目总投资规模约人民币800万

3000 200 中山市石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639468 2022-04-14

中山市三角镇爱国工业区汽车充电站项目
中山市回声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爱国工业区二路11号

本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位于爱国工业区二路11号，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建设
面积400平方米，规划建设5台120KM直流双枪充电桩、2台14KM交流双枪
充电桩；1台7KM交流充电桩；可供24小时对外充电汽车位14个，为三角爱

国工业区公司人员及周边群众提供安全可靠的充电服务。

400 400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451076 2022-04-13

中山市港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19.9千瓦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港能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团结路11号佳乐公寓
306卡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团结路11号佳乐公寓306卡屋顶建设光伏星
棚建筑面积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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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千瓦，年发电量约2.2万度电，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

63 63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31870 2022-04-13

中山市港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20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港能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团结路11号佳乐公寓
301卡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团结路11号佳乐公寓301卡屋顶建设光伏星
棚建筑面积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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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千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为2.2万度电，所发电能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

68 68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10003 2022-04-13

中山市横栏镇龙葵物业管理服务处520千瓦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横栏镇龙葵物业管

理服务处
中山市横栏镇乐丰六路3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乐丰六路3号，拟在其屋项安装520千瓦光伏发电
系统。项目名称为：中山市横栏镇龙葵物业管理服务处520千瓦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安装采用到单晶硅光伏组件、华为逆变器、光伏专用线缆等器件
。年均发电量可达约50万度，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发电模式，发电主
要用于”日常照明、生产、空调等使用。建设面积约为2600平方米。

- -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604566 2022-04-13

随易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新建项目
中山市随易充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中42号之二 ，永宁工
业大道6号

项目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在小榄镇工业大道中42号之二、小榄镇永宁工
业大道6号，新建成分别提供4个及2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投入120KW电
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等设备。项目完成后，预计每年能提供30000车次的充

电服务。

200 200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635386 2022-04-13

区桥富、区仲尧厂房塑料制品年产2万件项目 区桥富 中山市横栏镇富庆三路13号

项目新建厂房2栋，总建筑面积为8687.08平方米，总占地面积为2795.73平
方米；厂房一4层，建筑面积为4725.07平方米；厂房二4层，建筑面积为
3962.01平方米。主要经营：制造加工、生产、塑料颗粒、家用电线、灯饰

电线等；主要设备：塑料机械、造粒机、注塑机等。

8687.08 2795.73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121902 2022-04-13

中山新涌口水厂污泥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中山市新涌口粤海水务有

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光明村新涌西路388号水厂内

本工程建于厂区内现有集泥池北侧空地，回用水池约600m2，配套用房（脱
水间、加药间、配电房）面积约136m2。本工程新建旋流造粒设备 2 座、
污泥罐 1 座、污泥斗 1 座、污泥脱水间 1 座、加药间 1 座、配电室 1 座。
利用“旋流造粒专利技术”对水厂生产尾水进行泥水分离，上清液达标后排

放，污泥脱水后泥饼外运至制砖厂处置。

736 736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2-998910 2022-04-13

中山市九力电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冷

轧硅钢板带一期生产线（新建）项目
中山市九力电磁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市民众街道沙仔行政村毅成路1号C区

项目专线生产冷轧硅钢板带，设计生产能力40万吨/年，建设酸洗车间，冷
轧车间以及配套辅助设施等。主要设备包括2台可逆式AGC冷轧机，一条年
产约40 万吨酸洗带钢的推拉式酸洗机组，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24000平方米，其中酸洗车间9900平方米，冷轧车间14100平方米。

24000 25000 中山市民众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407264 2022-04-13

刘焯庭2号工业厂房 徐淑仪 中山市南区北台村

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占地面积1032平方米，建筑面积5407.97平方米，建
筑层数为：地上5层，建筑高度24米，项目规划定位为集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办公及提供相关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的生产平台。

5407.97 1032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96481 2022-04-12

中山市横栏镇科棋五金厂301.15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二期）

中山市横栏镇科棋五金厂 中山市横栏镇康龙三路1号之三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康龙三路1号之三厂房楼顶建筑面积800平方米，
建设光伏板面积800平方米，使 用H钢C型钢彩钢瓦作为光 伏支撑，安装单
晶硅光伏组件，并网逆变器，一期安装151.5千瓦，二期安装149..65千瓦，
年发电量约 16.5万度电。用途：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

800 80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22375 2022-04-12



中山市小白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518.88千瓦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二期）

中山市小白龙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永兴工业区顺兴北路92号A栋
之一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永兴工业区顺兴北路92号A栋之一房楼顶楼顶房顶
2600平方米，建设光伏板面积2600平方米，使用H钢圆 管彩钢瓦，单晶硅
组件，并网逆变器，安装规模518.88千瓦，年发电量约57万度电。用途: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

2600 2600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86414 2022-04-12

瑞斯伟中山数码模1.5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深圳市瑞斯伟新能源有限

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31号

项目建设总装机容量为1500KW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厂房屋面铺设
光伏发电设备，项目内容选用540~550单晶组件，数量约为2753块组件，
占用屋面面积约为12000平米，配套建设光伏支架，逆变器，汇流箱等。年
发电约180万度，上网模式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12000 -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2204-442000-04-01-725923 2022-04-12

中山南区工业园汽车充电站项目
中山市电车帮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中山市南区街道恒发街2号

本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位于中山市南区街道恒发街，占地面积30平方米，建设
面积30平方米，规划建设1台60KM直流充电桩、3台7KM交流充电桩；可供
24小时对外充电汽车位4个，为南区工业园人员及周边群众提供安全可靠的

充电服务。

30 30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12994 2022-04-12

中山市东凤镇东兴印花厂500千瓦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东兴印花厂 中山市东凤镇和通路50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东凤镇和通路50号，为分布式光伏项目，厂房楼顶建设光

伏项目，瓦面采用平铺式安装光伏，楼面采用阵列式安装光伏，采用光伏支
架，单晶光伏板，并网逆变器，安装规模500千瓦，年发电量约550,000千
瓦时；用途：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光伏占用面积4946平方米。

20592.36 13333.3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398024 2022-04-12

年产风扇60万件项目 赵智锋 中山市东凤镇穗成村东阜公路

赵健全工业厂房A，总建筑面积15878.48平方米，占地面积1659.81平方
米，1幢，9层；      &nbsp;&#10;赵健全工业厂房B，总建筑面积17447.82
平方米，占地面积1690.2平方米，1幢，9层；       &nbsp;&#10;赵健全工业
厂房C，总建筑面积16872.28平方米，占地面积1762.2平方米，1幢，9层。
      &nbsp;&#10;年产风扇60万件产值7000万元。   

50198.58 5112.21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1-442000-04-01-465102 2022-04-12

聚德阀门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广东聚德阀门科技有限公

司
中山市阜沙镇上南工业园

建设3幢厂房和1幢综合楼，用地面积220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68297平方
米（包括4000平方米地下车库及人防）；产品名称：燃气具阀体、配件等
产品；产能：年产5000万套。

68297 22000 阜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222952 2022-04-12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联成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0.7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润丰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二路1号

本项目为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在中山联成化学工业有限公司4栋建筑物屋顶
安装光伏发电设备，装机容量约为0.7MW，系统由晶硅太阳能组件、组串
式逆变器、配电系统、监控系统等组成、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为80万度
。发电量消纳方式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6000 6000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 2204-442000-04-01-835517 2022-04-11

钟焯杰厂房年产印刷包装1000万件生产线新

建项目
钟焯杰 中山市小榄镇埒西一禾丰围

规划总用地面积3940.8平方米，建设1幢6层厂房，建筑面积8704.85平方米
。主要产品：食品印刷包装，预计年产值3000万元以上。

8704.85 3940.8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654972 2022-04-11

中山市古镇春色辉映灯饰电器厂120千瓦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古镇春色辉映灯饰

电器厂
中山市古镇镇古二村顺成二路17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古镇镇古二村顺成二路17号房楼顶新装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120kW，采用单晶硅光伏组件，并网逆变器，年发电量约13.2万度电，本
光伏项目建设光伏板面积为650平方米。采用并网模式：自发自 用，余电上

网。

650 650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06565 2022-04-11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年
产150万米灯带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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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

建设工业厂房4幢，其中1幢3层厂房，3幢2层厂房。建筑面积总共9223.32
平方米，用地面积为7605.8平方米。生产加工销售灯带制品。年产值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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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3.32 7605.8 中山市古镇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732362 2022-04-11

中山市小榄镇榄吉制衣厂77.28千瓦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小榄镇榄吉制衣厂 中山市小榄镇联安大街二号首层第一卡

项目占地面积377平方米，建筑面积1508平方米，项目为77.28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主要建设内容有：金源光能
345瓦型号板材以及古瑞瓦特品牌逆变器，总建设光伏板面积377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约10.91万度。

1508 377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864062 2022-04-08

南朗街道左步村农贸市场项目
中山市南朗镇左步股份合

作经济联合社
中山市南朗街道左步村委会

南朗街道左步村农贸市场项目总用地面积53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148平方
米。主要建设农贸市场用房及其配套设施，计划建设四层，内含商铺10个以

上。

2148 537 南朗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503746 2022-04-08

中山市坦洲镇御城金湾三期广场充电站新建
项目

中山市琳南商贸服务有限
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神农路8号御城金湾三期底商13
卡广场

建设御城金湾三期充电站项目，占地1400平方米。12台120kw直流充电
桩，6台7KW慢充交流充电桩。本项目有24个快充车位，6个慢充充电位,共
30个充电位。2台800kva室外欧式箱变。膜结构停车棚(24个车位）。

1400 1400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31451 2022-04-07

中山市金钟柱广场快速充电站
广东世纪联合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中山市五桂山街道长命水大街11号楼东北角

处

本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世纪金钟柱广场快速充电站）位于中山市五桂山街道
长命水大街11号楼东北角处，占地面积为150平方米，可供24小时对外充电
车位10个，配备5条120KW充电桩，品牌型号为：盈峰环境 YFD750-
120KW

150 150 五桂山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79548 2022-04-07

杜观日工业厂房项目 杜观日 中山市三乡镇乌石村“龙头仔”
本项目新建一栋5层工业厂房，结构类型为：框架，建筑面积为：6668平方
米，占地面积为：3333.3平方米，主要生产五金产品，年产量为300吨，年
产值500万，产品工艺流程，购买原材-加工-抛光-检查        

6668 3333.3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91262 2022-04-07

肖结康（二期）年产服装、服饰350万件生产

项目
肖结康 中山市大涌镇南文村

新建一幢 肖结康-厂区（二期）工业厂房二，建筑面积37355.12平方米，地
下1层，地上9层，占地面积3710.2平方米，结构类型：框架结构； 主要内
容：年产服装、服饰约350万件，产值约5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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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55.12 3710.2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784669 2022-04-07

中山庆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3460.32KWP分
布式光伏项目

中山市综合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坦神北一路

本项目利用中山庆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厂区彩钢瓦屋顶新建分布式光伏发电
站，安装540wp光伏组件共计6408块，总容量3460.32kWp;安装面积约为
45848平方米 ，年发电量352万度，并网电压等级低压380V, 上网消纳方

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45848 -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191015 2022-04-07

广东粤海飞来峡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南镇水厂
1220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粤海飞来峡水力发电
有限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南镇管理区深环仔村

在中山南镇水司南镇水厂混凝土屋面及水池上空建设1220kwp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占用建筑面积4653平方米，拟采用高效太阳能单晶硅电池组件
2322块，平均年发电量为121.16万千瓦时，接入厂区配电系统，采用自发
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工程主要采用国家认证的540Wp双面双玻半片单晶硅
光伏组件和450Wp单面半片单晶硅光伏组件、175KW组串式光伏逆变器、

开关柜及计量柜等。

4653 8314 中山市神湾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465396 2022-04-07

李国其100.1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李国其 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

项目采用182块隆基单晶550瓦光伏组件和1台110KW华为牌逆变器组装而
成，项目覆盖面积为465平方米，年发电量14.2万度。本项目光伏发电用途
是“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465 465 中山市沙溪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977066 2022-04-07

 中山奥拓夫精密智能系统有限公司111.6k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奥拓夫精密智能系统
有限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智科路3号中南高科板芙智能装
备制造项目21栋

本项目利用工业厂房楼顶安装，使用建筑面积约530平方米，占地面积0平
方米，111.6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量为111.6kw，设计高度不超
过2.8米。项目投产后采用防逆流装置，所发电能只自发自用，余电不上

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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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 中山市板芙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85046 2022-04-07

 辛志强、吴志洪、赵梓豪多层厂房E年产汽
车灯具36万件生产线新建项目

吴志洪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36号
辛志强、吴志洪、赵梓豪名下小榄镇工业大道南36号 新建厂房规划占地面
积710.86平方米，建筑面积3700.6平方米。主要建设1栋5层，预计年产汽
车灯具约36万件。

3700.6 710.86 中山市小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
小榄镇行政审批局）

2204-442000-04-01-245283 2022-04-07

中山耀威粉末元件有限公司1736.64kWp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综合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前进二路60号

  本项目利用中山耀威粉末元件有限公司厂区彩钢瓦屋顶新建分布式光伏发
电站，安装540wp光伏组件共计3216块，总容量1736.64kWp；安装面积约
为  12540平方米 ，年发电量 161.83万度，并网电压等级：低压380V, 上网

消纳方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12540 -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408048 2022-04-07

吴杜清年产破壁机300万件项目 吴杜清 中山市东凤镇吉昌村
建筑面积27939.32平方米，厂房一5层，厂房二5层，占地面积19415.3平方
米，年产破壁机300万件，年产值两亿元

27939.32 19415.3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101-442000-04-01-372356 2022-04-06



中山市海迪威电器有限公司年产电热水器20
万件项目

中山市海迪威电器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东凤镇和穗工业大道10号
厂房建筑面积26505.45平方米，一栋9层，占地8668平方米，年产电热水器
20万件，年产值8000万元。

26505.45 8668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591809 2022-04-06

中山市景南电器制品有限公司200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景南电器制品有限

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吉昌村同吉路663号

项目安装200千瓦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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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万千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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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建筑面积为2000平
方米，占地面积0平方米

2000 -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00040 2022-04-06

中山市昌盛电器有限公司40K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中山市昌盛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广南路1号

本项目利用合法产权的位置安装分布式光伏棚，使用面积约为200平方米，
项目容量为40KW，年发电量约为4.4万度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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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200 中山市西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45473 2022-04-06

中山市正纬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483.38千瓦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正纬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路 1号

本项目建设范围为屋顶，选用晶硅光伏组件，项目装机容量为1483.38千
瓦，光伏组件占地面积为70030平方米，预计年发电量为162万度，采用三

相逆变器，电量消纳方式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 70030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31970 2022-04-06

中山市南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2708.64千瓦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南泰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西59号

本项目建设范围为屋顶，选用晶硅光伏组件，项目装机容量为2708.64千
瓦，光伏组件占地面积为12830平方米，预计年发电量为297万度，采用三
相逆变器，电量消纳方式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nbsp;&#10;

- 12830 南头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24288 2022-04-06

李映茜6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李映茜
中山市大涌镇葵华路100号南华红木家具产业

园39幢

本项目利用合法产权的位置安装分布式光伏棚，使用面积约为400平方米，
项目容量为60KW，年发电量约为6.6万度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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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400 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485871 2022-04-04

中山市宏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2500万灯具开

关生产线新建项目
中山市宏业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新丰村

本用地2292.97平方米，兴建1幢9层厂房，基底面积为848.99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为8189.57平方米，厂房用于建设灯具开关生产线，预计年产量达
2500万件。

8189.57 2292.97 中山市横栏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3-442000-04-01-169004 2022-04-02

中山市彩洁汽车用品有限公司240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中山市彩洁汽车用品有限

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玉峰路55号

本项目拟利用现有工业园自有厂房屋顶搭建24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屋顶采
用彩钢瓦、H钢、c型钢作为支架支撑，安装面积为3000平方米，使用单晶
硅光伏组件，并网逆变器，预计年发电量约为25万度电，采用“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模式并网发电。

3000 3000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779841 2022-04-02

珠海市慧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38.675k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珠海市慧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同欢街6号

项目在中山市坦洲镇同欢街6号谭培英自建房屋顶加建分布式光伏电站，房
屋面总面积约76平方米，装机容量为15.47kw，预计年发电量17171kwh。
本项目选择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形式并网，采用架构性防水搭棚铺设方
式，主要设备有高效单晶硅电池组件、组串式逆变器、并网柜等电气材料

76 - 中山市坦洲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115921 2022-04-02

中山市马迅电器有限公司349.8kw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马迅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东阜四路87号

中山市马迅电器有限公司在中山市东凤镇东阜四路87号建设容量为349.8千
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占用面积1700平方米。采用分布式光伏发电
系统，所发电力优先供企业生产线使用，未能消纳部分通过“余电上网”方式

由电网公司收购。

18613.6 1700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617237 2022-04-02

林积善194.15K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林积善 中山市三乡镇前陇村嘉华路7号
本项目在中山市三乡镇前陇村嘉华路7号建筑屋顶安装194.15KWP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占屋顶面积约1430平方米，选用隆基品牌单晶太阳能板，型
号为LR5-72HPH,年发电量22.32万度，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 - 中山市三乡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398555 2022-04-02

中山高平工业废水及污泥资源化研发中心项
目

中山市高平织染水处理有
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工业区

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总投资2450.60万元，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占地面
积2000平方米；主要开展工业废水、污泥相关技术研发及环保创新设备开

发工作，同时购置相关研发及检测设备装置。

2000 2000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313076 2022-04-02

中山市鸿丰彩印包装厂（普通合伙）630 K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山市鸿丰彩印包装厂
（普通合伙）

中山市东凤镇中山市东凤镇永安路283号

中山市鸿丰彩印包装厂（普通合伙）在中山市东凤镇永安路283号建设容量
为630千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占用面积约为2139平方米。采用分布
式光伏发电系统，所发电力优先供企业生产线使用，未能消纳部分通过“余
电上网”方式由电网公司收购。

12225 2139 中山市东凤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5-171546 2022-04-01

广东腾昇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80千瓦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腾昇新能源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97号

项目占地面积800平方米，项目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模式。主要建设内容有：项目拟在屋顶安装8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

统，该系统由太阳能组件、汇流箱、并网逆变器、智能计量柜等设备组成。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约11万度。

- 800 中山市西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959336 2022-04-01

中山名仕饮用水有限公司厂房建设项目 中山名仕饮用水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中山市马岭水库侧B区
项目生产12万吨/年桶装矿泉水，设置灌装生产线2条，建筑面积1016平方

米。
1016 1776 中山市南区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843785 2022-04-01

中山市东区东苑南路126号200KW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光特新能源科技（中山）

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东苑南路126号

本项目光特新能源科技（中山）有限公司投资，在中山市东区东苑南路126
号楼顶安装20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建设面积约1400平方米。选用隆
基乐叶电池板，型号为高效单晶硅系列，年发电量约20万度，所发电量为企

业首选用电，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提升企业节能降耗能力。

1400 1400 中山市东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513231 2022-04-01

中山一建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
中山清源新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中山市东区东区街道槎南路60号中山一建

利用位于中山市东区槎南路60号中山一建的楼顶安装分布式光伏系统，总面
积约1200平方米，采用高效晶硅组件，装机容量约108KW，年均发电量约
10.8万度，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1200 1200 中山市东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2204-442000-04-01-653324 2022-04-01

中山新涌口水司新涌口水厂1371kWp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粤海飞来峡水力发电

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光明村新涌西路388号

项目总投资683.33万元，在占地面积10019平方米的中山新涌口水司新涌口
水厂生产厂区的混泥土屋面及水池上空安装2664块光伏发电组件，总装机
容量为1371kWp，预计年发电量为131.31万千瓦时。

6644 10019 中山市三角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 2204-442000-04-01-539999 2022-04-01

注：本信息统计时间以领证办结时间为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