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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产勿言——深耕实体产业，成就世界冠军



“言”产业历程

中集集团深耕制造业近40年

1980年由袁庚先生创立；

由招商局与丹麦宝隆洋行合资成立；

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二家合资企业。



“制造+金融+服务”多元化跨国产业集团

三家上市平台，中国企业500强

中集安瑞科
3899.HK

中集集团
000039.SZ

中集天达
445.HK

“言”产业定位
世界领先的物流装备和能源
装备供应商



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分布在全球近20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实体企业超过30家，海外员工人数超过6000名

300+
成员企业

1000+
关联企业

10000+
合作企业

“言”产业集团



集装箱
全球份额＞50%

315.36亿

道路运输车辆
中国份额大于20%

244亿

能化食品装备
多领域全球/中国领先

142亿

海洋工程
领先技术与市场，大国重器

物流服务
综合服务，中国最
大物流器具制造商

86亿

空港设备
全球空港及消防

设备领先
50亿

金融
产融结合服务商

模块化建筑
促进全球建筑工业化发展

产城发展
中国产业地产30强

“言”产业规模
九大板块，千亿格局



“言”产业冠军
21项世界冠军
海外收入占比52%

“基础的、核心的东西是讨不来买不来的，

要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来实现。”



二、非产勿视——整合产业资源，成为运营专家



“视”体系——四态联动

中集产城作为中集集团九大业务板块之一，整合各类产业资源，打造产业空间、培育、
服务、集群生态于一体的“四态联动”体系，精准诠释“产业人做的产业园”。

东莞中集智谷产业生态体系

“四态联动”体系

轻型
生产

研发
设计

商务
办公

产业
配套

前海孵化、东莞加速

金融、技术、人才、政务、管理等服务

智能手机全
产业链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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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招商——龙头牵引

中集集团
龙头牵引 东照科技

顺丰科技

维度科技

电连科技
精一机器人

中集产城打造的东莞中集智谷和江门中集智库，分别以中集集装箱和中集模块化建筑
为龙头企业，牵引超过200家企业集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30%。



CIMC ￜ 中集电商

CIMC ￜ 中集智能CIMC ￜ 中集集装箱 CIMC ￜ 中集新材料

CIMC ￜ 中集多式联运 CIMC ￜ 中集物流装备

CIMC ￜ 中集模块化建筑研究院

CIMC ￜ 中集科技CIMC ￜ 中集智能 CIMC ￜ 中集移动物联

CIMC ￜ 星基装备技术工程实验室

中集自身企业

中集胶州全球冷链高新产业平台

中集珠海战略新兴产业基地

联芯智能科技

……

…… ……

中集关联产业 中集入园企业

“视”招商——带凤筑巢

中集产城为中集智能、中集集装箱、中集多式联运、星基装备物联工程实验室等成员
企业/机构，以及中集关联的冷链、战略新兴产业以及入园龙头企业打造个性化物理
空间。



“视”平台——系统整合

中集产城依托中集集团全球产业、技术、人才资源，搭建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企
业经营等高端深度企业服务平台，系统整合资源，推动产业集群打造。

技术服务平台
◆技术检测
◆技术咨询
◆设备共享

经营管理平台
◆ONE模式
◆战略管理
◆上市培育

科技金融平台
◆5亿VC基金
◆20亿PE基金
◆投融资对接

供应链平台
◆供应链金融
◆渠道分销
◆集中采购

海外并购平台
◆资产收购
◆股权收购
◆兼并重组

中集集团入股入园的

东莞中跃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入园的迈科电子有限

公司成为中集联合卡

车的供应商

中集睿德信VC基金正

在洽谈入股创赛物联

网组冠军团队

中集正帮助入园的马

约尔公司拓展欧洲产

品推广渠道

部分代表性的中集产业深度整合案例



中集产城立足“以产业带动创业、以服务支持创新”的理念，依托“六大中心”，
形成“九大能力”,为入园企业提供金融、技术、市场、人才、政务、管理等全方位
运营服务，促进企业成长壮大。

科技金融对接会

PCB论坛中集科技节 项目路演

松湖杯创新创业大赛海外创新中心英国项目对接

“视”服务——高效促进



产品系列 园区规模

智库系列 5-10万平米

智园系列 10-30万平米

智谷系列 30-50万平米

智城系列 50万+平米

·

环渤海：北京、青岛

长三角：上海、南京、扬州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东莞、江门

中集智库、智谷、智园、智城系列项目大量持有产业用房，并完善产业配套，为产业
发展壮大提供优质物理空间。

“视”空间——城园谷库



中集智城系列——中集前海国际金融城
中集前海项目位于前海自贸区前湾片区，现有用地约52公顷。项目启动区占地66579㎡，容积率3.99，建筑面积为265500

㎡，其中写字楼面积190170㎡，公寓面积21380㎡，地上商业面积45000㎡，地下商业面积34700㎡，配套8950㎡。



中集智城系列——中集前海国际金融城

园区规模：40+万㎡ 产业人口：12000+人产值规模：800+亿元入园企业：380+ 家

项目全部建成后产出规模：



中集智城系列——中集华东（上海）企业总部
中集上海项目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总占地268亩，建筑面积53.7万㎡，通过对原工业厂房进行改造，打造集高端酒店、研发

办公、娱乐餐饮、综合商业、大型社区于一体的产城综合体，将打造成上海宝山区域产业标杆与城市窗口。



中集智城系列——中集华东（上海）企业总部

园区规模：53+万㎡ 产业人口：22000+人产值规模：1500+亿元入园企业：800+ 家

项目全部建成后产出规模：



中集智城系列——中集蛇口太子湾
中集太子湾项目位于深圳市蛇口自贸区太子湾片区，临近蛇口邮轮母港，拥有稀缺的滨海景观资源，定位国际滨海商务办公

及商务居住高端项目。



中集智城系列——中集蛇口太子湾

园区规模：28+万㎡ 产业人口：7000+人产值规模：450+亿元入园企业：300+ 家

项目全部建成后产出规模：



中集智谷系列——东莞松山湖中集智谷
中集智谷位于东莞松山湖国家级高新区，园区总规划占地约502亩，规划建筑面积超过50万㎡，其中研发办公约30万㎡，

配套住宅约18万㎡。园区集生态办公、休闲商业、人才安居于一体，目前项目一期、二期已正式开园，包括中集集装箱、顺

丰无人机、中国钢构研究院等200余家高科技企业进驻。



中集智谷系列——东莞松山湖中集智谷

园区规模：51+万㎡ 产业人口：15000+人产值规模：200+亿元入园企业：500+ 家

项目全部建成后产出规模：



中集智园系列——中集深圳卫星物联网产业园
中集卫星物联网产业园位于深圳光明区凤凰城板块，坐拥“双地铁+双高铁+双高速”便捷交通配套，是深圳市2018年重大

项目。园区总占地约42亩，总建面约19万㎡，包括高端研发、总部独栋、卫星工场、国际展览、配套公寓、太空主题商业

等多元业态，将打造国内首个世界级卫星物联网产业集群。



中集智园系列——中集深圳卫星物联网产业园

园区规模：19+万㎡ 产业人口：5500+人产值规模：50+亿元入园企业：200+ 家

项目全部建成后产出规模：



中集智库系列——江门新会中集智库
中集智库位于江门市新会区，是未来江门的城市新中心与商务CBD，总规划用地面积33353㎡，总建筑面积83441.5㎡。目

前，一期已竣工，建筑形态为多层和高层办公用房，建筑面积12230㎡，设有路演厅、实验室、孵化服务办公场所、众创空

间、苗圃孵化空间等。



中集智库系列——江门新会中集智库

园区规模：10+万㎡ 产业人口：3000+人产值规模：15+亿元入园企业：200+ 家

项目全部建成后产出规模：



三、非产勿动——构建产业生态，打造标杆园区



因需而“动”——产业基石

中集集团近三年集装箱产量均超过260万个，全球市场份额超过50%，全球流通集装
箱超2000万个，其他应用载体如矿山机械、工程车辆、种植机械、电力基站、采油
机等，数量超过1000万个



因需而“动”——产业基石

建立星地一体化解决方案



因需而“动”——产业基石

携手ORBCOMM、九天微星，星座在轨卫星超过40颗

智能集装箱卫星通信终端、多式联运、特种车辆、海工装备等领域全面展开



因需而“动”——产业基石

市场应用：一带一路 / 物联网 / 军用保障 / 载荷拓展

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
在轨和规划中的卫星为基础，与
沿线国家共同补充完善天基系统
和地面系统

商用物联网系统
海陆运输监控、重型机械监管、
野生动物保护、自动驾驶、应急
通信

军用后勤与保障系统
物资运输监控、联勤保障、应急通
信、海上警戒装置、天地一体化通
信等

通导遥一体化载荷拓展
搭载星间激光通信、光学和北斗导
航等，实现北斗导航增强、空间遥
感和宽带互联网通信



顺势而“动”——产业首选

光明区坚持：“产业兴区、制造强区，以实体经济作为立区之本，大力

发展高端、高质、高新制造业”

光明区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和广深科技创新走廊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明显、对外交通便
利、产业空间广阔、生态环境宜人，将打造成为深圳乃至整个湾区发展的创新源头与
动力引擎，是产业发展的首选区域。

规划建成：

2条高铁线

1个高铁枢纽站

4条地铁路线

1条城际轨道

3条高速公路

8纵8横内部路网

中山大学

中集智园



依政而“动”——产业优选

光明区政府制定了系统性的产业发展支持、奖励政策，针对中集智园项目，还可申报
定制化的租金补贴、技术奖励等辅助政策。



01科研测试

02生产研发04创新服务

03应用服务

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相关的软硬件生产、研发设计

以卫星射频芯片、基带芯片、高精度天线、板卡、通信终端、监控
终端、OEM板、信关站；物联网芯片、传感器及无线模组产品；物
联网操作系统、大数据应用及各类应用软件等为主

01

02

03

04

卫星应用/卫星物联网应用服务

卫星通信、导航、遥感以及航天飞行管理服务；数据存储、云计算
服务、智能信息处理、物联网系统集成、各行业应用服务；物联网
终端设备平台、终端物联网通道链接平台、应用开发平台等

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相关的科研、测试

卫星应用领域相关的科研机构、技术实验室、高校科研据点、企业
技术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等

各类支持产业发展的创新服务

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专业服务类产业；行业技术测试、知识产权
认证、人才培训、推广应用、法律、咨询、审计等公共服务类产业

将集聚卫星通信/导航/遥感领域科研测试、软硬件生产研发、卫星物联网应用服务和
创新支持服务相关主体，打造高品质产业集群，成为辐射全国的专业性产业创新中心。

志久而“动”——产业生态



志久而“动”——产业生态

空间

集群

培育

服务

轻型生产+研发设计+总部办公+联合

办公+产业服务配套+航天科普展览馆+

文化活动室+体育运动空间

卫星物联网相关芯片、传感器、天线、

模组、通信终端、操作系统开发、平台

开发、大数据应用等全产业链

中集百人创业计划+物联网产业孵化

器+卫星应用产业孵化器+前海梦工厂孵

化培育联动

中集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中集全球市

场服务平台+协会资源平台+政务服务平

台+人才服务平台等

构建起产业空间、培育、服务、集群生态于一体的“四态联动”体系，放大产业协同
效应，最大程度助力企业成长壮大。



园区占地约2.78万㎡，计容建面

13.88万㎡，容积率5.0，其中：

 研发办公约10万㎡

（含1.65万㎡轻生产）

 配套公寓2.1万㎡

 商业及食堂0.8万㎡

 航天展览馆0.6万㎡

 文化活动室0.2万㎡

据需而“动”——产业空间



F座

5000㎡加速器

2019.9交付

A座

B座

约3.6万㎡研发办公

2020Q4交付

约3.6万㎡研发办公

2020Q4交付

C座

D1

D2

D3

约2.1万㎡配套公寓

2020Q4交付

约0.35万㎡独栋总部

2020Q4交付

E座

约0.8万㎡商业/食堂

2020Q4交付

约1.65万㎡卫星工场

约0.8万展览馆/活动室

2020Q4交付

裙楼

据需而“动”——产业空间



据需而“动”——产业必选

卫星物联网加速器：单层约1000㎡，合计5000㎡，2019年9月交付。

1F 展示中心

2F 路演中心

会客室

咖啡吧

4F 联合办公

3F 联合办公

5F 中集自用



◆ 全玻璃幕墙体现航天品质

◆ 10m挑高大堂

◆ 4.2m舒适层高

◆ 80%+超高实用率，冠绝光明

◆ 14部通力高速电梯+2部景观电梯+1部工业货梯

据需而“动”——产业必选

甲级智能化研发大厦：单层约2000㎡，合计76000㎡，2020年四季度交付。



据需而“动”——产业必选

卫星工厂：约16500㎡，2020年四季度交付。

3F 4F

◆ 全景幕墙高端产研

◆ MALL级公装标准

◆ 5M层高阔享尺度

◆ 800KG工业级荷载

◆ 标准卸货平台

◆ 1.5M货梯开门



据需而“动”——产业必选

总部办公空间：单栋约1100-1300㎡，合计3500㎡，2020年四季度交付。

◆ 首层灵动商业

◆ 独享入户大堂

◆ 专属生态露台



2F

◼ 星球VR

◼ 空间站复刻

◼ 太空环境模拟

◼ 卫星测控站

◼ 卫星组装车间

中集开普勒中心
航天展览馆

中集KEPLER中心：约6000㎡，2021年7月开业。

据需而“动”——产业必选



发展愿景：建设世界级卫星物联网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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