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凤：从首个“中国小家电专业镇”迈向“中国小家电之都”

文/朱晖

东凤，中山的“北大门”，105国道直穿南北，364省道横穿东西两翼。该镇

东与阜沙镇相连，东北隔鸡鸦水道与黄圃镇、南头镇相望，西南临小榄水道与小

榄镇、东升镇相眺，北与佛山市顺德区为邻。区位优势再加上东凤人的勤劳果敢，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东凤人就捕捉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不足、电压不稳

定的商机，大批东凤农民“洗脚”从商，从而诞生了第一批小家电生产企业。

从家庭作坊到集体企业，再到直面竞争的私营企业，东凤贯彻“工业立镇”

的战略，“以商引商”。2004年，东凤镇获得“中国小家电专业镇”称号，东凤小家

电产业收获了第一枚骄人的“战果”。2006年，东凤成功升级为“中国小家电产业

基地”，成为国内首个通过“中国小家电专业镇”考核验收的单位（乡镇）。2011

年，东凤再次复评成为“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但是这个“小家电王国”已经不满

足于此，它正向着“中国小家电之都”迈进。

如今，东凤已成功打造了以美的、万和、铁将军、伊莱特、合胜、格美淇、

美斯特等企业为龙头的小家电百亿级产业集群，成为全球最大的电风扇制造基

地、全球最具规模的汽车胎压设备生产基地、中国燃气具燃烧系统研发制造基地、

全国燃气具重要生产基地。小家电及配套产业占东凤全镇经济总量的 80%以上，

小家电成为该镇的第一主导产业。

“洗脚”从商，变压器挖掘“第一桶金”

和中国几乎所有乡镇一样，改革开放初期，东凤只有农业经济。据《中山市

东凤镇志》记载，1979—1986 年，东凤盛产塘鱼、生猪、“三鸟”（即鸡、鸭、

鹅）、水稻、蔬菜、香蕉、甘蔗等，是中山市经济作物基地及塘鱼水产出口基地，

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1978年起东凤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分田到户，农业逐步形成了“桑基鱼塘”

的生产格局，生产力得到解放，一大批农民洗脚上田。由于当时国内大部分地区

电力供应不足、电压不稳定，很多家用电器需要电源稳压产品，部分东凤人及时

捕捉到这一商机，探索生产家用变压器，由此诞生了第一批小家电生产企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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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星电器厂、丽声电器厂、和泰机电厂、永安电子厂等家庭作坊式企业。

最开始，这些家庭作坊生产的产品只是简单的家用小变压器、稳压器。在赚

到“第一桶金”后，这些作坊信心大增，开始生产电源保护器、电视放大器、电视

天线接收器、互感器等，产品科技含量逐渐增加，东凤小家电企业开始“萌芽”。

1987—1993年期间，东凤小家电产业受广州、佛山等地区的影响和带动，

培育了首批万元户。由于当时小家电生产技术要求不高，一批原来从事小家电产

品生产的企业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纷纷另起炉灶，自行创业。20世纪 80年代后

期，产品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出现电风扇、消毒柜、抽油烟机、收录机、电

视机等家电产品生产企业，五金、电子等配套企业也随之涌现。与此同时，集体

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出现了东凤仪表厂、东凤电子发展公司、天山

电子塑料厂、津山电视机厂等规模企业。

其中，天山电子塑料厂生产的“天山”牌收录机，1992年产值达到 1亿多元。

1993年，东凤镇政府为统筹镇属各大企业的发展，成立了“东凤镇电子塑料（集

团）公司”，全镇家电行业的发展热火朝天，同时，集体企业成为一所大学校，

培育了一大批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

1993—1996年间，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东凤小家电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一方面，私营企业正处于发展壮大时期，由于缺乏政策支持，“融资难”成为企业

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集体企业经过几年的发展，体制弊端开始暴露，责权不

清、管理不善、产品质量欠优，企业经营困难。在此期间，原优质企业天山公司

最终亏损严重，高美达通信器材公司、紫心电子公司两家合资公司也以亏损告终。

1995年，东凤镇开始调整发展思路，政府逐步从企业经营中退出，实现从

集体直接经营向私人租赁经营的转变，对全镇 60多家集体企业进行改制、转型，

政府逐步退出了竞争领域。集体经济规模逐步减少，政府的工作思路不断清晰，

创造条件鼓励投资，大力发展私营企业。

1997年，东凤开始实施“工业立镇”战略，制定方案，用“以商引商”的办法，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业开发权直接下放到村一级，着力推进工业增速，工业发

展实现了量的飞跃，平均每年新增企业近百家。1997—2000年间，东凤镇个体、

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小家电行业欣欣向荣。1998年，根据本地电器厂家多、品

种与日俱增且产品日趋成熟的特点，东凤镇投资 6000万元建设占地 4万多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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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东凤镇电子电器商贸城”，专业经营电子电器产品和元器件。该市场由于汇

集了大量的产地商家，除品种齐全、质量可靠外，售价也是一大优势，能比广州

低 20%以上，成为广东规模最大的产地电子电气专业市场。

2000年，全镇小家电企业增至 226家，家电工业产值达 12.08亿元，是 1980

年的 69倍。东凤镇政府全年协助 12家热水器企业申领由国家轻工部、国家质量

技术监督局、国家科委联合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全镇生产燃气热水器的合格企业

增至 46家，占全国领有生产许可证的同类企业的 20%。

2000—2003年，东凤小家电产业的思路越发清晰，明确了扬长避短，发挥

自身优势，走发展特色产业经济的道路。东凤一方面不断优化投资的软硬环境，

特别是招商引资的载体建设，从过去“漫山放羊、村村点火”的工业开发格局转变

到“科学规划、集中发展”的模式上来，走出过去工业、商住混合，互相干扰、制

约经济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在招商引资的方式上实现从过去“多多益善、来

者不拒”的“饥饿式”招商转变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筛选式”招商，注重环保和

可持续发展，实施产业招商。

至此，东凤小家电产业特色逐步形成，小家电产业安全度过“萌芽”期。

接受顺德辐射，小家电产业链基本形成

在 2003年之前，尽管东凤镇政府在小家电产业“以商引商”上花足了力气，

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基础薄弱，相比邻居顺德，东凤小家电产业显得十

分不起眼。2003 年之前，东凤的同安工业园内已有一些企业聚集，但是大部分

都是民工棚屋。

转机出现在 2003年前后，这时顺德小家电产业日渐饱和，开始向周边城市

进行产业延伸和辐射，东凤低廉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吸引了许多顺德企业的注意，

他们开始将“阵地”转移。

2002年 7月，顺德的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出走了 4名技术骨干。杨

广良是科龙公司下属配件公司的技术副总，他带着智能电饭煲的技术来到了东

凤，和 3名伙伴一起，开创了中山市伊莱特电器有限公司。

伊莱特智能电饭煲在 2003年投产，当年生产 1万台，但是由于刚起步，市

场占有率和资金都不足。2009年，九阳尝试智能电饭煲业务，认为伊莱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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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展潜力，于是将代工业务交给了伊莱特公司，当年订单达 10万台。2013年，

伊莱特公司在打开 OEM业务后，尝试外贸，进军俄罗斯市场，当年出口产值 7

亿元，占领了俄罗斯 70%左右的市场。2013年，公司实现产值近 10亿元，同比

增长 185%，纳税超 2000万元，增长 160%。

和伊莱特公司一样，许多顺德的知名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入驻东凤。2003年，

东凤镇产业招商取得了重大突破，引入了美的、万和两个全国知名大型工业项目。

其中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司首期工程占地 491亩，建筑面积 22.7万平方米，

从 2003年 8月正式开工建设到当年 12月底建成投产，建设工期仅 4个多月，其

主要生产电风扇、取暖器、空气清新机三大产品，拥有 30大系列 400余种产品

型号，日产电风扇 10万台以上，是全球最大的电风扇制造基地，在国内外市场

占有 30%的份额，创造了“工期快、投产快、见效快”的“美的”建设奇迹，当年产

值达 20亿元。知名的特大燃气具生产企业万和集团在同乐工业区设立的合资企

业中山万和电器有限公司总投资 2.2亿元，其兴建的“万和燃气具出口生产基地”，

首期占地 125亩的厂房已建成投产，生产各种户外烤炉、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

年产量达 80万台（件），年产值达到 3亿元。

随着美的、万和等企业的进驻，吸引许多上下游配套企业纷纷进驻东凤，镇

内原有的一大批企业也跟随进入集聚区扩大经营，有力地促进了特色产业的蓬勃

发展。每年新增企业 100多家，全镇工业产值成倍增长，小家电产业的集聚优势

越发明显，全镇工业企业中 60%以上是小家电及配套生产企业。

在小家电产业蓬勃发展、产业链逐渐形成的时候，东凤镇政府开始发力，他

们前瞻性地认识到科技的力量，大手笔投入技术研究和开发。2004年，东凤组

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开展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在多渠道加大科技投入上

创新，在产业竞争力的重大工程技术领域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和标准方

面加大投入，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运作”的方式，建设“东凤镇小家电企业技术

中心”，为行业提供管理指导和技术支持，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孵化器”。该中心

通过政府搭建的平台，以直接进入市场经营的方式，为行业经济发展服务。

2004 年 11月，东凤小家电产业终于迎来“里程碑”式的时刻。当年 11月 6

日至 7日，中国家电协会专家考评组一行 5人对中山市东凤镇申报“中国小家电

专业镇”进行为期两天的考评。7日，专家考评组在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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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察重点生产企业后认为，东凤镇小家电产业区域特色经济鲜明，政府服务意

识强，投资环境好，聚集效应显著，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各项专业指标完全符

合关于家电专业镇有关定量、定性指标的要求，一致同意授予东凤镇“中国小家

电专业镇”荣誉称号。至此，东凤镇成为国内首个通过“中国小家电专业镇”考核

验收的单位（乡镇）。

但当时东凤镇领导认识到，在家电方面，该镇还是“新秀”，必须抓住周边产

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加快工业园区的建设，更好地形成“洼地效应”，提高承载大

规模企业的能力，促进家电类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要在引入美的、万和等大型

知名企业的基础上，延长产业链条，走品牌兴镇发展之路。东凤当时规划：逐步

形成以落户同乐工业区的全国燃气热水器龙头企业万和集团公司为龙头的“北

翼”，以落户和穗工业园的美的集团为龙头的“南翼”，逐步构筑起两翼齐飞、带

动中间集行政、商贸、住宅、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新中心区集约发展的“一区两翼”

经济新格局。

在“中国小家电专业镇”牌匾的重大利好下，东凤镇党委、镇政府理清了头绪，

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小家电产业链。2004年前后，东凤小家电产业经济总量每年

以 30%以上的速度增长，逐步形成了产业鲜明的“六大优势”。一是规模优势。东

凤镇规模企业的发展，已成为经济的主力军，并带动产业不断向前跨越。2004

年，东凤镇拥有小家电规模以上企业 100 多家，2003年东凤规模以上小家电类

生产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小家电行业总产值的 83.1%。东凤小家电的发展趋势

正向生产型、科研型、国内外市场同时发展方向转变，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二是

龙头优势。在培育了富华、铁将军、高雅等一批本土龙头骨干企业的基础上，不

断优化投资环境，成功引进美的、万和两家大型生产企业落户东凤。这些龙头企

业投入大、产出高、定位准、市场阔，与国际接轨，其生产、管理、销售、服务

等各个环节上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带动东凤企业在管理思路、经营理念等方面

不断提升。三是产能优势。东凤镇小家电门类齐全，生产的品种与日俱增，产业

日趋成熟，在国内尤其是华南地区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并迅速形成了

以电风扇为强势主导产品的小家电特色经济。2004年，东凤有风扇生产企业 46

家，其中美的风扇全球销量第一，占国内市场的 34%，全球市场的 30%。东凤

小家电的产品主要有厨房、取暖、视听、制冷换气等四大系列。四是配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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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凤镇依靠北部大家电产业、南部五金行业为支撑，发挥自身产品优势，形成了

以小家电生产为核心，带动五金、塑料、印刷包装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发展的产

业链条。据统计，2004年前后两年间，从其他城市到东凤投资的规模企业中，

小家电类企业占 65%，已形成了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大中小企业相配套，专业化、

分工协作的小家电企业群体。五是品牌优势。2003年东凤拥有省级以上名牌名

标 10个，知名品牌数量处在全市上游。六是出口优势。2003年，东凤镇小家电

企业出口总额增长 35.3%，东凤生产的电吹风、豆浆机、热水瓶、电暖器等近百

种产品远销欧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产业集群发展，打造“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

依托明确的发展思路，2005年，东凤小家电产业迅猛发展，广东美的环境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中山万和电器有限公司、广东铁将军防盗设备有限公司等骨

干企业产销两旺，并纷纷增资扩产。小家电产业的发展带动全镇经济发展，全镇

工业产值达到 162.12亿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2006年 9 月 27 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家电协会授予东凤镇“中国小

家电产业基地”牌匾，中国第一个小家电产业基地诞生。在授牌仪式上，中国家

电协会理事长霍杜芳说，东凤镇在 2004年成为“中国小家电专业镇”后发展速度

令人惊叹，短短两年时间，全镇小家电企业增加了 125家，每年以 30％的速度

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电风扇制造基地，全球最具规模的汽车防盗报警系统、倒

车雷达生产基地，全国燃气具重要生产基地，电风扇产销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三

分之一以上，汽车电子防盗、倒车雷达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60％以上，培育了铁

将军、富华等国内外知名民营企业，形成了完整的小家电产业链条。东凤镇成为

“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不仅是对该镇产业成功升级的认可，也是对该镇在如何

稳固市场、应对各种技术壁垒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霍杜芳希望东凤镇小家电

产业在合理布局、资源共享、差异化生产等方面起到领军的作用，为中国小家电

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对于 2006年获得的“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称号，东凤镇倍加珍视。该镇在

不断完善小家电产业基地的基础上，努力打造集设计、生产、加工、销售和技术

服务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逐步构建小家电“产、学、研、商”运行平台。在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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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小家电产业经济总量的同时，东凤镇不断优化和完善和穗、同乐两大工业园

区基础设施配套，有序引导小家电企业入区入园集聚发展，逐步打造了以美的、

万和等企业为代表的百亿级小家电产业集群，小家电及配套产业产值占全镇工业

总产值的 80%以上。

2009年，东凤镇引入民间资本易地建设新东凤电子电器商贸城，使之成为

该镇推进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新电子电器商贸城占地面积 200多亩，建筑

面积 9万平方米以上，集专业市场、会议展览、商业办公于一体，并配套餐饮、

住宿、住宅、娱乐等项目，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经销和生活配套项目，项目总投

资逾 8亿元，首期建设两层商铺 2000间，全部经营电子元件，规模相当于旧电

子城的 8倍。新电子城立足东凤，依托珠三角，辐射全国，成为集特色电子配件

及电器元件材料批发零售、展销、博览等多功能一体的商贸展销平台，致力于成

为珠三角西岸航母级电子元件平价直销市场。通过建设新电子电器商贸城，打造

珠三角西岸最具规模和竞争力的电子电器零部件和电器产品流通平台，大大提升

“东凤小家电”的知名度，有效促进“东凤小家电”特色产业的发展。

2011年，东凤通过复评成为“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2015年，东凤再次顺

利通过“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复评。

尽管东凤小家电发展势头迅猛，但是小家电产业依旧遇到了瓶颈。2015年，

由于卢布贬值，俄罗斯国内消费力下降，中山市伊莱特电器有限公司从 2013年

打通俄罗斯市场的 7个亿产值锐减到 7000万元。究其原因，除了俄罗斯市场的

外部因素外，主要原因为小家电产业门槛低、竞争激烈。而这，正是东凤小家电

产业的通病。

在东凤镇，随处可见小家电的厂房，只要在外面购买组装配件，请几个工人

就能拼凑成小家电，同质化严重，投资成本低。针对该情况，伊莱特等东凤小家

电龙头企业纷纷开始注重科技和创新。为了鼓励创新，东凤镇也出台了一系列措

施。东凤以优良的生产、生活环境和优惠政策培育本地高新技术产业，吸引高技

术、高科技产业的进驻；鼓励、支持企业按照市场需要开展技术创新，努力实现

从一般产品应用开发走向自主创新、从面向自身发展转向引领行业发展；积极推

动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省、市企业技术和工程研发中心，并为中小企业提供开放式

服务，推动生产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截至 2015年，全镇已建立市级以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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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心、工程研发中心 46个，其中省级 10个，市级 36个。企业借助研发平

台助推科技创新，自主研发能力显著增强。近两年来，全镇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分别达 1810件和 1542件，分别同比增长 20.5%和 31.7%。

同时，东凤镇开始大力实施名牌名标发展战略和专业技术标准战略，不断推

进品牌的培育和提升，让一批企业品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使“东凤小家电”

蜚声海内外。经过几十年来的不断培育和发展，东凤镇小家电产品门类已十分齐

全，品种丰富，包括电风扇、炉具、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电开水瓶、电茶壶、

电烤箱、豆浆机、榨汁机、电暖器、节能灯、空气清新机、音响、车载冰箱、应

急灯、天线放大器等上百种产品。

打造小家电产业基地的目的是产业集群发展，截至 2015年，东凤镇共有 5000

多家工商企业，其中 90％以上是民营企业，比例如此之大，皆因民营企业的政

治地位比较稳定，国家对民营企业给予了一些政策上的支持。近几年从其他城市

到东凤投资的规模企业中，小家电类企业占了半壁河山。在美的、万和等大型小

家电企业的带动下，吸引了许多上下游配套企业纷纷进驻东凤，镇内原有的一大

批企业也跟随进入集聚区扩大经营。每年新增企业 1000多家，全镇工业产值成

倍增长，小家电产业的集聚优势越发明显，企业产值占全镇工业产值的 60%以上。

东凤小家电已基本形成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中小企业相配套，专业化、分工协作

的小家电产业集群。

宏伟蓝图，向“中国小家电之都”迈进

2016年 8月 16日，东凤镇在全市率先召开了第十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党委领导班子。党代会报告明确了发展的目标：“力争本届班子任期内实

现 GDP年均增长 10%，到任期末 GDP总量达 200亿元，努力建设活力、宜居、

幸福新东凤。”这描绘了东凤镇“十三五”期间的发展蓝图，预示着东凤经济社会

发展将进入一个展翅腾飞的新阶段。

2016年 10 月 15日，第 120届广交会期间，东凤镇不仅精心组织镇内龙头

企业参加，还在中平台区域举行了“东凤小家电全球采购基地”授牌仪式暨国际品

牌全球现场推介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该镇依托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的

品牌优势，成立跨境互联网贸易促进会东凤分会，协助 60余家企业与京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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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巴巴、环球资源、中山美居等电商平台对接。

此外，2016 年，东凤镇还引进了国家级小家电检测中心，进一步补齐小家

电产业链短板。在日常工作中，东凤镇建立了镇领导联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后

备上规模企业制度，将《中山民企 50条》《中山市惠企政策要点选编》等惠企政

策及时“快递上门”，鼓励企业分享“政策红包”，力促企业上规上限上市。2015

年以来，先后有顶固家居、创宇园林在新三板上市，另有市认定后备上市企业

13家。

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家电产业的创新力度，2016年，东凤设立了 3000万元创

新驱动专项奖补资金，力争每年撬动超 10亿元资金用于新一轮技术改造。这一

部分资金来源于东凤“1+7”创新工程，是东凤镇着力推动小家电新型专业镇发展

的主抓手。“1”是指科技创新，“7”是指模式创新、组织创新、集群创新、要素资

源集约创新、产城融合创新、生态环境创新和人才创新。

对于 3000万元创新驱动专项奖补资金，东凤镇专门出台了《东凤镇创新驱

动助推转型升级试行办法（2016修订版）》（东凤府〔2016〕31号），在培育骨干

企业、推动企业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实施上市、争创名标、制订标准和扩大外

贸进出口等方面进行奖补，凡是符合奖补条件的，无论企业规模大小，东凤镇都

会将奖补资金直接发放给企业。

从 2016年开始，东凤镇着重从宣传动员、制度落实、服务引导等方面，大

力推动企业开展技术改造，鼓励企业引进现代化、自动化设备，实现“机器换人”，

节员增效。2016年前三季度，全镇完成工业技改投资 10.7亿元，增长 64.2%，

总量位列全市第 4。

在打好创新驱动发展“组合拳”的同时，东凤镇还大力推进产学研、镇内外和

行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力争 5年内实现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企业

孵化器、知识产权数量翻一番，力争到 2021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

3.0%。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东凤镇未来发展的另一项核心战略，东凤镇将

通过切实抓好“去降补”，坚持主动减量、调整存量、引导增量“三管齐下”，加快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调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结构，提升出口生产企业产品质

量，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推动外经贸向上突围；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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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支持企业跨国经营，鼓励外贸企业参加国外展会，

扩大外贸企业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市场份额；着力壮大总部经济，鼓励企业把加工、

生产等低端环节转移出去，把研发、销售等高端环节留在东凤。

事实上，经过了近 40年的小家电产业发展历程，东凤小家电产业发展的目

标是从“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向“中国小家电之都”迈进。对于这个目标，镇党委

不仅仅局限于本镇，而是从整个中山北部组团统筹考量。中山小榄、南头、东凤、

黄圃都有小家电产业，如果市里将这几个镇纳入全盘考虑，推进协作区域，将可

更好地携手打造“中国小家电之都”。

要成为“中国小家电之都”，就必须有“叫得响”的大品牌担当产业“领头羊”。

而品种、品质、品牌，一直是东凤小家电长期坚持的追求。东凤小家电品种丰富，

包括风扇、电饭煲、炉具、热水器及厨卫等上百种产品，全镇拥有省级以上名牌

名标 52项，企业累计参与制订、修订国际、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43项。东凤

小家电秉持创新发展、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产品创新性、质量、工艺、设计

等方面下功夫，成长为蜚声海内外的品牌，产品出口遍布五大洲 110多个国家和

地区，成为中山乃至广东的一张靓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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