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阳光儿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修平：

自主研发为产品插上飞翔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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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硬底化到户，污水处理全
覆盖，绿化随处可见·······随着三
板村越建越美，青山绿水的后发优
势开始显现。日前，投资约200万
元建设的三板村游客接待广场投入
使用，它在为游客提供200个停车
位等便利设施的同时，也为村民提
供了更好的休闲活动空间。

未来，与三板村一样生态宜居
的美丽乡村将在金湾区“遍地开
花”。10日上午，金湾区召开全域
推进“三清理”（完成村巷道清理等）
“三拆除”（完成危旧房拆除工作等）
“三整治”（整治垃圾乱扔乱放等）工
作动员大会，对照上级相关部署要
求，结合金湾区具体情况制定24项
行动工作台账，将在2019年全面完
成“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工
作，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全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

接下来，金湾区将以“三清理”
“三拆除”“三整治”工作和村容村貌
提升为抓手，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努力建
设新金湾、新经济、新生活，为广东
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体现
特区担当、贡献金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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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村民营造良好的
宜居环境，金湾区除推进“三
清理”“三拆除”“三整治”外，
还将实施乡村绿化美化工
程，整治水体污染等。记者
在梳理近日金湾区印发的
《关于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工作方案》时发现，金
湾区将力争通过“三清理”“三
整治”“三拆除”“厕所革命”等
10项重点任务、8项政策支持
措施，让金湾区农村更美、河
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群众生
活更舒心，不断增强农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一花一草总有意，一山
一水最关情。未来，金湾区
将在村道巷道、田间林网、山
边和村旁，种植勒杜鹃、黄槐
等本土特色的景观树种。同
时，注重保护古树名木，重点
打造一路一景观大道、村庄
花径小路，逐步实现“春有
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景”
的花园乡村景象。2020年
年底前，全区建成若干个乡
村绿化美化行政村。

而在与村民出行密切相
关的道路硬化和村庄公共照
明设施方面，金湾区将加快
推进危桥改造、农村公路建
设、自然村村内道路硬化和
破损道路修复工作，2020年
年底前，自然村道路完成路
面硬化，所有自然村基本完
成村内道路硬化，农村公路
列养率达到100%；到2019
年实现镇到行政村、行政村
到自然村及自然村之间照明
设施全覆盖、亮灯率达到
100%。

“考虑到各村景观需求、
人员数量等不同的实际情
况，金湾区将制定《农村卫生
厕所“一村一策”实施方
案》。”金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到2020年年底前，每个
自然村按实际需求至少建设
1个标准化公厕并落实管护
责任，乡村旅游区等公共场
所建设A级以上厕所，实现
全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 100%，厕所粪污
基本得到有效处理或资源化
利用。

环境提升：

2020年年底前
建成多个绿化美化行政村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
章报道：9日下午，在珠海阳光
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位于金湾
联港工业区的实验室内，3辆
婴儿车正在凹凸不平的跑步
机上做动态模拟路况测试。
在历经300小时的动态耐久性
测试后，品管人员将对婴儿车
结构的完好性能等进行检测，
所有指标合格后才会允许相
关批次的婴儿车出厂。

在该公司投产的第二年，
董事长刘修平意识到走自主
研发道路才能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于是开始花“重金”
吸引人才。该公司成立15年
来，已取得国家授权专利 78
项。刘修平表示，目前公司年
销售额为2.5亿元，其中80%
来自于出口。该公司产品远
销欧美等30多个国家，“自主
研发为其插上了飞往海外的
翅膀”。

自主研发提升产品竞
争力

珠海阳光儿童用品有限
公司位于联港工业区永安三
路，在占地28000多平方米的
厂房内，分布有冲压、注塑、车
缝、总装等“一条龙”儿童用品
生产车间。公司成立于2003
年，主营婴儿手推车、儿童汽
车安全坐椅等。2004年1月6
日，该公司正式投产，是联港
工业区第二家投产的企业。

“当时的联港工业区刚起
步，公司周边到处是荒地。”刘
修平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金
湾，是看中了金湾空港和海港
优势以及区政府给予的优惠
政策。今年 53 岁的刘修平
1998年从一家国企“下海”，他
当时觉得儿童用品这个行业
比较有前途，于是开始做起了
儿童用品的外贸生意。有了
前期的市场等资源积累后，刘
修平决定向儿童用品的上游
产业链延伸，“进军”儿童用品
的制造业。

该公司起初的主要业务
是装配，但刘修平很快发现，

单纯地购买零件组装会使企
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完全没
有议价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005 年，刘修平下定决心要
走自主研发的道路。“搞研发
最难的是要解决人才的问
题。”为了吸引人才，刘修平以
高于行业30%的薪资标准招
揽人才，组建自己的研发团
队。随着研发团队的不断壮
大，公司的研发经费投入不断
增加，该公司如今每年投入的
研发费用达 1000 万元。目
前，该公司已经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儿童汽车安全坐椅被
评定为广东省名牌产品，
SUNNYLOVE品牌被评定为
广东省著名商标。

将建智慧可视化生产车间

自主研发在为企业获得
多项专利的同时，也为企业打
开了市场。刘修平表示，该公
司目前的年销售额为 2.5 亿
元，其中 80%来自于出口，
20%来自于国内市场，该公
司的产品出口到欧美30多个
国家。

“如今的联港工业区较十
几年前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刘修平表示，道路、绿
化以及周边的商业配套比他
刚来时有了质的提升。近年
来，金湾区政府除了重视工业
区生活环境的提升外，还建设
了一批人才公寓，“我们公司
有好多个符合条件的员工住
进了人才公寓。配套跟上去
了，招来的人也留得住了，我
们出去招人的时候也比以前
更有底气了”。

9日下午，记者在该公司
看到，工人正对一处空地进
行围蔽作业。刘修平介绍，
公司将投资1500万元，在该
空地上建起一栋集智能生产
车间和研发办公场所于一体
的 8层大楼。该大楼将于下
个月开始动工，预计明年底
可以完工。刘修平告诉记
者，公司未来将引入自动和
半自动生产设备，在该大楼
内建智慧柔性可视化的示范
生产管理车间，以增强产品
的品质和提升产品交付速
度。“目前该车间已经进入研
发设计阶段”。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
日前，珠海市金湾区产业发展
协会正式成立。根据计划，该
协会将集聚区内产业资源，结
合金湾区企业发展需求，打造
产业综合服务平台，为金湾区
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提供综合
配套服务。

在当日举行的金湾区产
业发展协会成立大会上，来自
中航通飞华南飞机工业有限
公司、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等105家会员代表参会。
会议表决通过了《金湾区产业
发展协会章程》（草案），选举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周鹏为协会会长。

“协会将全力推进金湾区
‘3+1’产业综合服务平台项
目建设，为金湾区现代产业
体系的发展提供综合配套服
务。”金湾区产业发展协会相
关人士透露，金湾区产业发

展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转变、转换增长的关键时
期。该协会的成立，恰巧可
以结合金湾区产业发展特
色，打造金湾区“3+1”产业综
合服务平台，重点服务金湾
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
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及传统优势产业。

据悉，金湾区“3+1”产业
综合服务平台将下设八个子
服务平台以及“企业家俱乐
部”，为金湾区企业提供专家
智库、知识产权、人才凝聚、管
理咨询、“走出去”等综合配
套性服务。根据计划，该协
会今后将在产学研合作、创
新金融、科技人才、知识产权、
专家智库等方面提供支撑，发
挥公共服务机构功能，为企业
经营排忧解难，助力金湾区优
势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和创
新发展。

金湾区产业发展协会成立
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提供综合配套服务

刘修平在展示婴儿车产品。

采写：本报记者 乔宇 罗汉章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走在海澄村内，颜色各异的
分类垃圾桶随处可见，厨余垃圾
和其他垃圾在这里被严格地分类
投放。2015年，海澄村成为全市
首个试点垃圾分类处理的村。3
年时间过去了，垃圾分类已成为
了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村民
的卫生意识有了明显提升，村容
村貌明显改善。该村一位村民表
示，“看到村里到处干干净净，我
们自己身心舒畅，村外人来到村
里时我们也觉得脸上有光”。

“推进‘三清理’‘三拆除’‘三
整治’和提升村容村貌工作，是一
项事关村民生活环境改善的民生
大事。”金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让全区更多村民享受到像海
澄村一样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金湾区将对标最高最好最优，按
照区级统筹、镇为主体的原则，以
行政村为基础，以自然村为基本
单元，先整治完善、后全面提升，

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攻坚行动，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全
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用8年时间
将全区农村全面建设成为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

“三清理”“三拆除”“三整
治”作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重要抓手，金湾区将在今年重
点推进“三清理”“三拆除”，同步
推进“三整治”。目标就是命
令。金湾区将力争在11月前取
得阶段性成效，并于今年年底前
基本完成“三清理”“三拆除”“三
整治”任务。2019年，金湾区将
力争全面完成“三清理”“三拆
除”“三整治”工作，巩固前一阶
段工作成果，建立常态化管理机
制。在 2020 年年底前，金湾区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提升，全区农
村达到省定干净整洁村要求，
60%以上行政村达到省定美丽
宜居村标准。

目标引领：

年底前基本完成
“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

“为了顺利推进全域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我们对其
进行了细化。”金湾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金湾区制定的《金湾区开展

“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行动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分为调查摸底及宣传发动、组织
实施、总结提升、检查验收4个步
骤，每个步骤均详细列明了工作
内容和完成时间。

《工作方案》将“三清理”“三
拆除”“三整治”中的9条要求，结
合金湾实际情况逐条细化，共列
明了24项行动工作台账，明确了
责任内容、责任单位、责任人。在

“三清理”类别中，《工作方案》除
了明确完成巷道、沟渠的清理外，
还列明要做好污染源防治，实现
河道无污染，无明显异味。

《工作方案》提出组织实施阶
段的时间为今年10月至2019年
12月，并结合实际情况对“三清
理”“三拆除”“三整治”三类工作设
定了相对应的完成时间。《工作方
案》规定检查验收阶段为2019年
6月至12月，工作完成情况将实行
镇、区、市层级检查验收，各个村
（居）的检查验收将分为优秀、良
好、一般三个等级，该结果将作为
安排市、区两级奖补资金的依据。

细分任务：

24项工作台账
均明确了责任人

今年7月中旬，红旗镇
开展已腾退危旧（平）房拆除
行动，对三板社区四连的
103间房屋、周边乱搭乱建
等进行拆除。红旗镇在前期
已对农场职工进行妥善安置
的基础上开展拆除行动，有
效地消除了已腾退危旧（平）
房被用于堆积杂物、开小作
坊带来的安全和治安隐患，
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从中央到省、市的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均强调发
挥村民的主体作用”。金湾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清拆整
治的关键就是要组织好、发
动好村民，让村民参与其
中，“该拆什么，不该拆什
么，一定要和村民协商，保
障村民的合法权益，争取村

民的支持”。对于愿意主动
清拆的村民有关部门将给
予适当的奖励，对于完成任
务较好的镇、村，也可给予
适当奖励。

在当天的动员大会上，
金湾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与红
旗、三灶两镇相关负责人签
订“三清理”“三拆除”“三整
治”工作任务书。金湾区相
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既然
签订了任务书，就必须按照
任务要求，以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的扎实作风，一抓到底，
强力推进，把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两镇要严格落实分级
负责制，明确责任主体负责
统筹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以镇为单位，建立挂图
作战机制。

政策引导：

完成任务较好镇村将获奖励

日前，投资约200万元建设的三板村游客接待广场投入使用。

垃圾分类已成为了海澄村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金湾三板村幸福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