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门区明德讲堂

周金燕、冼金顺故事感人
斗门区出台质量强区奖励办法，创新质量发展激励机制

42奖项助力打造质量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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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质量，讲诚信，树品牌。
斗门区的发展历史，是一部

坚持以质取胜、质量强区的发展
史。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省
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在历代建设者的奋发努
力下，斗门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了历史性跨越。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坚持质
量强区不动摇。

斗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全区质量工作，先后制订《珠海
市斗门区建设质量强区工作方
案（2014-2020年）》，并将质量
强区建设写进斗门区委全会报
告和政府工作报告，设立质量强
区工作专项基金。目前全区质
量总体水平稳步提升，全社会质
量意识显著提高，质量安全形势
稳定向好，有力支撑了斗门经济
社会发展。

持续发力，硕果累累。
以下数据是斗门区质量强

区的生动缩影：
全区目前有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1个，中国百强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1个、4A级旅游
景区1个、广东省名牌产品36
个，广东省著名商标18件，省级
以上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4个、
服务业示范试点4个，无公害产
品及产地86个，“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区”冠名企业25家。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斗门

区长远谋划，将经济社会发展推
向质量效益的时代潮头。

《斗门区质量强区奖励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应时应
势而生。刚刚出炉的《办法》必
将大力推动“斗门制造向斗门
创造转变、斗门速度向斗门质
量转变、斗门产品向斗门品牌
转变”。

坚持质量强区持续发力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
者何进报道：10日上午，斗门区

“德行珠海2018年珠海市道德
模范、中华美德故事基层巡讲巡
演暨第55期明德讲堂活动”走
进莲洲镇，讲述基层医护工作者
周金燕救死扶伤、守护群众健
康，以及基层老党员冼金顺助人
为乐、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

70后周金燕自踏出校门后
就扎根基层卫生院，一直从事
临床护理工作，至今已经第 23
个年头。她从一名普通护士做
起，在平凡的工作中成长，如今
成为独当一面的科室带头人。
周金燕工作之余还不忘服务社
会，她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
如环保、义诊、敬老院探访等。
此外，周金燕还坚持每年参加

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逾4000
毫升。

老党员冼金顺是一名退休老
干部，退休后依然热心参与白藤
街道办的工作，为当地“关心下一
代”工作奉献余热。他是白藤街
道办首批联络员，每月都对社区
困难群体进行走访，发现问题自
己能解决的自己解决，自己无法
解决的向社区居委会反映。今年
他被评为第一季度斗门好人。

明德讲堂由斗门区文明办
主办，区广播电视台承办，每期
活动以诵读一段经典、播放一
段视频、讲述一个故事、同唱一
首歌曲、聆听一段心声、送出一
份祝福的方式进行，形式多样
地分享道德的故事，品悟道德
的力量。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创新质量发展激励机
制，创建品牌培育激励机制。

刚刚出炉的《斗门区质
量强区奖励办法》，围绕产
品、工程、服务和环境四大质
量建设，设立品牌建设、标准
化战略、认证认可、政府质量
奖项等42个奖励项目，以推
动“斗门制造向斗门创造转
变、斗门速度向斗门质量转
变、斗门产品向斗门品牌转
变”。

以质取胜，树立典型，质
量强区。

这是斗门区践行“质量
强国”的生动实践；这是坚持
质量强区不动摇的持续发
力，对增加民生福祉，调整经
济结构，努力把斗门打造成
为珠江西岸智能制造示范
区、滨江田园生态新城和粤
港澳休闲旅游目的地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四
片竹板奏曲子，婉转悠扬唱乡
情。这项瑰宝便是市级非遗项
目斗门白蕉客家竹板山歌。记
者昨日获悉，在斗门区非遗保
护中心的指导下，白蕉镇文化
站和白蕉镇白石小学日前联合
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每周两
节课，让孩子们学习“白蕉客家
竹板山歌”，以便更好地传承、
发展非遗文化。

按照活动安排，从 2018-
2019 学年开始，白石小学每周
安排两节课，由“白蕉客家竹板
山歌”传承人吴志能，教唱白石
小学三至五年级学生学习“白
蕉客家竹板山歌”。目前，该小
学师生们都对这一非遗项目表
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

据悉，白石村是白蕉镇典
型的客家村之一，白石小学近
7成学生是客家人，“白蕉客家
竹板山歌”区级传承人吴志能
也是白石村人。“作为客家人
特别是这个项目的非遗传承
人，必须想尽办法让白石村人

乃至全镇全区的客家人，一起
把这一瑰宝传承下去。”吴志
能表示。

该项非遗进校园活动，是继
白蕉镇灯笼中心小学开展“沙
田民歌”非遗进校园活动，并于
今年7月挂牌区级非遗名录“沙
田民歌”传承保护基地后，白蕉
镇在非遗传承上又迈出的坚实
一步。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
者何进报道：What do you
like？10月 10日下午，广东省
黄珍名教师工作室启动仪式暨
名师首课，在斗门区第二实验小
学阶梯教室内开讲，该校二年级
3班40位学生上了一堂妙趣横
生的英语课，来自珠海、阳江等
地30多位小学英语教师旁听了
课程。

英语课堂上，赵刚老师带
领着学生在水果王国里“漫
步”，跟随功夫熊猫的脚步领略
英语语言的魅力。赵刚风趣幽
默的语言、精巧的文本问答设
计和机智的临场发挥，不仅与
学生建立了良好的游戏互动，
还赢得了 30 多位观课教师的
阵阵掌声。

赵刚是斗门区第二实验小
学副校长，也是黄珍名教师工作
室的培养对象之一，曾获得国家
基础教育研究中心颁发的“全国
名师”称号，更是第九届“全国优
秀园丁奖”获得者。

据了解，广东省黄珍名教师
工作室是目前珠海市唯一一家
获得省级名教师称号的小学英
语专业教师工作室。团队成员
包括北师大珠海分校的高校专
家和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教研
员，培养对象则由珠海市和各区
遴选出的10位小学英语教育名
师组成。

工作室主持人黄珍是我市
第 21 小学的一名英语高级教
师，先后获得珠海市先进教师、
广东省（2015-2017年度）中小
学教师工作室优秀主持人、广东
省（2018-2020年度）中小学名
教师工作室主持人等荣誉。

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广东
省黄珍名教师工作室积极承担
社会教育和公益责任，开展海岛
送教、乡村培训等活动。多次组
织名师到桂山岛小学、金湾区三
板小学、斗门区井岸镇小学等乡
村英语教学薄弱学校开展送教
活动，提升当地学校的英语教学
水平。

广东名教师牛刀小试
小学英语课妙趣横生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共

识。
斗门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主阵地，目前正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加快建设全国示范样板。

样板打造，需要切合实际
的发展举措。

《办法》明确对乡村旅游景
区、全国休闲与乡村旅游企业、
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或中
国乡村旅游模范户、斗门特色

手信等，进行数额不等的奖励。
记者采访发现，《办法》中

奖励数额最大的项目，与乡村
振兴密切相关。其第30条内
容规定：对新获得国家旅游局
颁发的5A级景区、4A级景区
和3A级景区称号的，分别给
予 500万元、200万元和 10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珠海御温泉在业界赫赫有
名。

珠海御温泉1998年 2月
28日开业，平均每年接待游客

50多万人次。
2017年，珠海御温泉获评

为国家4A级景区。
4A景区的御温泉不仅产

品质量过硬，更成为标准化经
营模式的全国示范：从企业标
准、省地方标准，一直到国家标
准，通过标准层级跨越成为行
业领头羊，被业界誉为温泉旅
游服务的“黄埔军校”。

“不但要培育名牌产品，而
且要培育行业领头羊，制定行
业标准。”斗门区有关领导表
示，《办法》以标准先行助力发
展，第18条至第 23条共计 6
条，是对企业及社会组织参与、
承担、组织、主导各类行业标准
的奖励。其中，对组织主导起
草并正式批准发布的标准获评

“标准创新奖”金奖、银奖、优秀
奖的，除由市财政分别给予50
万元、30万元、10万元的奖励
外，区财政另外给予上述奖励
金额10%的配套奖励。

《办法》的实施，必将成为
斗门区加快打造全国乡村振兴
示范样板的助推器，有力促进
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农民富裕
的发展步伐。

助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办法》设立了两个领域的
最高质量荣誉奖：即斗门区区长
质量奖和斗门区区长工程质量
奖。”斗门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这对发挥全区品牌
带动战略，提升全面质量管理能
力，引领全民“创造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显山露水，成就绿水青山；
创新引领，带来飞跃发展。
据介绍，全省范围内多个地

市已设立区级政府质量奖项。
如广州设立了 11 个区长质量
奖，深圳设立了6个区长质量奖，
东莞设立了1个区政府质量奖。
目前在全市范围内，金湾区设立
了区长质量奖。由此，斗门区设
立区长质量奖和区长工程质量
奖，设立区长工程质量奖在全市
尚属首次。

在引领性之外，《办法》还
具有兼容性和前瞻性两项主要
特点。

斗门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办法》的奖励项
目具有兼容性，即其奖励对象既
涵盖了企业、又囊括了社会组织
及各镇街和职能部门。“既有广
泛性，又有斗门本地特色，可操
作性强。”

据悉，此前斗门区出台多项
质量强区相关奖励举措，涵盖不
同的领域。《办法》对此进行统筹
合并，将与质量强区密切相关的
措施进行归整并扩大奖励对象，
形成全区统一的奖励标准，简明
扼要、便于操作。

新旧衔接、环环相扣。
如将《斗门区农产品质量认

证、农业品牌名牌和荣誉称号奖
励办法》和《斗门区落实民营经济
发展若干措施实施办法》奖励项
目进行归整，不仅包含了传统意
义上的产品质量，而且兼顾了“服
务、工程和环境”质量提升工程的
奖励项目。

在前瞻性方面，《办法》新设
“国家级中小学质量教育实践基
地”“管理体系认证”等斗门区特
有的奖励项目，进一步培育新动
能、激发新优势，推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具备引领性
前瞻性和兼容性

《办法》明确奖励项目及
标准。

即围绕产品、工程、服务
和环境四大质量建设，设立
品牌建设、标准化战略、认证
认可、政府质量奖项等奖励
项目六大块共计42个项目。

据悉，2018 年度奖励资
金预算超过1000万元。

细览《办法》，对实体经
济行业标杆的奖励，占据 42
个奖项的近1/4：对获得各类
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质
量奖以及工程奖等在行业内
具有代表性奖项的组织给予
奖励，共设10个奖励项目。

奖项设置，用意深远，不
言而喻。

斗门区委四届五次全会
明确：坚持制造业立区不动
摇。今年前 7个月的主要工
业经济指标中，全市完成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84.83亿
元，同比增长13.1%，其中，斗
门区实现增速 21.75%，在各
区中排名第一。

实体经济好不好，产品
质量是最终体现。

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珠海凌达）建于
1985 年，是我国家用空调压
缩机行业最早一家具有规模
化 、专 业 化 的 民 族 企 业 。
2004年起成为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
司，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
珠海凌达获评2013年度“市
长质量奖”，2015年被授予省
政府质量奖。

记者采访获悉，在共计4
届的“市长质量奖”中，全市
有8家企业获此殊荣，其中斗
门区珠海御温泉、珠海凌达
两家企业上榜。

“目前正在鼓励和动员
汉胜科技和光宇电池，申报
市长质量奖。”斗门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办法》的实施，将极
大促进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
平，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牌
求发展的理念深入企业家脑
海中。

对行业标杆设置10项奖励

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质量，获评2013年度市长质量奖，2015年被授予省政
府质量奖。

4A级景区珠海御温泉，通过标准层级跨越成为标准化经
营模式的全国示范景区。

非遗“白蕉客家竹板山歌”进校园

竹板山歌悠扬唱乡情

非遗“白蕉客家竹板山歌”进
校园，四片竹板悠扬唱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