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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01 版）二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
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坚持不懈整治“四风”，坚
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三要坚
决落实“两个责任”，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
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四要强化监
督责任，自觉接受派驻纪检组的
监督，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
督和管理。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
锻炼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发挥
好“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

会议强调，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和机关要紧密结合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学习贯彻李
希书记调研珠海讲话精神同贯彻
落实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结
合起来，落实好市委八届六次全
会的各项决策部署，以优异的工
作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会议还研究了《珠海市人大
常委会2019年工作要点（草案）》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2019年立法
工作计划（草案）》《珠海市人大常
委会2019年监督工作计划（草
案）》等事项。

（上接 01 版）拉里贾尼转达
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总
统鲁哈尼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
问候。他说，伊朗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对华关
系。伊中加强友好合作不仅符
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对于亚洲乃

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具
有重要意义。新形势下，伊方愿
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
合作，加大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
相互支持。

王晨、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
见。

习近平会见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

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43次党组、主任会议联席会议

（上接 01 版）我们愿同世界各国
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基
础科学研究国际交流，推动大科
学计划、工程和中心建设，扩大创
新能力开放合作，推动人类科学
事业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会见。

嫦娥四号任务实施了两次发
射，2018年5月21日发射“鹊桥”
号中继星；由“玉兔二号”巡视器和
着陆器组成的嫦娥四号探测器于

2018年12月8日从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升空，2019年1月3日顺利在
月球背面预选区着陆，由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
陆续展开。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
成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
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
察，首次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的
测控通信，在月球背面留下了世界
探月史上的第一行足迹，揭开了古
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开启了人类探
索宇宙奥秘的新篇章。

为实现我国探月工程目标乘胜前进
为推动世界航天事业发展继续努力

（上接01版）李希强调，要加
强领导和组织保障，进一步压实
工作责任、转变工作作风，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干部和
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财政资金投
入力度，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马兴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按照这次工作推进会要求，突出
重点、深化改革、守住底线，结合
实际对硬任务再明确、目标再分

解、措施再细化、责任再强化，倒
逼加压、真抓实干、严明奖惩，持
续抓好农村各项改革任务，牢牢
把握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主动权，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乡村
振兴各项硬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

会上，省委常委叶贞琴对《关
于对标三年取得重大进展硬任务
扎实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
作说明。与会人员观看了《广东

乡村振兴在行动》专题片。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县（市、
区），省主会场和各分会场共计
4万多人参加会议。在省主会
场参加会议的有省领导王伟
中、林少春、郑雁雄，省法院院
长龚稼立，省检察院检察长林
贻影，广州市市长温国辉，省委
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
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市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负责同
志。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郭永航，市委副书记、市长
姚奕生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
市领导赵建国、吴轼、祝青桥、
刘嘉文、张宜生等在珠海分会
场参加会议。

（徐林 吴哲 岳宗 符信
陈翩翩）

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坚定不移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 记者张伟宁报道：应
外交部邀请，由多米尼克、巴巴多
斯、苏里南等九个加勒比国家外
长或副外长组成的代表团一行
16人于2月17日到访广东，之后
出席21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和
加勒比建交国外交部间第七次磋
商。访华期间，代表团一行日前
抵达珠海访问。2月19日，市委
常委、副市长祝青桥会见了代表
团一行。

祝青桥对代表团一行表示热

烈欢迎，他向代表团介绍了我市
经济社会建设的最新发展概况以
及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后珠海面
临的发展机遇与前景展望，同时，
还介绍了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代表团一行对我市经济社会
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充分认
可与高度赞赏，希望进一步加强
与珠海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
学习珠海的发展经验并运用到加
勒比国家的发展建设中。

市领导会见
加勒比建交国外交部代表团

本报讯 记者张文单报道：软
胶囊黏连是困扰全球医药行业几
十年的难题，珠海上市公司汤臣倍
健历经数年时间和上百次失败后，
2018年率全球之先攻克该难题。

在3个世纪前，法国药剂师
发明了第一颗软胶囊。随着时代
的发展，软胶囊的技术不断进
步。然而，软胶囊黏连难题困扰
行业内千万家企业几十年之久，
始终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2012年，汤臣倍健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软胶囊车间，承担起解
决软胶囊黏连难题的重任。成立
于1995年的汤臣倍健，系统地将
膳食营养补充剂引入中国非直销
领域，并迅速成长为中国膳食营
养补充剂领导品牌和标杆企业。
公司2010年12月在深圳交易所
创业板挂牌上市。

不断改善工艺，用一颗心专
注做极致的产品。汤臣倍健从
2013年导入精益管理，软胶囊车
间在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
荣获公司年度“精益团队”。车间
经理李太适从事软胶囊行业20
余年，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带领
的团队获得国家专利14项，发表
国家级和核心期刊论文数十余
篇。

2016年，软胶囊的“一键化
胶”技术终于开发成功，并且投入
使用。这缘于李太适和他的团队
在产品生产中执着追求完美，坚
持不懈，呕心沥血，坚持“大国工

匠”精神。
“一键化胶”技术实现后，每

次直接减少人力50%以上，将化
胶过程中繁琐的步骤全部实现自
动化；化胶搬运次数由138次/批
急降至4次/批；节省投甘油时间
30分钟/锅；化胶总时间由以前
平均 4小时缩短到现在的 2小
时，生产时间减少了50%；节省
工时5400小时/年。

数年的不断突破和革新，终
于迎来了累累硕果的回报。“一键
化胶”项目获得“全国医药行业
QC小组成果全国一等奖”，“珠
海市金湾区放飞创业大赛二等
奖”，成为了汤臣倍健坚持工匠精
神的荣耀。

目前，汤臣倍健软胶囊技术
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处于软胶囊
行业领先地位。其中，“一键化
胶”技术和“解决软胶囊黏连”更
是软胶囊领域全球领先的技术。

攻克软胶囊难题，仅是汤臣
倍健对质量精益求精的一个缩
影。汤臣倍健还充分考虑原料种
植或饲养的自然环境因素，在全
球范围内优选优质原料，原料产
地遍及全球23个国家，在巴西、
澳大利亚等地建立了多个原料专
供基地，汇聚世界各地的营养精
粹，构筑起优中选优的营养品联
合国，并建立原料溯源制度。公
司以全球原料的品质优势战略，
在产品普遍同质化中形成品质差
异化的核心竞争力。

汤臣倍健研发“一键化胶”技术

全球率先攻克软胶囊黏连难题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昨
日上午，由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投
资兴建的九洲中心观光塔举行奠
基仪式，同时也拉开了九洲湾项
目的建设序幕，十余辆大型施工
车辆在仪式后启动作业，轰轰作
响。据悉，九洲中心观光塔建设
高度将超过300米，在顶层设置
观光平台打造珠海城市会客厅。

自2015年 10月 30日九洲
港货运码头关闭后，九洲港片区
的改造升级一直备受关注。据介
绍，九洲湾项目已纳入我市重点
项目，拟投资近180亿元，总建筑
面积逾70万平方米，包含世界品
牌旗舰商业群、奢华酒店、甲级写
字楼、国际顶级公寓、游艇俱乐
部、交通枢纽等功能。项目以国
际主流的低碳环保理念、创新的
设计和超前的空间布局，为市民
提供集商务、休闲、生活、娱乐为
一体的综合服务，助力珠海加快
建设独具特色令人向往的大湾区
魅力之城。

其中，建设高度超过300米
的九洲中心观光塔将被打造成珠
海城市门户和地标，其顶层将设
置观光平台，打造成珠海的城市
会客厅。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
看港珠澳大桥，俯瞰珠海城市风
貌，是领略珠海山海相拥、陆岛相
望美景的最佳场所。

此外，九洲湾项目还包括建
设九洲港国际海洋文化中心、海
上嘉年华，重建九洲港客运口岸
中心等子项目。值得一提的是，
九洲港国际海洋文化中心作为南
中国海首个航海文化主题的社交
化综合体，将打造游艇帆船主体
生活方式体验平台。

从项目规划方案来看，为凸
显珠海“山海相拥，陆岛相望”的
生态之美，设置了下沉式广场、下
穿隧道、景观连廊、人车分流、区
域内自动穿梭巴士等设施力求让

视野更通透，化解交通瓶颈，将更
多公共空间留给市民休憩。

九洲控股集团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对标世界顶级标准，全面提
升项目品质，把九洲湾项目打造
成颜值、气质、内涵并重的一流精
品。项目建成后，九洲湾片区将
成为珠海中心城区水上交通门户

枢纽、滨海高档居住社区，粤港
澳大湾区文旅产业基地和旅游
目的地。

据了解，九洲湾更新项
目、文旅项目将于今年起陆续
动工，自2021年陆续投入使
用，项目建设期计划持续至
2027年。

九洲中心观光塔动工
楼高超300米，将成珠海新地标

□本报记者 廖明山
见习记者 王晓君

送春联、看影展、游园会……
新春佳节，担杆镇文化中心活动
丰富多彩，居民和游客在这里享
受文化大餐，度过了一个欢乐的
春节。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往分散的活动场所现在都集中
到了一起，让海岛居民和游客能
够享受到一站式的便捷服务。

功能集中活动丰富多彩

为了丰富海岛生活，文化中
心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集体活
动，比如篮球赛、拔河比赛、趣味
运动赛等。今年春节，该中心也
组织了几场新春活动。“年前，中
心组织了一次迎新春送春联活
动，邀请了珠海市硬笔书法协会
的书法家们，为岛上居民及游客
送出200余副春联。”该活动广
受居民好评。大年初一，文化中
心举办了“金猪送福迎新春”游
园活动，同时在元宵节前持续开
展“大美担杆·风情海岛”摄影
展，多彩的活动丰富了居民及游
客的文体生活。

吕先生是岛上土生土长的居

民，退休在家，他平时除了钓鱼，
最大的爱好就是到文化中心活
动。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的孙
子在香洲区上学，每逢周末或者
节假日回来，吕先生都会带孙子
到文化中心打乒乓球。”

最初的文化中心，是文化站
与广播站的简单结合,不仅规模
小，而且距离其他文娱场所较
远，“想要多体验几个活动就得
跑来跑去，十分不便。”据担杆镇
文化中心负责人回忆，上世纪90
年代，岛上虽然有录像放映厅、
电子游乐室、溜冰场、台球场等
场所，但相距较远，且均为收费
服务。2007年，才在原有的篮球
场和露天舞台的位置，兴建起这

座建筑面积达2500平方米、集
科教展览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中
心大楼。

经过整合，现在的文化中
心书画室、舞蹈室、音乐室、健
身室、图书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后续还将新增电影院等设施。
很多居民都喜欢下班后到这里
打篮球、乒乓球，这也是文化中
心最热闹的时候。

根据地域特点开展活动

担杆镇常住人口约2000
人，每年上岛游客超过30万人
次。文化中心充分发挥了海岛
文化的教育、娱乐功能，提高了
居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

文化中心负责人表示，中
心根据海岛地域特点，开展的
文化宣传侧重体现传统文化、
军营文化、外来工文化等与海
岛息息相关的内容，同时大力
宣传文明道德风尚。

每逢担杆镇重大节日，文
化中心都会举办一些富有海岛
特色的文化活动，如“春节游
园”、三月初三“北帝诞”等。文
化中心还与驻岛部队开展共建
活动，如“八一”军地联欢会、

“学雷锋，树新风”争做优秀战
士、“驻岛·爱岛·守岛”演讲等
活动。由于海岛外来人口居
多，文化中心也成为他们学习、
娱乐的好去处。文化中心不定
期开展球类比赛、游园、展览及
有奖知识问答等活动，年均放
映优秀电影36场，各功能室每
周开放56个小时以上，深受外
来务工人员的好评。

据悉，担杆镇文化中心目
前已创办文体社团10个，此
外还有民间自发团队4个、文
化志愿队伍1支。这些文化队
伍在文明海岛创建、活跃海岛
文化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
2007年以来，这些社团参与的
综合性大型活动22次；举办
单项性文化活动（比赛、培训、
展览、电影等）430余次；年均
组织文艺创作、舞台演出作品
20多件；年均举办文体培圳班
100多课时。

依托地域特色提供一站式文化娱乐服务

海岛文化站 精彩一箩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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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功能齐全、活动丰富多彩。 担杆镇文化中心供图

珠海九洲中心观光塔规划效果图。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供图

九洲中心观光塔

建设高度：超过300米
亮点：顶层将设置观光平

台，打造成为珠海的城市会客
厅。

九洲湾项目

建设内容：除了九洲中心
观光塔，还包括建设九洲港国
际海洋文化中心、海上嘉年
华，重建九洲港客运口岸中心
等子项目。

亮点：九洲港国际海洋文
化中心作为南中国海首个航
海文化主题的社交化综合体，
将打造游艇帆船主体生活方
式体验平台。

时间表

九洲湾更新项目、文旅项
目今年起陆续动工，自2021年
陆续投入使用，项目建设期计
划持续至202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