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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新年
见习记者 张景璐

“2017年是最难的一年，对我
来说也是最难忘的一年。虽然因为
工作太忙错过了女儿的成长，但是
我悉心照料的每一个工程都已完美
投产。”当谈起过往完成的工程建设
时，南方电网广东珠海香洲供电局
工程建设部主任助理李文晖的脸上
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身为两个孩子爸爸的李文晖，
是一位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埋头苦
干、任劳任怨的共产党员、基层劳动
者，参加工作13年来，先后累计获
先进个人表彰8次，被同事亲切地
称为工程一线的“老黄牛”。

山坡开槽，“穿针引线”2.3公里

2017年上半年，珠海香洲供电
局接到了“建设大万山岛微电网、完
成海岛边防供电”的军令状，李文晖
成为该项目的负责人。

与城区隔海相望的万山岛山
峦起伏，从山脚往山顶的道路坡陡
弯大，加之海岛天气潮湿、地质条
件复杂，在海岛电网建设零经验的
基础上，电缆的铺设难度相当大。
因此，电缆铺设前，需要寻找可供
电缆铺设的路径，人工开掘一条电
缆沟。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就成了路。在荆棘满地的万山岛
上，我带着同事踩出了一条5公里
的山路。”2017年5月底，通过不断
勘察优化路径，李文晖最终确定了
全长2.3公里的线路方案。

项目于2017年 7月底正式开
工。由于山上道路崎岖、坡度较陡，
无法运用大型开挖设备施工，所有
的电缆沟都是人工用手工风炮机开
凿。“有时，遇到整条路都是坚硬的
岩石，开掘起来相当艰难。”李文晖
说。

为了保证工期，李文晖拉着行
李箱驻岛开展工作，带着岛上铺设
电缆的施工人员，用了十多天时间，
终于将电缆安全地埋在了全长2.3

公里的山体内。“整个过程如同在山体
的石缝里‘穿针引线’。”回想起当初的
施工情景，李文晖笑称：“事实证明，办
法总比困难多。”

海上惊险漂流两小时

在担杆岛的新能源微电网建设项
目中，李文晖和同伴都经历了生与死
的考验。

担杆岛是珠海的另一个岛屿，地
理位置比万山岛更加偏远，开发程度
低，电缆沟的铺设，同样需要工作人员
提前去踩点勘查。

从香洲去万山岛有客船往返，但
是来往担杆岛的航班非常少，一周只
有两趟往返，通常当日到达，次日返
航。对像李文晖这样的工作人员来
说，误了航班是经常的事。

据李文晖的同事陈勇回忆，2018
年5月的一次返程，李文晖和同事辗
转于途经补给的部队船、接驳冲锋快
艇和大巴，从早晨6时到傍晚6时，历
时12个小时才从担杆岛回到珠海。

“这样的乘船，只是花了很长的时
间。可怕的是途中遇到特殊情况，可

以说是死里逃生。”李文晖说，曾经
有一次，他们乘坐的冲锋艇行至海
中间，冲锋艇的螺旋桨叶被海上垃
圾缠住了，无法运转。失去了动力
的冲锋艇在海上如同一叶孤舟随风
漂流，而且当时的冲锋艇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风浪也很大，随行的同事
开始绝望了。

情急之下，李文晖一边安慰随
行的同事，一边配合船长用身边现
有的刀片等工具将缠绕的垃圾割
断。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漂流的
冲锋艇又重新恢复了动力，开始回
到既定的航道。”回想起这次经历，
李文晖仍然心有余悸。

“绝不让问题留到明天”

2018年12月25日，世界规模
最大的多端交直流混合柔性配网互
联工程在珠海唐家湾成功投运。他
的同事说：“这个工程，身为项目经
理的李文晖可没少操心。”

为积极探索能源互联网建设新
方向，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于
2017年初开始筹建，在珠海唐家湾

落地建设“支持能源消费革命的城
市-园区双级‘互联网+’智慧能源
示范项目”。

2018 年 9 月初，主体工程封
顶后，项目进入紧张的电气设备安
装环节。“任何一项新设备的投用，
都要求苛刻的运行环境。”李文晖
回忆说，因为牵涉的部门颇多，两
个月来，自己一直周旋于运行、系
统、继保、通信、营销、参建单位等
多个专业领域之间，进行繁琐复
杂的协调工作。

在设备调试过程中，有一套换
流阀满足不了带电启动工作要求。

“换流阀启动的问题不解决，其它设
施无法进行测试。”李文晖获知后，
立即召集局内专业技术小组、调试
人员、厂家技术员集中办公，经过几
个晚上的努力，换流阀的问题得以
解决。

“当天事当天毕，绝不能把问题
留到第二天，否则将影响整体工
期。”在李文晖的带领下，该项目不
但如期完工，而且还获得了“南网优
秀设计奖”。

南方电网广东珠海香洲供电局工程建设部主任助理李文晖：

工程一线的“老黄牛”

李文晖（左一）在公交巴士海虹站进行充电桩项目验收工作。 通讯员 朱甸 摄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13
日，市公安局召开“新时代珠海警队
之星”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评选
活动有关情况。经过一年多的评
选，20名优秀民警脱颖而出，获评

“新时代珠海警队之星”。
据悉，自去年5月以来，全市公

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省公安厅
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组织
开展了“新时代珠海警队之星”评选
宣传活动，发掘宣传新时代不断追
求卓越的强将、尖兵、专家、达人。
全市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广泛动员，
推荐了46名候选人。

在此基础上，市公安局通过“初
心·使命”珠海警察故事主题讲述
会、《珠海特区报》等载体集中发布
宣传候选人事迹；依托“珠海警队风
采”等微信公众号开展网上点赞投
票，吸引了19.7万人次浏览，赢得
204.2万次点赞；在机关、企业、学
校、社区张贴展播候选人宣传海报
和宣传短片，此外，还组织部分候选

人参与省公安厅组织的亮相、走访、交
流活动，进一步扩大宣传效应。

近期，市公安局综合网上投票等

情况，对候选对象进行了深入考察，
广泛征求了纪检、监察、法制、督察、
信访和相关部门意见，评选出20名

“新时代珠海警队之星”。他们个个
身怀绝技，人人实干创新，当中既有
技术侦查领域的高手、扎根基层快
速抓捕嫌犯的尖兵，又有嫉恶如仇
的黑恶克星、迅速识别套牌车的打
假高手，也有技压群雄的“训犬达
人”。

下一步，全市公安民警将以“新
时代珠海警队之星”为榜样，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公安工作
会议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崇尚先进、
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始终做到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以铁一
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
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
作风，推动新时代珠海公安工作走
在全省、全国前列，以更加优异的成
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当天，市公安局还向媒体推介
了历时一个多月创作的MV主题
曲《我和我的祖国》，唱响了珠海公
安对祖国真挚热爱的家国情怀，展
现了珠海公安饱满的精神面貌。

个个身怀绝技 人人实干创新

20名“新时代珠海警队之星”出炉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13
日下午，市政协开展“三走进三
服务”委员联系服务群众专题沙
龙活动。市政协副主席彭洪参加
活动。

今年7月，市政协党组制定了
《创新委员履职方式、开展“三走
进三服务”委员联系服务群众工
作方案》，让政协委员走进群众、
服务民生，走进社区、服务基层，
走进企业、服务发展。联系服务
方式包括开展上门服务、参加公
益活动、开展界别活动、建立联系
机制。

彭洪表示，此次专题沙龙活动，
就是让政协委员走进企业，了解企
业发展情况及所遇到的困难，助力
企业发展。

活动上，市政协常委胡可介绍
了赴深圳参加国家发改委法规司主
持召开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
意见专题会议的情况，市政协委员
张金宝介绍和分享了设立“委员工
作室”的情况。与会市政协委员、企
业家，围绕委员创新履职方式、优化
营商环境提出了不少具有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

据介绍，今年6月29日，张金
宝建立委员工作室，将履职从“两
会”延伸到日常，拓宽了委员履职领
域，履职内涵更为丰富，促进了委员
联系基层工作日常化。

沙龙活动还邀请了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组织教育委员
会常委、世界联合大学副校长杨
思卓做第三代领导力专题讲座。

市政协开展委员“三走进三服务”活动

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言献策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13日，
普米斯生物技术（珠海）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正式启用。该研发中心位于
高新区中电高科技产业园，面积逾
4200平方米，现已完成场地装修及
设备安装、调试，将迅速投入各项创
新药的研发工作。

据介绍，去年8月正式落户高
新区的普米斯是一家创新型生物
医药研发企业，公司核心团队在
高端生物药开发及产业化方面拥
有平均超过15年的丰富经验，参
与研发的新药项目超过40个，已
上市品种年销售总额超过200亿
美元。目前，普米斯重点聚焦恶
性肿瘤及代谢疾病领域，自主研
发新一代双靶点抗体药物，推进
超过 10 个国家一类生物新药项
目，预期2023年营业收入将突破
30亿元。

今年6月，普米斯宣布完成超
过 1 亿元的 Pre-A 轮融资，这也
是继2018年由华金资本、珠海高
科创投及弘晖资本联合投资的1.8
亿元天使轮融资后，普米斯完成
的第二轮融资。同时，普米斯与
珠海高新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协
议，得到了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扶
持和服务保障。

据了解，除了此次投入使用
的珠海研发中心外，普米斯还在
香港、苏州两地设有研发实验室，
希望更好地推动优势资源协同配
合，共同开展抗体药物的研究工
作。“我们希望乘着粤港澳大湾区
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东风，
加快开发出疗效优、质量高的创
新生物药，努力发展成为国内领
先的生物制药公司。”普米斯总裁
刘晓林表示。

普米斯生物技术（珠海）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启用

加快开发创新生物药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通讯员杨
小江报道：记者13日从交警部门获
悉，因鹤港高速公路工程施工需要，
珠海大道交江珠高速公路路口2019
年8月13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
间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封闭原珠海
大道交江珠高速公路红绿灯路口，
启用西侧20米处的新红绿灯路口。

据悉，珠海大道日均车流量处
于饱和状态，每天早晚高峰期的车
流非常繁忙。鹤港高速公路的建
成，将极大缓解珠海大道交通流量
不断增长的压力。为了避免施工时
对原有道路的影响，珠海大道交江
珠高速公路红绿灯路口8月13日
起正式封闭，进出江珠高速公路的

车辆沿路口西侧双向四车道的临时
便道通行。

此外，斗门区中兴路大信新都
汇路口也有交通组织调整。调整
时间为8月10日起每个周末及节
假日，调整路段为斗门区中兴路大
信新都汇，调整措施为中兴路南往
北和北往南方向的车流禁止左转
和调头；渡江路东西方向的车流禁
止直行，只能左右转弯。交警提醒
自驾去大信新都汇的驾驶员，尽量
从桥北二路进入大信新都汇地下
停车场。此外，早上10时至晚上8
时，滨江路交渡江路路口至滨江路
交港霞路路口路段，道路两侧禁止
停车。

珠海大道交江珠高速路口交通管制
斗门区中兴路大信新都汇路口交通组织调整

□本报记者 陈新年

13日下午3时许，香洲公交总
站的两个候车大厅分别成了义诊现
场和健康讲堂。来自公交集团香洲
巴士分公司的200多名公交司机聚
集一堂，有的在聆听脊柱专家陈茂
水的健康讲座，有的排队接受其他
专家的义诊。

“做了15年公交司机，第一次
享受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的义诊服
务。专家们不但给我们传授保健知
识，而且还给我们诊疗，真是太好
了。”活动现场，刚刚下班前来接受
义诊的32路司机林文裕乐呵呵地
告诉记者，听说这次有专家上门义
诊，他下班后就直接过来了。

参加本次“送健康进公交”活动
的医生是来自广东中医院珠海医院
的8位知名专家，分别在脊柱科、肝
病科、内分泌科、妇科、康复科、消化
科等不同科室从事多年的诊疗工作。

“为公交司机的健康保驾护航，

我们愿意！”副院长杨仁轩表示，该院
计划用两个月时间，通过普及健康教
育知识、巡回义诊等方式，让广大公交
驾驶员形成良好的保健意识，并根据

体检结果，开展针对性的专题诊疗
服务。

在脊柱专家义诊台，公交司机
彭先生称，由于长期坐在驾驶台上

开车，平时又缺乏锻炼，很多人都患
上了肩周炎和腰椎病，希望专家给
一个好的保健方案。在仔细问询和
寻找痛点后，治未病中心专家成杰
辉告诉他，肩周炎和腰椎病都是长
期的不正确姿势引起的，因此，患上
了该疾病的司机患者，驾驶的时候
要注意坐姿，离开驾驶台以后，一定
要记得锻炼。

据了解，1979年 7月份，我市
成立了公交巴士公司。经过40年
的发展，公交巴士公司由最初的2
台公交车发展到现在的2300多台，
公交车驾驶员由当初的6人发展到
现在的5000人，公交线路由当初的
1条线路发展到现在的203条。目
前，每天服务的乘客达110万人次。

“为了市民的出行，许多公交司
机都患上了肩颈腰腿痛的职业病，我
们医务人员有责任为公交司机提供
义诊服务。”当天下午的活动中，市卫
生健康局局长徐超龙的发言赢得了
现场200多名公交司机的热烈掌声。

“为公交司机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愿意！”
广东中医院珠海医院开展“送健康进公交”活动

专家为公交司机义诊。 本报记者 吴长赋 实习生 郭宏政 摄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13日，
全省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小企业民营经
济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
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规定，总结经验、找准问题，研究部
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
作部署，进一步增强做好中小企业
民营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
使命感，提升担当能力、作为能力，
以更有力、更有效的举措支持企业
健康平稳发展。要加快建设省中
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构建全省统
一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立企
业融资诉求快速响应机制，真正实
现“融资易”。要认真落实国家减
税降费工作部署要求，确保企业税
负只降不增，大力降低我省中小企
业用地、用电、用气等方面成本，最
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真正实现

“负担轻”。要强化企业创新服务
平台建设，加快培育一批创新型中
小企业，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小升
规”和技术改造，不断激发企业创
新活力和转型动力，真正实现“活
力强”。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的保护，抓好清理拖欠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真正实现“保
护好”。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
度，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为企业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真
正实现“服务优”。

会议强调，促进中小企业民
营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各
地、各部门要创新工作方法，加强
统筹协调，狠抓政策落实，加大靠
前服务力度，营造尊商重商护商
的良好社会氛围，齐心协力推动
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项工作取得
实效。

副市长张宜生及我市相关部门
单位负责人、部分中小企业负责人
在珠海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全省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加快建设省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

“新时代珠海警队之星”

制图：邱耀升

（上接 01 版）米林农场是林芝
市重点国有农垦企业，创建于
1960年，现已成为雅鲁藏布江边
的高原现代农场，处处瓜果飘
香。姚奕生一行实地察看了苹果
种植情况，参观了产品展示厅，听
取了农场发展情况介绍。当了解
到农场通过水果产业带动农牧民
增收明显时，姚奕生强调，要继续
做大优势产业，促进农牧民增收，
同时要推动农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改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和旅游

观光设施，推进多产业融合发展，
提高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农场自
我发展能力。

在林芝期间，姚奕生一行还实
地考察了米林县卫生服务中心、米
林县南伊乡琼林村援藏项目、抵边
安置及军民戍边工作情况。

珠海市领导郭才武，林芝市领
导达瓦、梅家奎、李牧之、徐龙海，米
林县领导黄南荫、周哲文，米林农场
相关负责同志以及珠海市第九批援
藏干部等参加相关活动。

姚奕生带队赴西藏林芝
调研对口支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