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环利用 变废为宝

金湾区加快构建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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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黄锐、
萧永光报道：3月24日下午，市公安局金
湾分局金海岸派出所开门问政，邀请三
灶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综合行政管理办、
综治办、社区、高校、企业、物业及群众代
表等20余人，组织召开了警民恳谈会。

会上，金海岸派出所党支部书记、
所长郑玉国从疫情防范、治安管控、打
击犯罪、服务群众四方面对该派出所
2021年—2022年的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了总结通报，在认真分析存在不足的
基础上，请参会代表畅所欲言，多提宝

贵意见和建议。
参会的代表们一一进行自我介绍

并发言，对金海岸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
忠诚履职、服务群众、守护平安金海岸
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与会人员
结合各自实际，围绕疫情防控、内部安
全防范、反诈宣传、优化警力资源、化解
矛盾纠纷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积极
为金海岸公安的发展进步和队伍建设
建言献策，希望金海岸警队鼓足干劲，
再接再厉，为守护平安金海岸继续努力
奋斗。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版记者 张 洲

“变废为宝”是金湾区内不
少龙头企业参与构建循环经济
的途径之一。记者走访相关企
业获悉，各企业在废弃物综合利
用上下苦功、练真功，通过实施
节能技术改造、发展海上风电、
企业推进光伏发电项目等节能
项目，优化产业结构，从源头上
减少能源消费。

珠海联成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是全球最大的苯酐及增塑剂
制造商联成化科旗下工厂，去年
销售相关产品39万吨，总产值
33亿元。

“单是通过蒸馏残液热能
回收技术改造项目，每年就为
我们减少危废转移1303吨，减
少天然用气量 100 万立方米，
减少碳排放量 2289 吨。”该公
司总经理杨清富告诉记者，
2016年到2021年，该公司在环
保项目投资 9950 万人民币，
2020年度单位GDP能耗、单位
工业增加值能耗数值均远低于
珠海指标。

广东省珠海发电厂有限公
司、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
公司则采用清洁发电技术，实施
燃烧器点火系统改造、气泵再循
环阀控制逻辑优化、优化凝泵自
启停参数等加强机组节能运行的
措施，电力单位产品能耗不断下
降。

而PTA生产企业珠海英力
士化工有限公司自建氧化尾气
热能回收发电装置，可供应工
厂部分正常生产期间的电能需

求，通过转化TOC生产的沼气
有效替代21.3%的天然气消耗，
每年节省能源消耗约2.22万吨
标准煤。

“化工企业转型升级必须
构建内部可循环的产业链，吃
干榨尽资源，才能实现更高质
量的发展。”珠海中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范卫荣向
记者介绍，该企业采用国际领
先工艺，不仅“三废”减少了
90%，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从而形成循环产业链，带动上
下游80亿元-100亿元的产值
空间。

“通过构建和完善循环经
济产业链，我们对强链、补链上
做出了一定的成效，引进了一
批有竞争力、高产值的企业，企
业也实现增产增效。而随着新
材料产业项目逐步落地，集中
供热供汽为各企业各新项目带
来稳定生产与更高效益，形成
循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动
力。”金湾区南水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介绍，接下来，金湾区相
关方面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
将注重产业链的完整性，引进
相应的配套企业，并充分利用
龙头企业、产业骨干企业优势，
以商引商、吸引上下游集聚，重
点引进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
带动性强、附加值高的项目，加
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相互促
进，加快构建和完善循环经济
产业链。

把废料变原料
推动“双碳”战略落地生根

位于金湾区西部、黄茅海东岸的高栏港，巨轮停泊，工厂林立。作为珠海石化、能源、物流产业重点区域，这里曾经让不少
人产生疑问：每天消耗的资源就以吨来计算，会不会污染环境？同样以吨来计算的产业废物又怎么处理？

如今，金湾区为这些问题找到了答案——走出一条以清洁能源利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废物处置、补链招商、港产城融合
发展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

截至2021年，金湾区相关方面已全面完成了优化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构建循环产业链、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污染集
中治理、完善基础设施、加强运营管理等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七大主要任务。

目前，金湾区南水镇已形成以中海福陆等为代表的海工装备循环经济产业链、以英力士化工等为代表的石化循环经济产
业链、以港昇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循环经济产业链、以华丰纸业等为代表的基础产业废物循环利用链、以珠海港股份为
代表的港口物流服务业循环经济产业链五条循环经济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3月28
日，金湾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公布2021年度“最美金湾人”评选结
果，经各镇、各单位推荐、评议、审查和
社会公示，评选出2021年度“最美金湾
人”53名。

其中，彭威等6人获“最美医护人
员”称号、梁坚爽等5人获“最美基层
工作者”称号、史振宇等5人获“最美
警务工作者”称号、蔡祥淼等 5人获

“最美志愿者”称号、王浩明等8人获
“最美新闻工作者”称号、陈金环等8
人获“最美教师”称号、黄小龙等6人
获“最美退役军人”称号、陈荣沛等4
人获“最美城市建设者”称号、李芳等5
人获“最美儿媳”称号、邝碧云1人获

“最美公婆”称号。
据悉，“最美金湾人”评选活动旨在

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先
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金湾区
文明办希望受褒奖的“最美金湾人”珍
惜荣誉、再接再厉，切实发挥榜样表率
作用。

53人获评2021年度“最美金湾人”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为实现
医疗资源利用最大化，进一步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3月28日，全新
的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内一区正式开
科运行。

据悉，全新开放的内一区位于该院
住院楼11楼，由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组
成，现有医护人员29人，其中医生13
人、护理人员 16 人，共开设病床 46
张。内一区环境宽敞温馨，配备有优秀
的医护团队和先进的诊疗设备，以开展
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常见病、多发病的
诊断、治疗和手术为主。

据介绍，该院消化内科可开展胃食
管反流病、食管炎、食管溃疡、食管异
物、急慢性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酒
精性肝病、脂肪肝等消化道疾病常见病
种和消化腺体疾病常见病种的诊疗，并
可开展普通胃肠镜及无痛胃肠镜检查，
胃、结肠早癌筛查，幽门螺杆菌抗原测

定—碳14呼气试验，呼气氢试验—胃
排空试验及小肠细菌过度生长试验等
内镜下诊疗和内镜下手术。

该院内分泌科现为医院重点学
科、区级医学重点专科，能广泛开展内
分泌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尤其
是在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方面，达
到省、市级专科医院治疗水平，通过运
用胰岛素泵对初发2型糖尿病强化进
行治疗，取得显著效果，70%至80%的
患者其受损害的胰岛功能在短期内得
到有效修复。

“此次内一区开科，是珠海市第五
人民医院加快学科建设步伐的重要举
措，对于加强医院专科建设、打造医院
特色品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珠海
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曹治表示，伴随内
一区的正式运行，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总开放床位数已达408张，标志着该院
的建设发展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3月30
日，记者从红旗司法所获悉，自2021年
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开展
以来，该所在红旗镇辖区14个村居遴
选59名“法律明白人”，通过法治讲座
及现场咨询进一步提升群众法治素养，
推动“法律明白人”宣传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让农村“法律明白人”成
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支“生力军”。

据介绍，“法律明白人”是指从辖区
党员群众、村民的“身边人”中，采取组
织遴选及村民自荐的方式选出的一批
讲政治、重公道、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村
民，他们更加熟悉村里的事务和各家各
户的情况，且会讲方言，更容易与村民
建立沟通纽带。

为帮助“法律明白人”做好履职准
备，红旗司法所以新任“法律明白人”为
对象，邀请辖区法律顾问用粤语为基层
干部授课交流，以身边的人物和事例进

行鲜活的讲解。此外，该所组织村居法
律顾问及“法律明白人”在村居开展主
题为“‘法律明白人’让法治乡村建设更

‘明白’”的现场法治宣传活动，耐心细
致解答群众的法律问题，教育群众如何
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
权益。据统计，自“法律明白人”培养工
程实施以来，红旗司法所共开展法治宣
传活动30余场次，发放法治宣传材料
35000余份，受教育人员遍及全镇各村
居。

与此同时，由驻村居律师顾问指导
村居“两委”干部、村（社区）“法律明白
人”参与村规民约的修订，确保村规民
约的内容合法合规，不得侵犯国家、集
体利益和群众合法权益，并引导“法律
明白人”带领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树立积极向上的村风
民风，着力补齐基层依法治理短板，提
升基层治理实效。

红旗司法所遴选59名“法律明白人”

提升群众法治素养

全新开放的内一区由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组成。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派出所开门问政
守护平安金海岸

3月24日，
市公安局金湾
分局金海岸派
出所开门问政，
组织召开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
警民恳谈会。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市五院内一区开科运行
开展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常见病诊疗

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
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
源化”为原则，其基本特征是低消耗、
低排放、高效率。如何对金湾区已经
形成的产业进行循环化改造是金湾区
构建和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的首要思
考问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循环化改造
实施期间，金湾区相关部门立足现有
产业现状，整合辖区内各类资源，以
产品链和供应链为主导，以现状拥有
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为核心，优
化、构建产业共生网络，实现资源高
效利用，并通过关键项目建设、企业
内部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延长产业

链、开展废物循环利用等方式，在南
水镇重点构建完善海工装备循环经
济产业链、石化循环经济产业链、清
洁能源循环经济产业链、电力、钢铁、
造纸等基础产业废物循环利用链，发
展港口物流服务业提供循环经济服
务网络。

以石油化工产业为例，金湾区以
港口物流为依托，以产业集群和规模
发展为优势，在做大做强石化产业的
同时，对该产业进行循环化改造。其
中，改造主要为填补上游源头和中间
关键环节，发展下游深加工产业，以产
品为主线纵向延伸产业链条，引入重
要产业环节的相关企业，促进企业之

间的互补互通，构建辖区内企业产品
物流链网，发展资源高效利用、物流成
本较低、产品附加值高、竞争力凸显的
园区化工循环经济链。

此外，金湾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出台石油化工基地石化产业发展
路径规划，对于石化循环经济提出产
业政策和发展规划，规划科学合理的
产业体系，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支持和
鼓励石化产业循环化改造建设。

当前，以长兴化工、联成化学等项
目为核心，打造增塑剂-合成树脂改
性-涂料、胶粘剂的合成树脂产业链
和以PTA为龙头，分别向上下游延

伸，形成二甲苯-精对苯二甲酸
（PTA）-聚酯（PET）的PTA上下游延
伸产业链已经成为金湾区石化产业主
要循环经济产业链，并以形成产业聚
集效应。

而在以“润滑油-添加剂-废润滑
油回收”为核心的润滑油产业链中，金
湾区形成了以壳牌润滑油和美国路博
润润滑油添加剂为龙头的润滑油产业
链，其中龙头项目壳牌润滑油的生产
规模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使得金
湾区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润滑油生产
基地。同时，珠海精润石化建成废润
滑油综合利用及深加工项目，形成完
整的产业链。

整合各类资源 循环利用做大做强产业链

位于金湾区西部、黄茅海东岸的高栏港，巨轮停泊，工厂林立。成为珠海石化、能源、物流产业重点区域。

珠海中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珠海联成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