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羊羊在一次聚会中拍下美羊羊的照片，将照片丑化后上传到了网络，请问喜羊羊的行为是否侵害了美羊
羊的肖像权？”5月28日上午，金湾区红旗镇三板村法治文化书屋内，红旗司法所工作人员将民法典中的案例改
编为喜羊羊系列小故事，有趣的宣讲方式引得现场小朋友争相抢答。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作为新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今年5月28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两周年，今年5月是全国第二个民法典主题宣传
月。连日来，金湾区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宣传主题，以“民法典进农村”为重点，持续掀起学习宣传热潮，
推动形成人人学习民法典、事事依靠民法典的法治风尚。

金湾区持续推动民法典精神在基层生根发芽

“民法”深入人心“典”亮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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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在哪里，民法典普法就开
展到哪里。不仅仅在农村，今年以
来，金湾区各级各部门以民法典进
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
位、进军营、进网络活动为载体，在
全区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宣传
教育活动。

按照小型、分散原则，金湾在全区
策划了各类特色鲜明的“民法典+N”
活动，推动普法责任单位开展形式新
颖活泼的宣传活动。同时，民法典也
被列入全区4000多名领导干部年度
学法必修课，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和年度工作要点。

聚焦让群众愿意听、用得上，覆盖
全民的民法典宣讲活动也在持续展

开。据悉，金湾区已组建民法典讲师
团，通过讲授灌输、案例剖析、场景模
拟等多种方式，分批次开展民法典宣
讲活动，使民法典普法成规模、成声
势。如在推动民法典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同行的过程中，金湾区就利用村居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举办专题法治讲
座、开展“画说民法典”DIY涂色游戏，
通过寓教于乐形式轻松开展普法教
育。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金
湾区还巧借“防疫一米线”打造“普
法风景线”，制作了 25套“民法典”
特色一米线在区市民服务中心、文
体中心、企业、中小学等核酸检测
或人员密集场所张贴，使单调的一

米线变成群众学习民法典的“知识
库”。

此外，金湾区还在全区34所中小
学中开展了“小金说法·法治朗诵”视
频征集活动，推动青少年做民法典学
习者、思考者、传播者。中小学、高校
通过主题班会、法治宣讲、模拟法庭等
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民法典法治教育
氛围。

在各类法治的宣传阵地上，民法
典宣传也巧妙地融入其中，2条在建
碧道中增加大量民法典法治元素，利
用户外LED屏播放民法典宣传视频，
充分利用法治公园和长廊、公交专列、
公交站牌、窗口服务单位等宣传载体，
投放各类法律资料，畅通普法宣传的

“最后一米”。
依托新媒体，金湾区还组织开展

了内容灵动活泼的网上宣传，用文字、
图片、视频、漫画等多种形式，讲述民
法典精神，让民法典宣传实效惠民。
比如，南水镇利用微信公众号、居民微
信群等平台推送民法典相关知识，并
推出《漫说民法典》、《法治漫画系列短
剧》等民法典普法专栏，打造“线上+
线下”的法治宣传模式，进一步扩大民
法典宣传覆盖面。

此外，金湾区还汇聚起区内的社
会组织力量，定期向社工推送普法案
例、知识点及疑难解答，以点带面辐
射，把民法典宣传带到全区各类服务
对象中去。

搭起联动大舞台

以全方位普法培育法治文化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5 月 27
日，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商学院第五届
政校企精准对接会成功举办。广科院、香
洲区相关领导，以及香洲区23家重点产
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参加了本次对接会。

活动期间，参会企业详细介绍了公司
的发展历程和人才需求，校企双方就合作
成立订单班达成合作意向，计划定向培养
一批专业技术过硬、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
人才，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珠
海有限公司等企业与学校签署合作协议。

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并非个例。据
广科院商学院副院长刘电威介绍，近年该
学院在人才培养及校企合作方面探索新
模式，近5年开设项目班、订单班共计70
余个，服务企业50余家，服务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服务广东制造大省和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
“商学院近年来精准对接珠海重点产

业企业的电商发展需求，搭建校企合作平
台，服务珠海电子商务产业创新发展取得
实效。”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黄
仕初表示，面对珠海市的产业发展热潮，学
校将充分发挥聚合资源的能力优势，聚焦
服务珠海区域经济发展，持续推进校企合
作，协同培养更多技术技能型人才。

近年来，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商学
院坚持以专业群建设为核心，以产教融合
为主线，不断创新校企合作机制，打造电商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与创新服务高地。
记者了解到，此次与香洲区政协合办的精
准对接会，是该校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
周”期间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搭建政校企
对接交流平台，赋能珠海产业发展。

政校企三方联动 培养电子商务人才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广东
省人民政府发布《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
五”规划》，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珠海深能洪湾电力二期建设项目顺利
纳入广东省能源“十四五”规划重点项
目。中国海油积极响应保障电力供应决
策部署，依托其旗下气电集团所辖管道网
线，全力推进洪湾电力二期项目建设。

据介绍，珠海洪湾电力二期项目计划
扩建两套400MW（F）级燃气-蒸汽联合循
环热电联产机组，预计年售电量约40亿千
瓦时，年供热量800万吉焦。发电所需的
中国海油南海天然气及进口LNG资源将

从高栏港登陆，并通过中海油下属气电集
团广东管道所辖珠海-中山天然气管道一
期工程洪湾支线源源不断地供应至电厂。

该项目已于2022年2月顺利通过珠
海市发改局核准，并于今年3月开工建
设，项目投产后，中国海油每年将为其供
应天然气近10亿立方米。天然气发电享
有“绿色”电力的美誉，珠海洪湾电厂二期
项目投产后，不仅能用广东省电力供应保
障和应急调峰储备能力，进一步提升珠澳
地区电力供应安全，还将使用清洁能源点
亮万家灯火，对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
减碳，改善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5 月 27
日，由红旗镇园区党群服务中心主办的

“面对面·话未来·谋发展”第一期红色沙
龙活动顺利开展。联港工业园区智能制
造、工业生产等领域近20名企业代表齐
聚一堂，聊心声、话发展、谋对策，共同探
讨产业发展路径。

活动现场，金湾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
局、金湾区金融服务中心、金湾区职业训练
指导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为企业代表提供
了政策解读和有关问题咨询解答，帮助企
业以“政策创新”赋能“产业升级”。

其后，各企业代表对目前党建赋能产
业创新情况、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现状等方
面内容进行探讨和建言献策，并结合企业
间加强供应链合作及资源共享等相关议
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珠海金士能
科技有限公司与珠海市祥博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通过交流，挖掘了双方生态合作与
资源整合的契合点，并开展了进一步战略
合作方向的探讨。

“此次沙龙的举办有利于整合产业资
源，促进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
搭建起企业与党委政府之间、行业与行业
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
凝聚行业力量，解决企业诉求，推动产业
发展。”会后，一位与会企业代表说道。

据介绍，“红色沙龙”活动是红旗镇园
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的全新党建品牌活
动，旨在通过小范围的圈层活动，构建企
业之间深入沟通合作的平台，推动信息共
享和资源整合，促进产业链整合创新，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吸引更多
的行业领军企业选址金湾区，落户联港工
业园区，形成良好的产业协同氛围，融入
金湾区“产业第一”发展大局。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珠海艺术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与斗
门区獭山村村委会签订文旅项目定位策
划及规划设计（一期）协议。据了解，通过
该项目，獭山村可以享受到高校的文旅战
略规划与落地服务，而高校学生将得到将
所学用于实践的机会。

“我们艺术设计学院是三灶竹草编织
的非遗传承基地，有很多设计理念可以融入
到农产品的包装设计中去，当然，这只是项
目很小的一部分。”该校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陈南珠告诉记者。据介绍，在该校村合作项
目中，陈南珠将带领该校艺术设计与文化旅
游专业的师生团队，帮助獭山村进行农村特
色品牌的打造，内容小至农产品包装设计，
大至战略定位与产业提升发展规划，以求为
獭山村的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持。

“此次我校与獭山村的校村合作项
目，正是我校充分发挥专业人才优势，服
务地方乡村振兴的一次积极尝试，我们期
待着这个合作项目，能够结出美好的果
实！”珠海艺术职业学院校长叶深南说。

红色沙龙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为乡村振兴送去高校力量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与獭山村签署校村合作协议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28日上午，由金湾区司法局、区
图书馆、红旗镇三板村联合打造的村
居法治文化书屋在三板村文化活动中
心正式启用。这是全市首个村级法治
文化书屋。

这间建在村民家门口的法治文化
书屋设有法治书籍专栏、普法壁画等，
宽敞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800多册
法律类书籍。值得一提的是，书屋旁
的三板村党群服务中心就是法律顾问
室。在这里，村民不仅能查阅到现行
的法律法规，还有专业的律师解答法
律问题。“法治文化书屋集多种功能于
一身，不只是简单的阅读场所。它将
通过举办读书分享、法律咨询、普法讲
座直播等活动，提供不同的法律服务，
满足村民多元法治需求，展现新农村

风貌。”金湾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当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
题法治宣传活动在三板村法治文化书
屋同步举行。红旗司法所工作人员把
民法典中的部分案例改编为喜羊羊系
列小故事，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为三板村
的孩子们普及法律知识。孩子们还在
社工的引导下，共同创作了“知法 懂
法 守法”彩绘宣传画，争做普法小达人。

改变过去政府部门“一人主讲”的
法治宣传局面，推动社会力量“共同发
声”，是金湾区推动民法典家喻户晓的
创新探索。去年8月，金湾区全面启
动“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一支穿着
红马甲在村中普法的“法律明白人”队
伍逐步建立，三板村党总支书记周卫

红便是其中一员。
“法律明白人”是村民的身边人，

不仅与村民有感情纽带维系，懂地方
方言，还熟悉村里的事务和村民的情
况，了解村民的需求，知晓相关问题或
纠纷的实质，更容易取得各方信任，以
村民的身份影响其他村民。记者了解
到，作为广东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三板村目前已有9名“法律明白
人”，其中2名为“法治带头人”，涵盖
党员、村干部、网格员、人民调解员、村
民小组长、退役军人等多个群体。

“引导村民学好法律，不仅能更好
地保护自身权益，还能制止身边违法
行为。去年，我们以民法典为依据修
订了村规民约，村民人手一册。”周卫
红告诉记者，通过近年来对民法典等

法律法规的大力宣传，村民们已逐步
养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有效促进
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板村的变化正是金湾区通过
“民法典进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真实
写照。结合“民法典宣传月”和农村学
法用法实际需求，金湾区不仅在村（社
区）公共活动场所设置民法典宣传栏、
张贴民法典宣传海报、推动民法典和
法治元素融入村（社区）文化广场和公
园、因地制宜建设法治书屋等普法新
阵地，还将“法律明白人”、村（社区）法
律顾问等力量动员起来，以“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创建为契机，引导农民
以民法典为依据，对村规民约进行修
改完善，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拓展普法新阵地

以高质量普法助推乡村振兴

珠海洪湾电力二期项目计划扩建

年售电量约40亿千瓦时

“红色沙龙”共话产业发展

党群共建探寻发展新机遇

中国海油气电集团广东管道输气站。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市民在民法典普法宣传栏前学习。

红旗镇三板村村居法治文化书屋举行“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主题法
治宣传活动。

南水司法所开展“民法典进农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