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月13
日，记者从金湾区平沙镇了解到，“平
沙5G+数字云店”小程序已于近期上
线，吸引了平沙镇16家农业企业携各
自的农产好货进驻。该平台由金湾区
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指导，平沙镇携手
镇内各农业企业所共同打造，旨在整
合镇内各特色农产品的销售需求，打
造一条高效传播的销售渠道，赋能镇
内农产品高效销售。

记者在登陆该网店后发现，进驻
的16家企业不仅包括永呈园艺、夏场
长、乡意浓等知名农业企业，也有明顺
酒业、花时代等近年来成长迅速的本
土企业。优质的企业资源，保障了货
源的质量，也丰富了市民的选择。记
者登陆线上销售平台后看到，正在进
行线上销售的平沙好物，不仅包括金
钻凤梨等水果，还有蝴蝶兰、香水莲花
等特色农作物。

据该平台的开发商、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负责人
介绍，该平台的使用将极大地便利商
家及消费者。一方面，该平台能帮助
企业高效管理预约订单，分析经营数
据，相较于以往仅依靠朋友圈的私域
流量，有了更多的传播渠道与选择。
另一方面，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的菜单界面，轻松浏览各类平沙好物，
不需要单独联系农户。

记者了解到，不少瓜果开始进入
成熟季。为此，该平台已做好充足的
准备，随时准备上线一批新鲜的平沙
好物。“由于瓜果、花卉等农产品的销
售，都是季节性、周期性的，以往依靠
朋友圈卖水果，很难形成规模效
应。”平沙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采用线

上平台后市民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便
利农产品的销售。

该平台选择在近期上线，与此前
的暴雨灾情也有关联。据介绍，5月
中旬的暴雨灾情，对平沙的农业企业，
普遍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为赶上
今年夏季的销售旺季，平沙镇将重点
依托该平台，上线一批优质农产品，重
振产品销售的热度。此前，平沙镇帮

助受灾的西瓜种植户进行线上推广，
收获了不错的社会反响。这也更加坚
定了平沙镇做好农产销售推广的信
心。“平沙的特色农产将得到更多人的
青睐。”不少农户在受访时表示。

“现在我们的金钻凤梨已经登陆线
上平台，并获得了不错的销量。”银基水
果园负责人戴凤舞向记者介绍，他们是
第一批选择入驻平台的农业企业。他
们选种的优质金钻凤梨，已于近期陆续
成熟。这些凤梨与一般的菠萝不同，外
表无刺、果肉软糯、无需浸泡盐水即可
食用，甜度更是达到16度以上，口感非
常突出。“除了凤梨，莲雾也上市在即！
希望能通过线上平台，吸引更多人关注
我们的产品！”戴凤舞对记者说道。

而在不远处的夏场长特优水果
园，该地种植的凤梨、葡萄等也即将成
熟。其中，备受期待的阳光玫瑰葡萄，
将于近两周内正式上市。作为水果界
的“爱马仕”，阳光玫瑰以其饱满的个
头、丰富的口感以及接近20度的甜
度，备受广大市民的青睐。因此，该水
果园种植的阳光玫瑰葡萄在未上市
时，便已收获了诸多关注。“届时，线
上平台将做好准备，为大家开放购买
渠道，确保货源充足、购买便利。”该平
台运营负责人表示。

“平沙5G+数学云店”小程序上线

16家企业携农产好货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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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月9
日上午，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珠海
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金湾智
造产业学院”（下称“产业学院”）成立
暨揭牌仪式举行。

“产业学院”由金湾区政府指导、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区内骨
干企业共同参与建设，是政、校、企三
方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产业第
一”战略大局，联合培养人才的一项重
大举措。该学院将定位为金湾区重要
的产教融合平台，下设教学实训部、实
习就业部、技能培训部、科技服务部，
包含人工智能学院等五个二级学院。
所属学生由产业学院下属的二级学院

学生组成，不对外单独招生。
记者了解到，“产业学院”成立初始

由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担任院长单
位，包含珠海迈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东电
化电子（珠海）有限公司等多家副院长
单位，以及广东珠海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等成员单位。成员单位将负责与下属
二级学院展开深入地人才交流与合作。

珠海城职院方面将以成立“产业
学院”为契机，推动校企双方共同开展
科研项目合作、人才培养、技术培训，
共建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实习就业基
地。其中，各二级学院将于金湾区5
家以上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与金

湾区至少1家企业建立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此外，符合条件的专业还将积极
与做企业开展人才提升计划，开办现
代学徒制、订单班、项目班等技能热菜
培养项目，以此助力金湾区产业创新
驱动发展，助力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提高办学水平、毕业生实现高质量
留珠就业。

“金湾处于国际国内双循环交汇
点、对接港澳‘向西第一站’，发展前景
广阔。然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金湾智造产
业学院的成立，既是进一步深化政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具体体现，更是贯

彻‘产业第一’工作总抓手的重要举
措。”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
主任刘继承表示。

“服务地方经济促进产业升级，成
为职业院校共同的时代使命。学校将
持续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创新校
企合作办学机制，为服务珠海市金湾
区产业转型升级，培养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
人才发挥积极作用。”珠海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钟以俊表示。

大会现场还举行了金湾智造产业
学院和金湾区大学生就业服务工作站
揭牌仪式，并向金湾智造产业学院组
建单位授牌。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金湾
区第一小学举办第五届“彩虹节”。作为
该校的特色活动之一，“彩虹节”包含有多
个文艺、科技类活动展演，重点展现该校
在素质教育工作方面所取得的各项成果。

彩虹节特色展板首先吸引了嘉宾们
的注意——各科组围绕鲜明的主题特
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3月英语
节、4月书香节、5月数学节、10月体育
节、11月科技节、12月才艺节……该校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充分感
受童年的欢乐。

现场，美术组组织师生表演了特色
版画的制作过程。音乐组古筝团、合唱

团，则为观众们带来了视听的享受。科
技教育，是该校素质教育的重点。每年，
该校举办的科技节，都会吸引众多学生
参与其中。“彩虹节”上，该校将科技节比
赛项目搬到了现场，为观众展现纸船承
重、纸牌建塔、多米诺骨牌等环节。

“飞花令”是当天活动的“收官之战”。
“飞花令”比赛以“给你一个字，回我一首
诗”为主题，通过古诗词接力展现对中国文
化的传承。以诗词作伴，在校园飞花。教
室内，学生们汉服翩翩，诵读声朗朗；教室
外，诗词的美影响着校园内更多的孩子，积
极投身诗词文化的学习中，将古典文化更
好地融入到现代素质教育体系中。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月 13
日下午，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危险化学
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珠海经开区化
工危化品企业2022年“安全生产月”宣
传教育线上直播活动。辖区各化工危化
品企业积极响应，分别开设了多个分会
场参与此次活动。辖区内2000余名企
业员工在线同步观看了本次直播。

在主会场参会的35家重大危险源
企业主要负责人，共同观看了警示教育
宣传片《生命重于泰山》和区危险化学品
监督管理局制作的《安全为了谁》。其

后，辖区内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安全生
产第一责任人”安全生产承诺宣誓，并由
万华化学公司分享了万华集团安全文
化、安全理念以及安全生产月特色活动。

珠海经开区危化品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辖区内入驻有多家重化工及能
源企业，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为此，各企
业需要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重
要位置抓紧抓好抓实，加强宣教以提升
员工安全意识和素质，为“产业第一”战
略大局筑牢安全生产的根基。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月9日
下午，2022年珠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服务月系列活动之珠海市职业技能提
升政策和途径专题培训在珠海国际健康
港举办。市内40多家各类专精特新企
业代表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由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主办，金湾区金航集团产发公司承
办。活动旨在通过学习与实践的积累，
聚焦珠海市“产业第一”发展，提升珠
海市“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整体水平。
活动邀请了珠海市技师学院专家到场
作《珠海市职业技能提升政策和途径》
的专题讲座，阐述了职业资格和专业技
术资格的区别，以及人才职称认定对个

人及企业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讲座
还从认定条件、流程、路径等方面，分
门别类地规划不同岗位的人才提升发
展路径。

到场观众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
紧贴企业发展实际，贴合员工职业技能
需求。通过此次培训，大家对珠海市职
业技能提升政策和途径有了更加深刻的
了解和认识，接下来，珠海市将结合专精
特新企业的人才需求，建立人才培训梯
度，加快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
培养，进一步健全人才引进、培育和服务
保障体系，推动企业朝着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方向发展，推动提升专精特新
企业的发展质量。

“专精特新”赋能“产业发展”
珠海市职业技能专题培训在金湾举行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家
住平沙镇前锋社区的居民发现，家门口
的地面已完成了整治工作——通过清理
房屋周边的卫生死角，社区告别了原本
脏乱差的环境。多年来困扰前锋社区居
民的烦心事，终于得到了圆满地解决。

此前，前锋社区接住在前锋三队的
居民反映，前锋三队大部分房屋周边杂
草丛生，容易滋生蚊虫，希望社区能集中
清理整治，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根据居
民反映的情况，前锋社区工作人员迅速

开展实地考察，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建议。
其后，该社区在召开了居民大会商

讨决议、确定整治方案后，向上申报并实
施“前锋社区地面整治”“民生微实事”项
目。其间，社区通过硬底化、铺设环保砖
和增设花基等方式，对前锋三队房屋周
边进行环境整治。

现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整治，前锋三
队房屋周边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房前
屋后、道路两侧的杂草和垃圾被清理干
净，屋前原本裸露的黄土地面实施了硬
底化，杂乱无章的小菜园用竹篱笆围起
来，变得更加整洁、有序。“家门口的环境
变好了，连蚊虫也比以前少了。”前锋居
民黄先生表示。

坚持素质教育 赋能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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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智造产业学院揭牌。 金湾区大学生就业服务工作站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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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