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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毅槿

区域经济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仅需要龙头企业打头阵，也需要大
量有活力、有干劲的中小企业稳后方，

“专精特新”企业正是这一后方群体的
领头羊。所谓“专精特新”，即专业化、
精品化、特色化、创新化，以专注铸专
长、以配套强产业、以创新赢市场。

为助力“产业第一”工作目标，经
过近1个月时间的材料审查和专家评
审，近期，金湾区工商联从149家申报
企业中遴选出广东热浪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珠海长先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太阳鸟游艇制造有限公
司等87家符合标准和条件的企业入
选金湾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库。其中，多数入选企业与金湾区正
加快完善的“5+2+N”特色现代产业
体系高度契合。

“入选金湾区‘专精特新’培育库
代表企业在行业中技术、产品、管理和
模式方面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对公
司也是一种荣誉和行业地位的肯定。”
入库企业、珠海迈科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办副主任马盛兰告诉记
者，结合市场的需求和行业的发展趋
势，该公司每年投入6000多万元研发
费用用于创新，将持续把研发创新放
在首位。目前，迈科智能是国内最大
的数字家庭智能融合终端成套产品出
口商之一，并多年稳居中国数字视讯
产品出口前列。

“期待入选培育库以后，在政府利
好政策背景下，不断提升公司发展质
量，实现公司未来的战略目标。”入库
企业、珠海展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旭汕向记者表示，该公司研
发的水性聚氨酯树脂的合成技术，解
决了国内水性UV涂料使用树脂被外

企“卡脖子”的局面，实现了水性涂料
从基础材料到客户应用的全过程的
自主可控，期待借助入库平台，在产
业链方面助力行业相关产业的补链
强链，并协助更多企业解决“卡脖子”
问题。

记者从金湾区工商联获悉，入库
评分标准依据“依法在金湾注册且纳
税、主营业务和发展重点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及相关要求、上年末总资产不
低于1000万元、近两年研发投入占销
售收入比重达3%以上”等4个基本条
件，围绕经济效益、专业化程度、创新
能力、经营管理、发展潜力等五大维度

构建评价标准，共计18项（其中 2 项
为附加项）计分项。

“专精特新”企业入库只是第一
步，如何培育才是接下来亟需解决的
问题。

“开年以来，金湾区工商联通过实
地摸底走访、线上问卷、对话访谈等方
式对辖区内108家中小企业的发展情
况进行深入调研，发现全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总体上持续保持良好增
长态势，同时也面临着缺乏扶持政策、
缺乏关键技术、缺乏融资贷款能力等
发展瓶颈。”金湾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
表示，金湾区将聚焦政策惠企、服务助

企、环境活企，做好提升工作、加强综
合服务、提供申报辅导服务，分层培育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
据了解，目前金湾区工商联已组

织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辅导
服务及金湾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
展情况调研工作，接下来将启动“‘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经营综合服务（财
务、税务、法律、管理、政策咨询等一系
列综合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培训工程（包括专题培训及高级研修
班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宣传推
广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精准对
接服务”等项目。

□本报记者 蒋毅槿 通讯员 李自龙

说起厨余垃圾，大家想到的可能
是污渍斑斑、蚊蝇乱飞的画面，但在金
湾区平沙镇厨余垃圾处理中心，记者
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场景：一桶桶
厨余垃圾经过处理，成为有机肥，实现
变废为宝。

近年来，金湾区积极探索餐厨垃
圾处理新模式，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
处理、资源化利用，力争实现餐厨垃
圾处理全覆盖、全收集。平沙镇厨余
垃圾处理中心就是其中一个缩影，自
投入运行以来，该中心已累计处理
300余吨厨余垃圾，产出优质有机肥
约18吨。

在平沙镇厨余垃圾处理中心，记
者看到，垃圾桶沿着升降机上升至投
料口，将厨余垃圾缓缓倒入设备内，
没有明显油污喷出。随后，设备自动
进行破碎脱水、加菌、搅拌、除臭、发
酵等程序，然后送至降解仓经过12
小时-24小时的微生物降解，最后变
成有机肥料，实现循环利用。整个过
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均经过处理达标
后排放，真正实现垃圾无害化与资源
化处理。

平沙镇垃圾分类办主任陈少辉告
诉记者，平沙镇厨余垃圾处理中心设
计处理能力是每天5吨，目前平沙地

区所收运厨余垃圾大概是每天 3.5
吨，该中心基本上满足平沙镇厨余垃
圾收运和处理工作。

据了解，平沙镇厨余垃圾处理中
心 2021 年 11 月投入运营，正式开
启平沙镇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之
路。目前，该中心厨余垃圾收运处理
单位有56家，包括餐饮公司、农贸市

场、单位食堂、学校、餐饮店等，且收运
覆盖范围正在不断扩大。该中心产出
的有机肥通过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赠送
给本地居民和有需要的农户试用，获
得一致好评。

“我们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时，会把这个有机肥当做宣传品
给大家派发，每次参加活动的居民

都是抢着要，周边种植蔬菜和水果
的农户也是经常向我们要。”陈少
辉说。

这些有机肥无异味、病菌少，拿回
家给花和蔬菜施肥，长势都很好，所
以深受周边居民喜欢。平沙镇居民
何阿姨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喜欢在
阳台、院子种些花花草草和蔬菜，以
前都没有施肥，种的植物长得都不
好，现在有了这个肥料，每次都想多
拿点回去种菜。”

据介绍，金湾区将加快推进厨余
垃圾就地处理设施在全区范围内铺
开，实现“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餐
厨垃圾处理模式。

在金湾区垃圾分类办公室副主任
招烨看来，平沙镇厨余垃圾处理中心
满足平沙镇家庭厨余垃圾的处理需
求，并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下一阶段全
力推进平沙镇家庭厨余垃圾收运全覆
盖工作。“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是
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一环。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体
居民增强垃圾分类意识，养成垃圾分
类习惯。”招烨向记者介绍，金湾区今
年将制订出台《珠海市金湾区（珠海经
济技术开发区）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方案》，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加快
垃圾处理项目建设，为建设美丽金湾
夯实基础。

平沙镇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

“全覆盖+全收集”让厨余变废为宝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金湾区又
一项民生实事项目动工啦！6月14日
上午，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
目举行奠基仪式，该项目计划在2024年
2月建成交付使用。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金湾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全区上下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取得
了显著成效。为了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金湾区把建设
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列入
2022年十大民生实事，旨在补齐金湾区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短板，提高金湾区卫
生健康保障水平。

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位
于大霖山片区，具体为大霖山东北侧、
机场高速西南侧，总建设用地面积为
6996.44平方米。按照《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建设标准》及金湾区疾控中心当前
实际，建设项目分一、二期进行设计及建
设。一期将满足疾控的基本职能及功能

用途，包含实验室用房、业务用房、保障
用房、行政用房、突发公共卫生指挥中
心、生物制品冷藏库等；二期按照金湾
区疾控中心的未来发展需求进行预留，
包括培训中心、防疫保障基地等，二期
还将根据一期实验室的未来发展需要
进行加建。

据介绍，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要负责承担传染病、寄生虫病、非传染
性疾病等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和灾害疫情应急处置等主要任务。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金湾区疾控中
心勇挑重担，在防控指引制定、风险隐患
排查、疫情现场处置、涉疫人员排查及宣
传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该项目作为强化金湾区公共卫
生联防联控体系的重要手段，建成后将
有力提升金湾区的公共卫生核心能力，
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推动金湾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动工建设
计划2024年2月建成交付使用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6月 11
日至12日，由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指导，南水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服务所主办，南水企业集团协办，贤择人
力资源公司承办的珠海·南水“产业第
一 职达未来”金湾区南水镇化工名企组
团春季校园招聘会在广东茂名石油化工
学院开展。

本次招聘会，广东植物龙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汇华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长兴材料工业（广东）有限公司
等南水镇12家企业共提供了37个职
位203个岗位，涵盖了精细化工、应用
化工、石油工程、化学化工等专业，现
场共收到简历172份，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37人。

招聘会现场气氛活跃，毕业生积极
参与，主动寻找心仪的企业与岗位，与招
聘人员相互沟通交流。不少技术专业型
岗位以及就业发展前景较好的岗位前已
经排起了长队，人头涌动。

“我是珠海人，在茂名求学四年，感

受到了珠海日新月异的变化，目前珠海
正实施‘产业第一’的发展目标，让我感
觉未来充满希望。”在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应届毕业生张书月看来，珠海南水化工
产业底子好、潜力足，能充分施展所学。

“在金湾区人社部门指导下，这是南
水镇2022年度首次组织辖区企业赴校
园揽才，一方面是为对口高校毕业生搭
建供需对接平台，另一方也是发挥区域
优势，吸引更多优秀的专业对口毕业生
来南水发展。”南水人社所就业培训部部
长马晓敏表示，一个月前，南水人社所就
对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并在今年5月
邀请了部分石油化工类院校来南水镇座
谈交流，确保了精准服务、有效对接。

马晓敏介绍，接下来南水人社所将
深入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举
办赴外校园招聘、线上直播带岗等活动，
邀请部分对口高校的毕业生走进南水企
业通过参访、实习、就业等方式，充分感
受南水聚九州英才，纳四海贤达的满满
诚意。

金湾区组织辖区企业赴茂名精准揽才

现场收到简历172份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为弘扬和
传承本地非遗文化，推动三灶镇妇女灵
活就业创业，6月12日，三灶镇妇联开
展“非遗传承，巧手创业”妇女技能培训，
邀请金茶花巧姐美食社的手艺人走进村
居，传授三灶特色茶果的制作技艺，提升
妇女的厨艺能力，为她们实现下一步就
业提供帮助。

“切南瓜皮的时候要稍微切深一些，
这些白色的经络会影响南瓜糍的细腻口
感……”金茶花的手艺人们指导着现场
的20名学员做好每一个环节抓住每一
个细节，并为学员们答疑解惑。

“以前我自己做的茶果总是不太好
吃，今天学习了后，才知道原来制作过程
有这么多讲究，我相信自己以后也能做
出美味的定家湾茶果！”学员小翠说道。

本次培训，手艺人们从选材、备料、

制作、蒸煮到成品装饰，全过程都无保留
地展示出来。手艺人们表示，希望通过
全面地传授，让“定家湾茶果”制作技艺
得到推广，为“定家湾茶果”的传承储备
人才。

自今年以来，三灶镇妇联为提高三
灶镇妇女就业本领和创业能力，通过开
展各类技能培训、专场招聘会等，促进其
再就业和自主创业。其中，“春风行动”
直播带岗招聘会，服务约800人次；“发
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为18
人技术赋能，实现了增收。

据介绍，下一步，三灶镇妇联将加大
力度，联动更多社会力量，依托“屋边村
巾帼成长基地”组织开展更多此类职业
技能培训，让广大妇女同胞有一技之长，
增加就业含金量，为她们就业创业创造
更多的机会。

推动妇女灵活就业创业

非遗美食职业技能培训走进三灶村居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6月 10
日，以“党员先锋 志在同行”为主题的志
愿宣传服务游园会在南水镇高栏村举办。

活动在党员志愿者带领下拉开了帷
幕，游园采取轻松愉快的闯关积分方式，设
置了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以时政热点为
背景，在妙趣横生中将相关知识进行宣传。

活动吸引了高栏村约100名村民参

与，有的村民拿着“扫黄打非”宣传板拍
照，有的村民在党员志愿者带领下了解

“乡村振兴”的含义，有的村民在党员志
愿者的带领下等待着丢骰子玩“垃圾分
类”飞行棋……活动将时政热点知识与
趣味游戏有机结合，村民们在党员志愿
者的带领下“闯关”，激发了村民对于时
政热点的学习热情，场面十分热闹。

党员先锋 志在同行
南水镇高栏村开展时政热点学习志愿宣传服务活动

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效果图。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 党 员 先
锋 志在同行”
志愿宣传服务
游园会活动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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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茶花巧
姐美食社的手
艺 人 指 导 学
员 制 作 特 色
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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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会现场，毕业生与企业招聘人员沟通交流。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在金湾区平沙镇厨余垃圾处理中心，工作人员处理厨余垃圾。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珠海太阳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制造基地。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