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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甘丰恺

盛夏时节，万物竞发，金湾大地一派生机
勃勃。7月18日，记者走进金湾区各大农业
主产区，了解水果种植及渔业养殖的最新收
获情况——

在平沙镇台创园夏场长特优水果园内，
备受热捧的阳光玫瑰青提，在藤上结出了晶
莹且饱满的果实，引来众多市民的抢购；

在平沙镇宏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内，新
一批优质火龙果缀满了枝头，在线上线下引
发购买的热潮，今年以来已出货百万斤；

在金湾区黄立鱼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经
过悉心养殖近18个月的当季金湾黄立鱼，进
入了集中出鱼上市期，远销东部沿海各地；

……
这些农业种植和养殖的丰硕成果来之

不易。记者了解到，今年金湾区相继经历
了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的侵袭，使部分农
作物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其后，种养殖户
们与相关部门开展了多次科学抢救，最终
成功降低了因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在此
次夏季收获季中维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当的
产量与质量。

“依托‘科学种养’，打造‘金湾品牌’，持
续走‘小而精’的农业发展路线，我相信金湾
的种养殖业，一定能为乡村振兴、为各位农户
创造更大的价值。”金湾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金湾区将加大农
产品的宣传力度，为更多人打开了解、接触、
购买金湾农产品的渠道，擦亮“金湾好物”的
金字招牌。

线上线下销售火爆
水果新品种备受关注

7 月初，一场备受关注的“水果抢购活
动”，在“平沙数字云店”小程序上线。活
动启动当天，数千斤的金钻凤梨、火龙果、

葡萄、无花果等金湾好物，在数秒之内被
网友们“秒光”，并引发了后续的补货销售
热潮。

如此热烈的抢购潮背后，是市民对金湾
水果的认可。多年来，金湾水果一直以品种
优良、品质优异、口感出众而著称，凤梨、青
枣、莲雾、木瓜、番石榴等特色作物，也已建立
了相当可观的市场认可度。

然而，金湾种植户们推陈出新的态度，却
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在夏场长特优水果园
内，近年新引进种植的50亩阳光玫瑰青提，历
经暴雨与台风的洗礼后，顺利结出串串硕果，
预示着丰收的喜悦。

作为水果界的“奢侈品”，阳光玫瑰青提
皮薄且有韧性，单果糖度在20度左右，口感清
甜且具有玫瑰般的香气。由于种植条件所
限，阳光玫瑰在国内种植面积较小。为此，该
果品暂不提供线上购买渠道，市民朋友可前
往果园进行选购。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引进的黑糖芭比
莲雾，也在业内引发了小热潮。黑糖芭比莲
雾的果皮呈暗红色，个头较一般莲雾更大，甜
度约12度，酸度约0.25%，甜中带酸的口感可
为人们创造新的品果体验。

据银基水果园负责人介绍，目前黑糖芭
比莲雾尚处于试种阶段，尚未在金湾大面积
推广种植。下一步，该品种的莲雾将扩大种
植面积，或可在市面上供市民选购。此外，平
沙镇宏远农业所培育的黄皮白心火龙果，也
即将上市开启预售。

金湾黄立鱼上市
市场表现持续稳健

每天清晨，一辆接一辆满载金湾黄立鱼的卡
车，相继驶出金湾区黄立鱼现代农业产业园。这
些来自金湾的美味，将被送往广州、深圳、中山等
地，成为市民大众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

黄立鱼又名“黄脚腊”，学名“黄鳍鲷”。

由于富含粗蛋白、蛋氨酸等营养成分，其鱼肉
口感鲜滑爽口，且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保护
视力、健脾养胃等作用。因此，黄立鱼在市场
上也颇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金湾养殖黄立鱼的历史由来已久，依托
金湾合适的气候温度，以及咸淡水交汇的地
理优势，金湾黄立鱼生长快、出鱼快、产量高、
品质好，成为远近闻名的金湾“名特产”。去
年，金湾黄立鱼更是成功获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保护。

“国字号”加持，“黄立鱼”出圈。去年以来，
金湾黄立鱼相继亮相多个渔业展览会，并取得

不错的市场表现。这一市场热度也延续至今
年。记者了解到，虽然受市场波动影响，今年金
湾黄立鱼出塘价有所回落，但在科学养殖技术
的加持下，各养殖户的产量实现了稳步提升，市
场表现仍较为稳健。

此外，依托金湾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的
专业指导，以及养殖保险的集中购买，养殖户
的科学养殖能力稳步提升，抗风险能力进一
步增强。“随着科学轮养理念的逐渐深入人
心，以及金湾黄立鱼新品种的导入，养殖经济
效益将进一步提升。”金湾区农业农村和水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本报记者 甘丰恺

“漆包线”，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个陌生
的名词。然而，漆包线作为震动马达及各类
精密传感器的核心组件，我们的手机、电动
车、客运飞机，甚至头顶上飞过的卫星，都离
不开这一产品。

7月18日，记者走进珠海蓉胜超微线材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见证了“神奇”的一
幕——长达 1 米的铜杆，变成了一卷长达
1100千米、直径0.015毫米的铜线。1100千
米，相当于珠海到武汉的距离。要实现这样
的效果，离不开“硬”技术加持。蓉胜超微总
经理许理存介绍，这一过程需要近10天时间，
包含几十道工序以及上千个模具的加工锤
炼。

据许理存介绍，这些长而软的铜线经过
加工，将制成具有超强导电性能的漆包线，用
于制作手机震动马达、广角镜头等精密电子
元件。现在，蓉胜超微所生产的漆包线产品，
已经用于华为、美的、格力、奔驰、大众、特斯
拉、海信、创维、三星、TCL等知名品牌的各类
产品中。

珠海蓉胜超微线材有限公司位于金湾
区三灶镇定家湾片区，前身是始建于1985
年的珠海蓉胜电工有限公司。从一家仅
有12名员工和 6台机器的小公司起步，蓉
胜超微历经 37 年的高速发展，相继达成
了多个里程碑——整体迁址金湾、顺利实
现上市、完成技术突破、建成绿色工厂。
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现在，蓉胜超微每
年产出 1 万余吨高品质超细漆包线，成为
我国漆包线领域的领先企业。2020年，企
业获得了工信部授予的“制造业单项冠
军”奖牌。

“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这是蓉

胜超微始终坚持的创新法则。现在，该公
司已完成 0.012 毫米直径漆包线的技术攻
关。这一数值仅为头发丝的 1/9。然而，
这绝不是蓉胜超微的终点。“世界顶尖的
技术已经实现 0.010 毫米的突破，我们必
须紧随其后，不然就会落后。”许理存表
示。

为此，蓉胜超微已组建起精英团队，与
国外机构开展技术合作，探讨前沿技术的
应用；同时，自主技术创新也在同步推进

中。值得一提的是，技术上的创新，只是企
业创新的一部分。绿色工厂的打造，也打开
了蓉胜超微发展的新篇章。现在，蓉胜超微
不断调整生产模式，告别了传统的高污染、
高耗能发展方式，于今年初被工信部授予

“国家绿色工厂”称号，成为行业转型的代
表企业。

此外，在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中，蓉胜超微
始终与金湾深厚的产业底蕴紧密联系。这种
底蕴，体现在完善的供应链、以及有力的政策

支撑上。今年，“产业第一”被频繁提起，金湾
落实的动作也十分迅速。

“3月，区里成立了专精特新联盟，并出
台了一系列惠企人才、财政措施，鼓励企业
转型升级，使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许理存
表示，在“中国制造2025”的宏观大背景下，
公司积极致力于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的
高端柔性生产模式，创建无人车间，以先进
的研发水平，推动漆包线产业发展，立足亚
洲，成就世界一流品牌。

超微漆包线领航国际大市场
金湾线材成就行业单打冠军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平沙镇文明
办与珠海市平沙孖髻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合作，推
出定制版“我爱平沙”系列支装饮用天然矿泉水，
通过将文明宣传画与产品包装相融合，进一步向
广大居民群众倡导文明新风。

今年以来，平沙镇文明办创新宣传方式，设计
了文明养犬、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光盘行动等13
项主题的“我爱平沙”系列文明宣传画，并投放到
辖区户外大型电子屏和本土产品“孖髻山矿泉水”
外包装上，利用社会资源广泛传播文明理念。

这些文明宣传画上的标语朗朗上口，不仅
贴近生活，也更容易被居民记住，有利于将文
明理念送进千家万户。

平沙镇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更接地
气的宣传方式，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不
断提升居民的文明意识，帮助大家养成文明习惯、
培养文明行为。珠海市平沙孖髻山矿泉水有限公
司总经理谭东基也表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合
作，对广大消费者进行文明宣传引导，为文明城市
建设尽我们企业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小小水瓶 传播文明
平沙镇携手辖区企业

探索文明宣传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为进一步倡导垃圾
分类理念，宣传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近日，在
三灶镇分类办和三灶社区党委指导下，由三灶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三灶社区社会服务站联合
举办的垃圾分类“示范家庭”评选活动举行。

此次垃圾分类线上问答活动，聚焦于富都
名苑小区。该小区作为三灶镇首批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点之一，共有185名住户参与了此次
线上问答挑战活动，平均分为 89.5 分，其中有
13户家庭获得满分。社区还同步开展线下答
题活动，共有38名住户积极参与。

根据线上答题分数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情
况，社区为该小区评选出5个垃圾分类“示范家
庭”，并为这些家庭颁发小家电奖品，以表彰他们
在垃圾分类中起到的带头示范作用，以此鼓励他
们向周围邻里传授垃圾分类经验，共建小区美好
环境。

据介绍，此次“示范家庭”评选活动旨在充分
发挥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家庭的榜样作用，以点带
面扩大宣传成效。今后，三灶社区还将深化垃圾
分类宣导工作，继续引导居民践行垃圾分类新时
尚，共建新时代文明社区。

垃圾分类齐参与 示范家庭作表率

三灶社区评选
垃圾分类“示范家庭”

葡萄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珠海蓉胜超微线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我们家附近
的巷道里，长期杂草丛生、淤泥堆积，回家还
得绕路走，很不方便！”今年5月，家住育才巷
的董先生来到美平社区居委会，反映了自己
及街坊们的苦恼。其后，工作人员经实地调

查后发现，美平社区美富村育才巷4号（市一
中平沙校区）巷道，因地下排洪渠年久失修，
出现地面板块破损，巷道内淤泥、废料、杂草
堆积的情况。

对此，美平社区党委高度重视，依托“民生
微实事”迅速开展美平社区“排洪解难”排洪渠
板块修复项目，以切实解决困扰居民群众已久
的巷道问题。与此同时，美平社区在党委的领
导下，积极沟通，链接资源。社区两名党员发
挥先锋带头作用，联系到建彪清洁服务有限公
司的热心群众曾建国，出资并运用其专业知识

修复排洪渠。
经过前期的测量、估算、沟通、采购物料

等准备工作后，7月 4日，项目正式进场施
工。社区工作人员、施工人员、周边热心群众
等多方协作，清废料、除杂草、砌水泥……大
家齐心协力，各施所长，仅一天就完成了巷道
清理和排洪渠修复工作。“烦心事”终于得到
解决，迎来附近居民纷纷点赞。

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今年以来，平沙镇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扎实、规范、高效推进“民
生微实事”项目落地，通过一件件微小的实事，

扩大居民群众的“幸福拼图”，不断巩固深化文
明城市建设成果。美平社区依据“小事不出
村，有事大家帮”的原则，加快落实“民生微实
事”项目。

“巷道改造是我们优化工作方式的一个生
动实践。”美平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
项目，让社区居民“动”起来，主动承担、主动加
入，充分发挥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同时，社区
工作人员、施工队、热心群众等积极协作、共同
完成，对推动社区构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多
元协商”的议事协商新格局具有积极意义。

破解民生难题 巷道焕然一新
平沙镇美平社区“民生微实事”落实落细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扫码录入信息
时，要记得点击更换试管条码。”7月17日，在伟
民广场参与核酸检测志愿服务的19岁大一学生
周劲婷，与其他志愿者分享着自己的工作心
得。作为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自7月珠海出现疫
情以来，她就一直在三灶镇参加志愿服务。在
她看来，参与志愿服务，不仅能锻炼自己的能
力，还能为家乡防疫出一份力。为此，她也在积
极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志愿服务。

在三灶镇，像周劲婷这样的青年学子不在少
数。定家湾村采样点的志愿者李伟铭，在太阳下
晒得大汗淋漓，却依旧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认
真查询、核对每一位前来采样居民的健康码和行
程卡，确保自己的工作不出纰漏。7月初，李伟铭
的妈妈在社区微信群里看到青年志愿者招募信
息，第一时间鼓励儿子报名。此举也得到了李伟
铭的积极响应，他迅速报名加入到最近一批的志
愿者队伍中。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金海岸社区内。据该社
区工作人员介绍，志愿者招募信息一经发布，辖区
内的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很快就满员了。“现在放
假了，学生基本上就是社区的志愿者主力军。”金
海岸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

近年来，三灶镇十分重视志愿力量的培育。
学生志愿者在社区志愿者中的占比，也正在不断
提升。每逢寒暑假，也是学生志愿者们参与最活
跃的时候。连日来，三灶镇多次开展大规模核酸
筛查，并招募青年志愿者加入防疫工作。7月11
日至17日，三灶团镇委累计上岗志愿者871人
次、服务居民26.99万余人次、服务时长12322小
时，新储备志愿者4700余名。

青年志愿者在金海岸社区核酸采样点参加志
愿服务。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挺身而出 挥洒汗水

三灶镇青年学子
积极投身抗疫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