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造经典
总是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惠威科技的展厅摆放着许多展
品，有家庭影院音响、有源音响、监听
音响、专业音响、广播会议系统、汽车
音响和扬声器等分区，价格在几百到
几十万不等。

在琳琅满目的展品里，一款箱体倾
斜仰角设计、两侧为西南桦实木的音响
引人注意。“这款M200MKIII+是我们
惠威的经典之作，也是这些年一直畅销
的产品，但是无论品质还是音质都属上
乘，其中两边的声障板拥有实木材质，而
且每一块实木的纹理都是经过我们的
木工师傅精心配对、切割、打磨、抛光
的。”惠威科技财务总监陈丹红介绍说。

惠威音响一直坚持“高性价比”，
高性价比并不意味着廉价，而是“与
世界大牌相比，同等的价格下，惠威
的品质更高；同等的品质下，惠威的
价格更低”。陈丹红说，M200系列产
品是该公司针对民用消费领域研发
生产的Hi-Fi音响之一，上市10多年
来一直深受市场欢迎，该系列产品累

计销量已达数百万套，在国内外市场
1500元-2000元价位同质音响销售
市场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它的外形几乎成了桌面音响的
模板，很多影视剧中都能见到我们这
款产品。市场上也有不少模仿这种
外形的同行产品，但我们的产品音质
和销量从来没有被超越。”惠威集团
副总经理陈焕新介绍说，惠威M200
系列音响采用的实木材质不仅增加
了美观度，同时可以减少箱体谐振、
提升音响的音质，使其成为众多“发
烧友”钟爱的不二之选。

独立创新
引领音响行业时代潮流

与展厅中其他展品成排的陈列
不同，外形充满着未来感和科技感的
惠威MS-2一体化全境声有源无线
音乐系统被“孤立”在展厅中间，它拥
有独一无二、颠覆传统的外观，很容
易被人当成高科技装置艺术品。

这款音乐系统将惠威专业电声
科技和艺术时尚结合，既是拥有卓绝
音质的扬声器系统，又是无线便捷的

互联网音响系统，一只MS-2即可满
足整个客厅的听音要求，该产品获得
2017年美国CES创新大奖。

“日后，我们还会更注重音响的
外观设计，更贴合潮流和年轻一代的
品味。”陈焕新说，惠威科技多年来专
注声音品质，也致力于独立创新与自
主研发，不断推陈出新，满足不同年
龄段“发烧友”的审美和音质需求，多
款畅销产品由于制作周期较长，经常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公开网页显示，在京东自营旗舰
店，惠威音响已售卖数十万件产品，
累计好评数十万。其中M200系列更
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M200MKIII+
单品销量近10万件，位居同类产品销
量榜单前列。

专注品质
让中国音响走向世界

让中国音响走向世界是惠威科
技的夙愿，今年，惠威的出口销售额
增长了20%，这是惠威向国际市场迈
出的一大步。

在国内，作为高端品牌的惠威已

成为“好音响”的代名词，但惠威仍致
力于研发与众不同的、能震撼全球市
场的产品，让世界看到中国音响的品
质，让世界听到中国音响的声音。

作为国内专注技术研发的高端
音响领军企业，惠威专注于视听领域
研究，注重研发创新，并以智慧、高科
技为发展信条，目前拥有472项自主
知识产权。

惠威科技的研发团队成员有
160人，储备的研发项目多达100多
个，每年投入研发经费2000多万元，
保证产品的迭代升级。在广州和珠
海，惠威科技投入1000万元打造了
2个电声消声室，并配置先进的电声
测量、研发设备、3D打印原型制造设
备。

未来，惠威科技将继续专注声音
品质，专研声学领域，在音响的外观、
功能上更新升级。此外，惠威计划打
造物联网新业态，将致力于自主研发
的全屋智能“智慧音响”，在为发烧友
们缔造听觉盛宴的同时提高音乐产
品的使用感和体验感。此外，惠威也
将继续加强国际市场的开拓，让世界
聆听中国之声！

惠威科技：打造国内Hi-Fi音响“天花板”

发烧友最爱的“金湾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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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高保真音响带给耳朵的极致享受令众
多“发烧友”为之痴迷。少为人知的是，国内最受发烧友青睐的Hi-Fi音响实为“金湾
造”。每天驾车往返于珠海市区与高栏港的人们或许都不会注意到，在金湾区红旗镇联
港工业区珠海大道旁有一家名为“惠威科技”的公司。但是，如果你在几大电商平台搜
索“Hi-Fi音响”，首页肯定会显示“惠威”的畅销产品。

成立于1991年的珠海惠威科技有限公司，31年来坚持以“专注声音品质”为理念，
研发生产的Hi-Fi（高保真）音响系列产品深受诸多“发烧友”的追捧，单个系列持续畅销
数百万套、在国内外市场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并先后17次获得被誉为音响界奥林匹
克奖的美国CES创新大奖。2017年，惠威科技在中国A股上市。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为积极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
良好社会氛围，7月20至21日，在平沙
镇公共服务办、前进社区党委的指导
下，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居家
养老服务站联合举办“三伏天消暑甜
汤送到家”防暑送清凉活动，7名社区
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为近百名60岁以上
长者送上自制的绿豆甜汤，在炎炎夏
日为他们带去一丝清凉。

“这些绿豆要煮熟，老年人牙口都不
太好，糖也不能多放，很多老人都有高血

糖。”志愿者红姨边准备材料边说道。在
活动前期准备中，长者志愿者们一起精
心熬制绿豆汤，待其冷却后打包放入盒
中，将情意满满的绿豆汤亲自送到长者
手中，并且陪伴长者聊天。“谢谢你们总
是想着我，这么热的天还给我送绿豆
汤！”谢婆婆接过绿豆汤开心地说道。

前进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长者
们不仅需要生活上的帮助，也需要精
神上的陪伴、倾听，前进社区将持续关
爱老人、服务老人，打造助老、爱老的
和谐社区。

情意满满绿豆汤 邻里和善好社区
平沙镇前进社区为近百名长者送清凉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7
月22日，金湾区青年联合会发动委员
力量，为金湾区4个镇的长期核酸检测
点送去了防暑降温慰问品，并且与防
疫志愿者们沟通交流，发挥各自资源
优势为志愿者们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这个点附近不好停车，可是
坐公交怕迟到，把车停在路边又会被
罚款。”平沙镇堃腾博智园核酸检测点
的志愿者们在与金湾区青联委员交流
的过程中表示。得知此事后，金湾区
青联常务委员、堃腾博智园总经理陈
世峰与公司协调，为防疫工作人员开
辟了一条停车“绿色通道”，并且开放
专用洗手间与带空调的休息室供社区
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使用。

据了解，在本次慰问活动中，不同
的委员都发挥各自的优势做出了贡
献，除了有委员解决志愿者的停车难
问题，还有珠海天禾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晓珂提供的移动冰箱，有来自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物流
车，以及由青联委员们各自采购的饮
料、凉茶、降温马甲等消暑用品。

“我们很多委员早就有了用实际
行动感谢防疫工作人员的想法，今天
就借助青联这个平台，联系到了不同
的单位，有幸把想法转化为行动，既不
给工作人员添麻烦，又能把公益做到
实处。”金湾区青联副主席、珠海建元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肇奇表
示。

发挥青联资源优势 推动公益做深做实

金湾区青年联合会
慰问防疫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南水镇海安村一新建停车场正式投
入使用，该停车场由闲置荒地改造而
成，面积为3480.75平方米，共划设车
位102个。

据了解，该位于南水镇海安村海安
路西侧的停车场原先是一块荒地，被村
民们用于种菜、饲养家禽，长期以来杂
草丛生、废物堆积，对周边居民的生活
环境有较大影响。为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结合创文人居环境提升的工作，南

水镇在了解周边居民意见后，决定将此
块地改造为村内的临时停车场。停车
场内设置雨水管网系统，雨水统一排至
海安路上的市政雨水管网，此外，停车
场内增加了路灯照明，种植了灌木及草
皮，设置了进出口标识牌及标识画线。

改造完成后，周边居民们纷纷表
示，之前车辆停放不规范，堵塞交通，现
在有了停车场以后非常方便，不仅提供
了停车的地方，也很好地提升了乡村形
象。“停车虽事小，百姓方便幸福却事
大。停车场的建设是为了解决广大市
民停车难的问题，也希望广大市民停车
时一定要规范停车，切勿压线停车，方
便全体市民使用。”南水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我想要一张书桌。”“我想要一个篮
球。”“我想要一个画画板。”这些是来
自平沙镇南新社区困境儿童简单而朴
实的“微心愿”。近日，在南新社区党
委指导下，南新社区妇联代表、网格员
和社工一同走进困境儿童家中，以

“‘南’有所助·新心护航——南新社区
特殊困难服务”项目为契机，开展助力
困境儿童圆梦“微心愿”活动。

据了解，工作人员通过前期调研
和逐户家访，及时了解困境儿童的家
庭情况和实际需求，建立困境儿童档
案，梳理出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清

单。走访完成后，7月21日，南新社区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将礼物亲手送到
了7名困境儿童手中。炎炎夏日，志愿
者们大汗淋漓地帮忙拼装书桌，妇联
工作人员和社工们则给孩子们带去了
他们最爱的篮球、飞机玩具、画画板和
书包等等。困境儿童们收到“微心愿”
礼物，个个喜笑颜开。

南新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南新社区党委将继续通过“微心
愿”渠道，精准帮扶困难家庭及其他特
殊群体，以“微行动”助力实现“微心
愿”，让特殊群体充分感受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从中获得幸福感和安全感。

平沙镇南新社区
助力困境儿童圆梦“微心愿”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
服务社区防疫、凝聚青年志愿者力量，
7月22日，平沙镇立新社区团委以“凝
聚青年之‘志’·服务社区之‘治’”为主
题，召开了首场社区青年议事会。

会议中，青年议事员们针对近期的
疫情防控工作展开了讨论，提出了青年
志愿服务的宣传和参与渠道不够多，自
身防护培训不足等问题。“青年有自己
喜欢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大家可以多在
类似微信朋友圈的网络平台上‘晒’志
愿，分享自己的收获，吸引更多年轻人
参与。”立新社区团委书记林坚说。随

后，大家也纷纷提出了相关问题的解决
方案和措施，包括拓宽参与志愿服务的
渠道，加强志愿者的岗前培训，以及加
强社区、医护队伍、志愿队伍等多方之
间的沟通力度等。

据了解，2021年7月，团省委在全
省范围内遴选了100个社区作为“社区
青春行动”试点，平沙镇立新社区作为
广东省社区青春行动试点社区之一，正
在依托“青年之家”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探索“团组织+青年之家+社会组
织”运行机制，充分发挥青年在社区治
理中的积极作用。

凝聚青年之“志”服务社区之“治”
平沙镇立新社区召开首场青年议事会

闲置荒地“变身”102个停车位

南水镇海安村停车场建成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
道：“这个公园里有个图书馆，里面
有很多有意思的书，我会看着图片
编故事，下个周末我还要来！”7月
24日，5岁的小市民瑜瑜从金山公
园走出来后表示。近日，位于金湾
区航空新城的金山公园绘本馆正式
投入使用，吸引了许多小读者前来
阅读。据悉，该馆开放时间为上午
11:00至晚上20：30（节假日另行通
知）。

在金山公园内，面积208平方米
的绘本馆犹如一只可爱的大蘑菇，与
公园的碧草蓝天融为一体。走进绘本
馆，落地玻璃明亮通透，点缀着富有童
趣的贴纸，米黄色的色调和柔和的灯
光营造着温馨的阅读氛围。阅览区的
弧形书架被绿植包围，承载着新上架
的近万册儿童经典读物，包括6000多
册中外儿童绘本和3000多册小学生
经典课外读物，其中不乏获凯迪克大
奖、安徒生大奖、丰子恺图画书奖等国
际大奖的系列图书，可满足学龄前、小
学阶段等小读者的阅读需求。

为更好地开展阅读推荐服务，绘
本馆设有科学的分级阅读区。儿童绘
本区分为中国儿童绘本区、外国儿童
绘本区、经典儿童绘本区，小学阅读区
则分为社会科学区和自然科学区。除
了纸质书本，绘本馆还可以联通金湾
区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享受金湾区图
书馆海量的数据库，如QQ阅读、中少
动画和快乐阅读平台等。

据了解，该绘本馆是金湾区图
书馆继全市首家法治图书馆——
三板村服务点之后的又一个围绕

“一馆一特色”打造的图书馆。其
前身为城市书房，改造为绘本馆
后以儿童绘本阅读为主题，围绕

“童真·童心·童趣”的阅读氛围，
打造集阅读推广、亲子教育、文化
休闲、绘本故事于一体的体验空
间。此外，在绘本馆的一角还设
有水吧服务台，带孩子来阅读绘
本的居民可以边喝咖啡，边陪伴
孩子阅读。

值得一提的是，该绘本馆依托金

湾区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实现信息实
时交互和一体化服务体系，绘本馆内
设自助借还机2台，智能检索面板2
台，采用自助借还+智能书架模式。
小学生阅读区全部使用智能书架，对
每一本图书进行精准定位，极大方便
孩子们查找图书。

“在将这里改造为儿童主题绘本

馆之前，我们就时不时地在这里举办
亲子活动，比如在中秋节、重阳节进
行的‘金图姐姐讲故事’之《从前有个
月饼村》《阿诗的神奇树叶》等。将
来，我们会更好发挥绘本馆作用，时
常在这里开展以亲子绘本阅读为主
题的各类活动。”金湾区图书馆相关负
责人表示。

打造“一馆一特色”阅读空间
金湾区首个儿童主题绘本馆正式投入使用

近日，位于金湾区航空新城的金山公园绘本馆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近日，南水镇海安村新建一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共划设车位102个。本报记者 张洲 摄惠威科技的
音响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