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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原创 忠于美
开创不锈钢厨卫大品类

1991年，客家人陈建发从华南理
工大学模具专业毕业后便来到珠海，
成为经济特区的一员“闯将”。1998
年，陈建发创立恒发模具厂，即普乐美
的前身。经过数年打拼，陈建发了解
到SUS304不锈钢作为一种绿色环保
材质，已经在欧洲被用于厨卫产品的
生产制造，只是因为加工成本高，并未
普及。

以SUS304不锈钢材质为原材料
的厨卫产品，不仅可以带来绿色、健康
的生活体验，也能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嗅觉敏锐的陈建发毅然决定开启
对不锈钢厨卫领域的探索。

2008年，普乐美品牌创立。秉
承原创设计和高品质理念，普乐美
当时就锚定对标工业强国德国的
产品标准。客家人吃苦耐劳的精
神与德国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相结合，成就了普乐美“硬打硬”的
高品质。

很快，普乐美成立了一支专业化
研发团队，先后攻克掌握了不锈钢表
面柔丝、焊道生锈处理、水槽下水器自
动表面处理、全自动表面处理、自动焊

接、水槽下水器多工步自动传递冲压、
延时自闭等一大批自主核心关键技
术。

其中行业领先的冷拉伸水槽技
术，采用巧妙的拉伸模具技术，结合最
优化的产品设计，实现了行业内领先
的220mm冷拉伸，拉伸过程中不再
需要进行高温退火工序，不仅环保节
能，而且大大降低成本。

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普乐美成
功开创了不锈钢龙头这一大品类，也
成为全球极具规模的不锈钢厨卫产品
生产基地之一，拥有行业先进的不锈
钢厨卫产品自动化生产线，年均生产
不锈钢厨卫产品1000万套，产量居国
内前列。

目前，普乐美累计为超过100万
户中国家庭提供优质厨卫产品，产
品更是畅销世界 60 多个国家及地
区，其在欧洲市场产品占有率持续
领先。

“偏执+多变”
每件产品都是设计精品

“偏执恪守产品品质，多变创造生
活美好”，这是普乐美企业DNA里面
的“双螺旋”。坚持只采用食品级
SUS304不锈钢作为产品原材料的普

乐美，在恪守品质的同时，也将视野瞄
准个性化和生活美学，秉承“让美在世
界流淌”的愿景，适时开启了“全球设
计师品牌卫浴”战略。

在“全球设计师品牌卫浴”的战
略布局下，普乐美与全球先锋独立
设计师展开联名计划，开创厨卫行
业首个设计师交流平台，共同打造
了“80后”“90后”新中产的理想卫
浴空间，同时确保了性价比。企业
为设计师赋能，设计师为产品打造
个性品牌，这样的举措可谓是行业
内的创新之举。

2022 年，普乐美将进行战略升
级，瞄准“不锈钢集成厨卫”品牌新定
位，聚焦专业化与精细化领域，走“专
精特新”道路，推动产品集成化、定制
化、智能化发展，打造不锈钢集成化产
品，让产品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发展，
让多个产品由排列组合向一体嵌入式
组合、产品场景空间化的方向发展，在
品质性能和客户体验上实现产品的双
重提升。

恪守品质，赋能设计，走“专精特
新”道路，成就了普乐美产品创新的百
花齐放，满足了用户对美好生活的多
元化需求。公司成立以来，累计申请
专利300余件，专利的数量和质量均

位居行业前沿。此外，普乐美产品还
获得100余项设计大奖，当中不乏德
国国家设计奖、被誉为设计界“奥斯
卡”的红点设计奖以及世界三大设计
奖之一的德国IF奖等国际设计大奖，
还是业界首家连续四年获中国专利奖
的企业。

如今，普乐美与华发、格力、万科
等企业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为其提供
高质量的厨卫产品，“金湾制造”为千
家万户带来了高品质、多彩的生活体
验。

二十多年来，普乐美扎根珠海，成
长壮大于金湾，时刻不忘践行社会责
任，回馈当地百姓。仅2022年以来，
普乐美先后参与为抗疫人员捐赠物
资、组织志愿者协助核酸采样、慰问辖
区重点项目建筑工人等活动，为社会
公益积极贡献企业力量，得到社会各
界好评。

过去二十多年，普乐美凭借“光
明、正直、包容、坚韧”的“不锈钢精
神”，专注于厨卫领域，坚持自主研发、
坚守匠心原则。陈建发表示，普乐美
将继续传承企业“不锈钢精神”，不断
开拓创新、超越自我，在不锈钢集成厨
卫领域不断突破创新，为社会创造更
大的价值。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 月 9
日上午，金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
台三灶镇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三灶镇
海澄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举行。记者了
解到，这是该平台设立的首个镇级服
务中心。

该中心作为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
台的服务下沉站点，负责将线上受理的服
务对象的服务需求，无缝转接到线下智慧
服务中心响应跟进，保障服务对象需求能
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建立“线上受理，线
下响应”的运作模式。

据介绍，金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
台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及云
计算技术，为长者有效搭建起一个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养老服务“1+4+N”深化模
式，由“1”个线上智慧养老平台、“4”个镇

级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联动“N”个线下各
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对长者的N
项养老及资源服务。

平台通过实时综合数据屏幕墙，动态
反映全镇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日
常运行指标变动，以数据为导向实时监管
各类服务，让服务更加公开透明，让智慧
养老服务看得见、摸得着。

该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金
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及各服务中
心将持续强化“线上受理，线下响应”服务
模式，为长者特别是困难长者、特殊长者
提供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看得见的养
老服务，打通服务长者“最后一公里”，构
建一座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平台还将陆
续在其他镇设立服务中心，实现金湾区各
镇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月8日至
9日，南水镇联合高栏渔政大队、高栏港
口海事处举办两天四期的2022年渔业安
全培训会，全镇260名持证渔船船员参加
培训，为8月16日“开渔日”夯实渔业安
全基础。

培训中，工作人员从渔业安全生产操
作技能、海上应急抢险等方面对渔民进行
培训，并通过实操演练，加强渔民安全意
识及海上应急反应能力。

“这次安全生产培训对我们非常受

用，生命只有一次，我会在开渔前自查自
纠渔船安全隐患，并呼吁广大渔民朋友，
开渔期间严格遵守渔船安全生产规定。”
渔民张卫超说。

南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培
训，全镇渔民增强了渔业安全防范意识、责
任意识和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加强了渔
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为开渔后渔业安全
生产工作打下基础。下一步，南水镇将联
合高栏渔政大队等单位开展全面的渔船安
全生产联合检查，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为探索服务
保障“产业第一”的法治路径和创新举措，近
日，金湾区司法局联合金湾区工商联、三灶
科技工业园管委会等部门设立的首个产业
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三灶科技工业园
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

三灶科技工业园人民调解委员会现
有主任、副主任各1名，专职调解员3名、
特邀兼职调解员多名。调委会将立足园
区企业法律服务需求，整合全区优质法律
服务资源，通过“调解+普法宣传”“调解+
法律援助”“调解+公证服务”“调解+律师
服务”等方式提供“一对一”“一站式”精准

服务，降低企业诉讼成本、解决企业实际
困难。

除了该调委会外，金湾区已先后成立
了劳动纠纷调委会、婚姻家庭纠纷调委会
等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1月至7月，各调
解组织共受理各类调解案件2381宗，成
功调处2378宗，成功率99.02%，调解数
量和成功率位列全市前列。

下一步，三灶科技工业园调委会将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园区及企业经营
发展的有力抓手，着力整合各方资源，积
极预防、调解各类争议，为产业发展护航，
助力跑出产业“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记者从红
旗镇获悉，近期，该镇开展金银商都专项
整治行动，集中整治该区域“脏乱差”现
象，还居民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生活环
境。

金银商都建成已近三十年，是红旗
镇最早开发利用的商住一体小区，总面
积约12万平方米，商铺约1100间，住宅
楼44栋 420户，现有居住人员约2000
人，营业中的商铺约300间。有不少居
民、店主在小区内乱搭乱建、乱堆乱放、
占道经营，不仅影响小区环境，且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一直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热
点问题。

为此，红旗镇以深化文明城市建设
为抓手，于8月1日正式启动金银商都
美化提升项目，对在规定限期内未自行

拆除的乱搭乱建进行统一拆除，并同步
清理周边乱堆乱放。截至 8月 10 日，
累计出动人员 1600余人次、大型机械
15台班，清理乱堆乱放250处，清运杂
物垃圾278车次；清拆违章建筑25处，
面积约 1400平方米；平整土地面积约
2380 平方米；清理下水管线 2900 米，
吸污360立方米。此外，为进一步打击
金银商都娱乐场所乱象，红旗镇还对金
银商都 KTV、酒吧进行全覆盖清查整
治。

红旗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完成区域
整治工作后，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突出
抓好路面平整硬化、管网更新、绿化美化
升级，同时计划由镇属国企红旗城发集团
引入专业物业团队进行管理，让老旧小区
变成“幸福新居”。

金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首设镇级服务中心

打通服务长者“最后一公里”

红旗镇开展金银商都专项整治行动

工程机械正在清理乱堆乱放的杂物。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为“产业第一”提供法治保障
金湾区设立首个产业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南水镇开展渔业安全培训

夯实“开渔日”安全基础

培训现场，渔民正在练习心肺复苏术。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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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如一日专注不锈钢厨卫产品的普乐美二十余年如一日专注不锈钢厨卫产品的普乐美，，如今已建起从不锈钢水如今已建起从不锈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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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月11
日，记者从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获悉，该局将于8月15日至9月
15日期间对外开放2022年金湾区产
业人才库（产业人才卡）申报工作。符
合要求的申请人和名录企业须在申报
时限内通过金湾区财政资金扶持政策
管理平台做好申报和受理工作。

据了解，目前金湾区“产业人才
卡”发放对象为在符合《2022年金湾
区产业发展重点企业名录和创新驱
动企业名录》的企业工作且年薪为20
万元以上的产业人才。按照金湾区
相关政策，其产业人才分为A、B、C三
级，年薪80万元以上为A级产业人
才，年薪40万元以上80万元以下为B
级产业人才，年薪20万元以上40万元
以下为C级产业人才。申报成功的产
业人才，将纳入金湾区产业人才库，并
发放产业人才卡（电子虚拟卡）。

“产业人才卡是金湾区产业人才
的身份凭证，产业人才申请入库后，
系统会自动为其生成产业人才电子
虚拟卡，可在手机操作完成。”金湾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金湾区产业人才数量
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2016年至今，
金湾区产业人才库入库人数增长了4
倍，达到8505人。

当前，金湾区正在加快构建规模

体量更壮大、产业结构更优化、竞争优
势更明显的“5＋2＋N”现代产业体
系，加快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
药、高端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业集
群，迫切需要人才提供引领和支撑。
为此，金湾区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对有
效期届满的人才政策进行优化升级，
今年6月出台了《金湾区深入实施“金

英计划”加快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
涵盖企业引才、培养人才、发展平台、
提供精细化人才服务等方面，面向产
业人才、高校毕业生、港澳人才、高技
能人才、引才主体、校企合作等给予一
定的优惠政策。

其中，在产业人才服务方面，金湾
区将通过统筹区内优质的商业、娱乐

及政务服务资源，为产业人才提供更
优质、更便捷的专属服务。

记者了解到，金湾区聚焦人才服
务等“关键小事”，围绕人才关心关注
的住房、就医、子女入学、公共设施建
设等问题，推出“完善产业人才优先、
优惠和专业服务体系（即双优一专）”
举措，打通产业人才优先子女入学服
务、优先医疗健康服务、优先文化服
务、优先政务服务等“绿色通道”，切实
为产业人才解决工作、生活问题，让人
才在金湾安心干事创业。

据统计，今年以来，金湾区持续推
进“珠海英才计划”“金英计划”各项人
才补贴审核及发放工作，已累计发放
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补贴、博士和博士
后补贴、金湾区产业人才专业技术提
升奖励等各项人才补贴近亿元。

在解决人才扎根金湾的后顾之忧
方面，近期，金湾区人社、教育部门联
动，人社部门主动收集人才子女入学
需求信息并报送教育部门，由原来人
才“动腿跑”变为“指尖办”，服务由“被
动”变“主动”，服务升级后，已为176
名人才提供子女入学专属服务。同
时，金湾区人社、团区委联合主办多场
人才交友活动，累计吸引近200名产
业人才报名参加，搭建人才交流平台，
不断拓宽产业人才在金湾的“朋友
圈”。

金湾区产业人才库8月15日开启申报
产业人才服务迎来“升级版”

近年来，金湾区产业人才数量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图为汤臣倍健生产车
间。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珠海普乐美厨卫有限公司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