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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拉开全民参与常态化志愿服务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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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
全面推进金湾区红旗镇八一社区“民生
微实事”项目，做好社区志愿服务队的培
育发展工作，8月17日，八一社区居民
委员会、八一社区妇联联合蒲公英社工
组织开展“民生微实事”之“‘义’起来·共
成长”志愿者培训活动，共有25名志愿
者参加。

活动中，社工以“知识讲解+现场示
范演练”的形式向在场的学员分享志愿
服务基础知识，包括志愿服务的概念界

定、志愿服务流程、志愿者探访技巧和志
愿者探访注意事项等内容。在场的志愿
者聚精会神、认真听讲，时不时与社工现
场交流和沟通。八一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培训为接下来要开展的“缤纷学
堂·八一社区融合共治”服务计划项目奠
定了基础，既提升了志愿团队的专业服
务能力，促进了八一社区志愿者团队的
专业化和精细化，也帮助社区老师更好
地掌握社区课堂的服务流程和技能，助
力八一文化传承课堂的开展。

提升志愿服务能力 促进社区共融共治
红旗镇八一社区开展志愿者培训活动

8月的金湾时而暴雨倾盆，
时而骄阳似火，而不论天气好
坏，一抹抹亮眼的红色总是在城
市的各个角落“闪现”。你或许
不知道，金湾区有超过8万名在
册志愿者在共同守护着城市的
文明风貌，平时他们被淹没在人
群中，而穿上红色马甲时，他们
就肩负起了各种各样的使命，活
跃在金湾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乡
村振兴、环境保护、扶老助
残……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金湾“志愿红”把
“奉献”写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近日，在共青团金湾区委员
会指导下，金湾区再添7支志愿
者服务队，分别是“文明骑手”
“文明商户”“志愿警察”“返乡大
学生”“夕阳红”“红领巾”志愿服
务队以及金湾区深化文明城市
建设志愿服务青年突击总队，从
小学生到长者，涵盖了各行各业
各年龄段的人群，成为全民参与
常态化志愿服务的新鲜力量。
8月17日，随着新服务队第一
场活动的举办，金湾区深化文明
城市建设全民参与常态化志愿
服务系列活动逐渐拉开序幕。

□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花200多美元托人从美国带回的
技术指南，只是一本十几页的产品包
装说明书。“是不是很可笑？”杜永杰的
自嘲中，有我国PCB光刻胶科研人员
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被刺痛的神经。“一
定要实现国产化和独立自主。”珠海市
能动科技光学产业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杜永杰为此暗暗下定决心。

2021年，公司定下年产5亿平方
英尺光阻干膜、防焊干膜的目标。在
此项目的背景下，珠海市能动科技光
学产业有限公司青年突击队成立，负
责载板专用干膜光刻胶和阻焊干膜的
技术攻坚和包括研发、生产制造、品控
在内的全流程提速冲刺。杜永杰和其
他1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
开始了载板专用干膜光刻胶和阻焊干
膜的国产化之旅。

攻坚克难 激活上下游资源

据了解，光刻胶是利用光化学反
应，经光刻工艺将所需要的微细图形
从掩膜版转移到待加工基片上的图形
转移媒介。因此，它也被称为“芯片之
基”，是集成电路的核心材料之一。然
而长期以来，光刻胶技术仅掌握在美、
日与其他少数国家手中，虽然我国自
2006年起已经成为PCB的最大生产

国和最大使用国，但是我国PCB光刻
胶的自给率仅为15%左右。

在技术封锁下，攻坚克难需要反
复实验的毅力和失败的勇气，更需要
想尽办法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曝光设备和感
光检测设备达不到标准。”杜永杰坦
言。如果要定制设备，等设备正式启
用就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此外，由
于国内该行业起步较晚，PCB专业资
深人才引进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
必须跟上下游的企业团结起来，共享
资源、共渡难关。”为此，珠海市能动科
技光学产业有限公司与华为签署了合
作协议，向珠海市同一产业链上的则
成电子、越亚半导体等企业寻求设备

仪器的支持，并且采用“曲线救国”的
方式，从产品使用方手中引进人才，从
客户视角提升产品工艺。

经过近一年的攻坚，目前珠海市
能动科技光学产业有限公司已经走在
了载板专用干膜光刻胶和阻焊干膜两
大高端PCB光刻胶国产化替代进程的
最前端，和美、日等国的同类型产品进
行正面的竞争。“就在今天，8月16日，
你我谈话之际，我们就已经着手准备
进入中批量生产了。”杜永杰高兴地说。

凝心聚力 促进全流程提速

在攻克“卡脖子”技术的过程中，
珠海市能动科技光学产业有限公司青
年突击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

用。来自不同部门的青年通过会议
和现场互动两种形式不断加强着联
系，也让整个公司的心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了一起。

“制度和流程是死板的，青年突
击队队员们是充满活力和灵活变通
思维的。”珠海市能动科技光学产业
有限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丘梓炜
说。过去，研发中心、生产制造中心、
产品质量控制等不同部门之间的交
流并不多。但是在青年突击队的带
动下，各个部门的人员都开始理解其
他部门的工作。“我们任何一个环节
出现问题的时候，都能很快组织青年
突击队队员一起来现场观摩，共同商
议，大家也会把问题带回自己的部
门，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丘梓炜告
诉记者。20名青年突击队队员，就像
是珠海市能动科技光学产业有限公
司这一巨大机器各个零件之间的润
滑剂，提高了整个公司的研发与生产
效率。由于国内行业起步晚而造成的
资深技术人员缺乏，反而被转化成了
激发青年动力的“催化剂”。

“青年突击队这样的组织形式在
我们团队中被证明是有效的、潜力十
足的，所以我们有其他新的项目，比如
在进行特种PCB光刻胶研发的时候，
还会继续充分发挥青年突击队的力
量。”丘梓炜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
们的生产线生产IC光刻胶的稳定性可
以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后，我们的产
品不仅能满足国内的光刻胶需求，还
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杜永杰坚定的目光中满是憧憬。

珠海市能动科技光学产业有限公司青年突击队：

冲出“芯片之基”技术垄断重围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完善少先队
校外实践教育阵地建设，8月18日，金
湾区关工委、团金湾区委、金湾区妇联在
珠海实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良
种引进服务公司（珠海农场）举行少先队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挂牌仪式。

据了解，珠海实秋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广东省良种引进服务公司（珠海农
场）共同成为“金湾区少先队校外实践教
育营地（基地）”以及“珠海市金湾区青少
年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后，少先队员们就
在可以在这里体验现代化农业种植、良

种培育等技术，弘扬劳动精神。本次揭
牌活动中，就有第一批共19名少先队员
分为两队，在实秋与良种两大基地内学
习了火龙果采摘与辣椒苗种植。

共青团珠海市金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联合农业龙头企业共同打造少先队
校外科普实践教育营地，有利于充分发
挥金湾区内农业资源优势，强化少先队
实践育人的作用。接下来，团金湾区委
将继续利用辖区其他优势资源，深耕红
色资源、传统文化资源、法治文化资源，
打造金湾校外少先队组织立德树人的创
新模式，助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金湾区新添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
保护青少年儿童与长者安全，提高居民
急救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金湾区
多个村居举办安全救援讲座，或携手当
地医院，或邀请蓝天救援队为居民们带
去了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生动课堂。

8月17日，在平沙镇公共服务办指
导下，前锋社区党委、妇联、关工委、团支
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前锋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站开展了“‘救’在身边，秒抢生
命”心肺复苏知识培训讲座活动，邀请珠
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叶医生授课，吸引了近
30人参加。培训现场，叶医生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大家讲解了AED使用、心肺
复苏、人工呼吸等相关知识，并现场演示
了心肺复苏的具体步骤，并教授了其他一

些基本的救护知识和急救技能。
除了“白衣天使”，“蓝衣英雄”也走

进了村居。8月18日，由南场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联合珠海市瑞众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开展的“安全自护教育进村居”儿
童青少年安全教育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首次活动邀请到蓝天救援队，给30余名
儿童青少年开展了一场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及施救演练活
动。

此外，今年暑假以来，多个村居都围
绕防溺水、防火、防汛等主题开展了形式
丰富、内容生动的安全教育讲座，进一步
营造了“人人懂急救，人人会急救”的良
好氛围，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健康与安
全意识。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8月 18
日上午，珠海机场普乐美智能卫浴交付
仪式在珠海机场举行。交付仪式上，珠
海机场全新升级的候机楼第三卫生间、
贵宾厅房及公共区域部分卫生间正式启
用。据介绍，这些卫浴空间的卫浴产品
均选用了本土卫浴品牌普乐美的高端产
品，将有助于为往来的旅客提供更为舒
适的使用体验。

“此次双方的合作，是珠海机场与
珠海本土企业的全新探索。”珠港机场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丘昌贤表示，珠
海机场作为一个年旅客吞吐量超千万
的交通枢纽，随着机场二期工程建设
的持续推进，旅客吞吐量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

在此基础上，机场卫浴空间的使用
更为频繁、保洁次数更为频密，对卫浴产
品的质量也随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普
乐美作为国内知名的智能卫浴品牌，具

有深厚的技术与产品优势。珠海机场与
本土知名品牌的强强联手，是推进人文
机场、智慧机场建设的重要一步。

“普乐美作为珠海土生土长的本地
企业，致力于成为业内的‘单打冠军’。”
珠海普乐美厨卫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发
表示，从不锈钢厨卫产品的领头羊到全
套生活方式的领创者，经过24年的发展
后已迎来了企业发展的关键期，循着“产
业第一”的步伐，企业期待在更大的舞台
展示品牌魅力，赋能珠海经济发展。

交付仪式后，“聚焦‘产业第一’——
探寻本土品牌共赢之道”主题沙龙举
行。金湾区、平沙镇相关负责人及各业
界代表到场参加了此次沙龙讨论。各方
与会代表围绕“以商引商”的招商目标，
围绕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企业、城际交
通枢纽的优势，促进珠海品牌“走出去”、
珠海产业“跑起来”等话题进行了主题分
享与交流。

白衣天使教急救 蓝衣英雄教施救
金湾区将安全救援课堂送进村居

社区居民
现场学习了心
肺复苏。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卫浴产品进驻珠海机场

本土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交付仪式
后，“聚焦‘产
业第一’——
探寻本土品牌
共赢之道”主
题沙龙活动在
普乐美展厅举
行。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能动科技生产研发车间。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除了宣传文明理念，7支志愿
者服务队还发挥各自的特长，投
身于包括老旧小区改造、文明交
通整治、城市精细化管理在内的
各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近日，一个个蓝色的圆形贴
纸被派发到了“文明骑手”志愿服
务队队员们的手中。据了解，自8
月20日起，金湾区市民所点的外

卖、收到的快递包裹上将逐渐出
现这些写有“文明金湾20条”标语
的蓝色贴纸。

“我们有些骑手志愿者是送
外卖的，那么一般就会贴‘不剩
菜、不剩饭’之类的标语，而送快
递的骑手则会贴‘垃圾分类不乱
扔’之类的标语。”共青团金湾区
委相关负责人说。此外，骑手们

的电动自行车和三轮车也将化身
为流动的文明金湾宣传旗帜。

除了“文明骑手”志愿者服务
队，其他的服务队也都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志愿服务方式——“文明商
户”志愿者服务队将走上街头参与

“门前三包”的督促工作，“志愿警
察”志愿服务队将开展以反诈骗为
主的平安金湾活动，“夕阳红”志愿

服务队将在各个重要路口进行文
明交通的指挥工作，“红领巾”志愿
服务队将在其他志愿者的带领下
进行垃圾分类与其他各项绿色环
保主题的志愿服务。而“返乡大学
生”志愿服务队和金湾区深化文明
城市建设志愿服务青年突击总队
由于技能更加广泛，将在大部分志
愿服务中大显身手。

发挥队伍专长 鼓励不同队伍各显神通

“感谢您填写问卷，这是送
给您的小扇子！”8月17日下午，
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A座一楼
大厅外搭起了一个遮阳棚，3名

“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的队
员正在给路过的市民分发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问卷调查
表。“这几天我们准备了1500份
小礼物，希望能够收集满 1500

份问卷。”“返乡大学生”志愿服
务队队员陈稼铭说。

陈稼铭是澳门科技大学的
一名在读学生，暑期回到金湾，
正好赶上了“返乡大学生”志愿
服务队的成立。“暑假的时间用
来进行志愿服务是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因为这次活动，我不仅
自己更加理解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的内容，还让更多人了解到，
原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自己
息息相关。”陈稼铭说。

据了解，为更广泛宣传文明
金湾理念，同时了解市民对于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真实想
法，共青团金湾区委联合金湾区
文明办，组织新成立的7支志愿
者服务队开展了包括摊位定点宣

传与社区入户宣传在内的文明金
湾宣传活动，并通过问卷调查的
形式，收集市民的意见与建议。

“在一些摊位上我们还准备了许
多小游戏，市民朋友可以通过游
戏答题的方式获得奖品，加深对
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内容的印
象。”共青团金湾区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促进全民互动 广泛宣传文明金湾理念

□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8月17日，“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正在给市民分发文明宣传资料。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