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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联促文艺事业健康蓬勃发展

责任编辑：何胜文 美编：赵耀中 校对：韦驰 组版：邓扬海
05 今日金湾 产业聚集高地 湾区舞台中心

2022年9月20日 星期二

9月 19日，记者专访金湾区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聆听金湾区近20
年来培育文艺土壤的故事。据了
解，开展摄影大赛、举办书画展、出
版杂志《金土地》和送春联皆为金湾
区文联的品牌活动，每年都不会“缺
席”。“我们曾多次遇到经费、场地、
人员不足的困难，大部分时候这些
困难都能被一一克服，而坚持下来
的信念，就是总有人在期盼我们的
比赛、展览、杂志和春联。”陈松源
说。据介绍，几大品牌活动中，送春
联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近20年，走
遍了金湾区所有的行政村和社区。
今年春节期间，金湾区文联邀请区
书法家协会会员提前一个月开始写
春联，先后组织100多人次走进6个

村居及场所现场书写，共为金湾区
市民送出10000余副对联及福字，
获得市民的热捧和好评。

此外，在经费更加充足的时
候，金湾区文联会还会举办更加多
样的活动，包括“金湾今晚 2017”
晚会、“同一个梦想”—2018 金湾
区粤剧晚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书
法培训中心2019年珠海临摹与创
作研修班、组织区内文艺骨干外
出采风交流、举办了六届金湾区
青少年书法大赛、坚持了5年金湾
区粤剧研习基地（科干）培训活动
等。与此同时，金湾区文联还在
促进金湾区的文艺走向全国，连
续7年与澳门开展“澳门金湾书画
联展暨交流活动”，举办“书写新

时代 开启新征程”全国十地书法
作品联展暨交流活动，举办“贺国
庆 迎中秋”五地书法美术作品展
等。从深圳到北京，从绍兴到嘉峪
关，金湾文艺跨越了祖国南北，带
回了东西风情。

文艺发展的核心是人才。为
了促进金湾区内各类文艺界人才
间的交流，鼓励文艺创作、创新，16
年来，金湾区文联通过各种渠道积
极搜集了各门类艺术人才的信息，
与这些人才建立了联系并逐一登
记在册，筹备组建了各类文艺社
团。目前，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
社团包括区书法家协会、区美术家
协会、区摄影家协会、区戏剧曲艺
家协会、区音乐舞蹈家协会和区作

家协会 6 个文艺团体，现有会员
600余人。

“金湾区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
它有5所高校，高校里汇聚的文艺人
才是不容小觑的。”金湾区美术家协
会主席赵毅告诉记者，在五年一届
的全国美术最高奖——第十三届
全国美术展览中，珠海市有4件作
品入展，其中3件来自金湾区，作者
分别为叶又绿、朱建中、张治华，皆
来自区内高校。目前，金湾区文联
正在与金湾区书法家协会和金湾
区美术家协会共同进行“喜迎二十
大 一起向未来”——金湾区美术、
书法、摄影作品展的筹备，该展览
预计于10月中旬在珠海市图书馆
进行。

采写：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 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加
快推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支持引导高新
技术企业成长，9月16日，在广东省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指导下，珠海市金湾区产业
金融服务协会与珠海市金航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一起益企·广东
省专精特新政策宣讲会”，近60家来自金
湾区、斗门区的企业参加。

“宣讲会干货很多，比我们企业自己
去研究得更细致，而且教授有全局观念，把
各个部门的事情都考虑到了。”中小企业代
表张京芳称赞道。宣讲会上，广东省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教授级高工陈健详细讲解了
工信部最新发布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
育管理暂行办法》、省工信厅2022年创新
型中小企业评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
和复核工作要求等内容。从暂行办法制定
背景、优质中小企业概念、梯度培育指标说

明、我省实施方案（2022年版）、申报注意
事项等五方面进行介绍，帮助企业深入学
习和了解相关内容，并对企业代表们提出
的问题进行解答。

“9月初，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发展大会才在南京举办，因此这次宣讲
会非常及时。”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
程有根说，“中小企业是推动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专精特新认证有利
于企业的创新发展。”据其介绍，截至目
前，广东省已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704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8家，均居
全国前列。接下来，广东省中小企业服务
中心将与珠海金湾区一道，省市区联动，
共享资源，力争实现广东省“十四五”期间
培育十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一万家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一千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的目标。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9 月 16
日，珠海市2022年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双盲”演练在金湾区高栏
港片区的利安隆（珠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举行。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
金湾区多个相关部门及中化珠海、裕龙石
化、中国电信、繁安公司等相关企业单位
参加了本次演练。演练共出动应急车辆
30余台，参演人员100余人。

当天下午3时许，演练开始。高栏
港区内企业利安隆（珠海）新材料有限
公司内，正在卸车的司机模拟在疏散过
程中忘记拆掉卸车鹤管，导致车辆启动
后拉断卸车鹤管并发生大量丙烯酸甲酯
泄漏，被拖拽地面的鹤管摩擦地面产生
静电导致泄漏的丙烯酸甲酯着火并形成
流淌火，整个充装车台和车辆被引燃。
利安隆公司迅速组织现场自救并向珠海

裕珑石化有限公司、中化珠海储运有限
公司等周边相邻企业求救。随着泄漏量
加大，利安隆公司立即上报区危化品监
管局请求增援，同时报120、119求救。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危险化学品监督管
理局、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
金湾区应急管理局等单位接报后，立即
组织人员装备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
急救援。

据介绍，本次演练由中国安科院进
行现场技术指导，由珠海市应急管理局、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金湾区人民政府
主办，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危险化学品
监督管理局、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
大队承办。演练贴近实战，在针对性应
急演练中提升应急处理能力，以及应对
突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协同处
置水平。

珠海市2022年危险化学品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双盲”演练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我
找到了！这个人是‘卧底’！”9月17日，
由平沙镇前西社区妇联和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主办，珠海市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协
办的青少年悬疑推理活动在前西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18名青少年化身
小小侦探，认真观察与思考，探索谜团里
的奥妙。

据了解，为丰富青少年儿童的课余生
活，平沙镇不仅举办了围绕游戏开展的益
智活动，还以公益课堂充实青少年儿童的
周末。9月17日与18日，平沙镇立新社

区分别开展了由社区党委主办，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妇联及关工委协办，珠海市瑞
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防拐防
骗·安全伴我行”安全课堂与“学社交礼
仪·创文明新风”礼仪课堂。课堂上，社工
带领青少年们分别了解了防拐骗知识、防
拐案例，以及点头礼、注目礼、握手礼等礼
仪知识，并与青少年们一同进行情景演
练。

平沙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各
村居会利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一阵
地服务群众，持续开展青少年公益活动。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9 月 15
日，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2849名新
生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校园，开启了学
习生活的新篇章。据了解，该校今年共开
设 27 个专业，招生计划 2875 人，录取
2849人，计划完成率为99%，较去年增长
9个百分点。

在当天的迎新工作中，为做好新生入
学工作，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科学部
署、多措并举，以温暖、高效的服务迎接每

一位新生，既突出疫情防控工作的科学
性、严谨性，又通过细微环节传递“城职温
度”。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珠海城职院首次
开设中法班，并完成了首批100名新生的
招录。根据计划，该校的跨境电子商务专
业、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将分别与法国克莱
蒙高等商学院数字传媒与电子商务专业、
国际管理专业试点开展学分互认联合培
养项目，采取“2+2”专本衔接培养模式。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800余名新生

首次开设中法班

□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不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办公中，
A4纸几乎是我们最常用到的纸张
了，只是很少有人去留意这些印着
图表和文字、承载着辛勤和梦想的
白纸来自哪里。事实上，珠海市金
湾区就有这样一家企业，从做好一
张A4纸开始，深耕办公纸品26年
成为行业龙头。如今，各家网站的

“中国复印纸十强”排行榜中，总少
不了它的名字——天章纸品。

广东天章实业集团从金湾启
航，其产品不仅有复印纸和办公用
品，还有专用打印设备与耗材等，
集团旗下乐活科技公司和天章纸
品公司均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省市两级“专精特新”企业，在
2021年分别被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评为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 100
强”第 1位和第 15 位。26 载乘风
破浪，如今的天章实业，正以稳健
的步伐在二次创业的赛道上续写

“实业报国”的新篇章。

守业之道：在传统行业做到极致

据了解，天章实业历史最长的
就是纸品板块，以复印纸和办公用
品为核心产品的天章纸品公司，早
在2010年就被认证为“中国驰名商
标”，2021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是
名副其实的“全国三甲”，其线上销
售量更是在全国排到了第一位。而
之所以有“全国三甲”的实力，离不
开天章实业26年来在办公用品行业
的坚守与积累。

“办公用品的行业门槛比较低，
在这样一个传统行业做到细分市场
第一，就是要专注，耐得住寂寞赚小
钱。”广东天章实业集团董事长言登
峰坦言。和许多纸品企业一样，最
初的天章实业只是一个前店后厂的
小作坊，业务仅限于税务及财政电
脑票据印刷，企业的利润也并不
高。而就是一张普通的纸，却让天
章实业一步步做到了极致。1998
年，天章实业研发和生产“金天章”

“紫天章”“绿天章”等天章打印纸产
品，率先在行业实施产品细分和系

列化，满足了市场对新型打印介质
的快速增长需求。此后几年内，又
通过GB/T3513-99质量标准贯标、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且
累计获得包括各项专利在内的知识
产权40余项。2011年，为了践行环
保理念和供应链战略，天章实业又
在行业内率先将复印纸产品环保等
标准贯穿于全产业链控制，并形成
企业标准体系。天章“TANGO”品
牌系列产品也因此获得了国家生态
环境部授权的“中国环境标志产品
认证证书”。

除了将看似普通的产品做到极
致之外，天章实业还在渠道上进行
创新。据了解，大办公行业作为传
统行业的典型代表之一，一直面临
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冲击。为破解
此局面，2013年，天章实业在同行的
质疑声中进军互联网电商平台，在
京东商城业绩一路遥遥领先，成为
大办公行业网销第一品牌。

创业之心：拥抱数字经济新时代

近年来，随着“无纸化”办公理
念的普及，以及“阳光采购”“军民融
合”等政策的推行，天章实业在危机

中看到了二次创业的机遇。“军队、
政府和许多国企都在进行采购数字
化的改革，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其
做供应链服务？我们是有这个基础
的。”言登峰说。

据了解，由于在传统行业有着
长年的积累和布局全国的研发、生
产、销售网络，天章实业在全国范
围内共有5大自营主仓、34个省级
分仓，416个合作服务网点，覆盖全
国341个城市，基本实现仓配物流
服务全国全时全域交付。有了可
靠的线下网络，只要打通线上平
台，就可以打造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闭环。

2017年，天章实业旗下乐活科
技公司与“京东云”签约，联合“京
东云”成立B2B数字化研发中心，
开始研发“妥了网”并与不久后推
动其正式上线，仅一年内“妥了网”
注册 B/R 端客户就突破了 30000
人。截至目前，天章实业以自有平
台“妥了网”为主阵地，与京东平
台、新军网平台形成线上全链路平
台组合。

正是靠着强大的供应链平台，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临时，天章
实业积极利用“妥了网”平台技术和
全国供应链资源，为政府、部队、机
关捐赠各类防疫物资，累计捐款物
资金额约50万元，并且另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南部战区陆
军、珠海警备区等300多家单位累计
保供防护物资1000余万元。

与此同时，天章实业也没有停
止“拳头产品”的开发，在其创新产
品中，有军队专用打印设备与耗
材、及军队后勤保障物资等，其中
华讯系列保密打印机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在全军配发量占有率居于第
一位。“我们‘军队后勤保障物资快
响体系’已经获得了44项软著和4
项发明专利，被列为‘珠海市军民
融合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言登
峰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正在打造天章产业
园，在金湾区联港工业区创业西路，
占地面积近5平方米，总投资规划5
亿元，这是我们‘实业报国’的又一
个关键节点。”言登峰表示，该园区
将以“军队专用打印设备及耗材”和

“军队后勤保障物资快响体系”为核
心，成为集“生产+展演”“云技术开
发+应用”“行业交流+动员”于一体
的创新业务平台。

中国航展上9架飞机共
同拉出彩烟、木棉花怒放的枝
头歇满白鹭、夜色中金湾航空
新城闪烁着七彩灯光……一
张张充满摄影师独特美学语
言的照片，将金湾区自然与人
文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近
日，由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金湾区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主办，珠海恒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鹏瑞海玥湾）协办，
金湾区摄影家协会承办的“鹏
程瑞景·筑梦金湾”摄影大赛
结果公布，1960余件作品中
有88件脱颖而出。“接下来我
们将会在区美术馆展出这些
作品，为市民们带来一场视觉
盛宴。”金湾区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主席陈松源说。

天章实业：在新赛道上续写“实业报国”篇章

平沙镇立新社区举办的“学社交礼仪·创文明新风”礼仪课堂现场。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宣讲会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广东天章实业集团的军队后勤保障物资产品。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区文联举办的送春联活动，获得市民的热捧和好评。

在知识课堂与推理游戏中度过充实周末

平沙镇为青少年举办多场公益活动

广东省专精特新政策宣讲会
在珠海国际健康港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