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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卫生用品”金字招牌
亮相国际性展会
12 家企业抱团参加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讯
员/西樵卫生用品协会）9 月 2 日~4
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
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CINTE20）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西樵
12 家卫生用品企业抱团参展，向全
球客商推介西樵卫生用品产业的区
域品牌。
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
造布展览会（CINTE20）是亚洲规
模最大的产业用纺织品展会。本届
展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1、
E2、E3 馆 举 办 ，展 览 规 模 达 到
38000 平方米，近 500 家优质企业
在此展示专用设备及配件、专用原
料及化学品、非织造布及制品、其他
产业用纺织品卷材及制品、功能面
料及防护服装等。
展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卫
生用品产业集群，包括中国非织造
布产业名城湖北仙桃、中国过滤布
名城浙江天台和中国妇婴卫生用纺
织品示范基地广东西樵等。
西樵卫生用品行业协会会长杜

■西樵卫生用品产业集群的展位吸引大批客商前来交流采购。

强表示，西樵卫生用品行业已经连
续 3 年以区域产业集群的名义抱团
参展，不仅为本土企业搭建推广品
牌和产品营销的平台，更进一步擦
亮了“中国妇婴卫生用纺织品示范
基地”
的国字号招牌。
今年，
西樵共有12家企业参展，
包括佛山市栢盈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
山市福得佳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员供图

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市啟盛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等，
向国内外客商集中展示西樵卫生
用品全产业链条的成果和优势。
在 E1 展馆，
西樵卫生用品产业
集群的展位一连两天吸引大批的客
商前来交流采购，现场人潮涌动。
杜强介绍，本次西樵卫生用品产业
集群的展位面积达 150 平方米，12

家参展企业分别展出原材料类的无
纺布、无尘纸、热熔胶、口罩，
成品类
的卫生巾和纸尿片、印刷包装等卫
生用品全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代表
着西樵卫生用品行业的中坚力量。
这些参展企业均根据市场发展
趋势，通过加大研发力度和先进设
备的投入，
生产出技术量更高、更符
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广东昱升个
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
该公司展出了最新研发的
“拉拉
裤”，产品集合蝶翼双吸悬浮芯、U
形防护提臀技术、360 度智能环抱
腰围等发明专利，能让好动的宝宝
舒服自由地活动的同时，不容易发
生漏尿的情况，对宝宝学习走路也
有很大的帮助。
近年来，
西樵镇先后引进啟盛、
昱升等卫生用品行业龙头，以及栢
盈、福得佳、金三发等上下游企业，
卫生用品行业体系不断完善，行业
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西樵纺织产
业基地亦获评“中国妇婴卫生用品
纺织品示范基地”
称号。

快来推荐你心目中的星级文明家庭
9月21日前可通过单位推荐、
他人推荐和个人自荐方式推荐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
讯员/张嘉宜）日前，西樵镇新时代
南海讲堂云课堂准时在网络平台
直播播出，
2020 年西樵镇星级文明
家庭推荐命名活动也同步启动，提
高居民群众思想觉悟和文明素养，
提升全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该课堂由西樵镇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负责人区才芳围绕《成长性
思维指导下的家庭教育》展开讲
述。当日还举行了 2020 年西樵镇
星级文明家庭推荐命名活动启动
仪式，通过命名活动挖掘一批先进

家庭典型，掀起新一轮精神文明建
设热潮，推动全社会形成爱国爱
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
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凡 在 西 樵 镇 工 作 、生 活 或 学
习，居住满 1 年以上的家庭，
不限户
籍、民族、年龄、职业，热爱祖国、拥
护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事迹具有正面积极意
义的，均可作为本次推荐活动的候
选家庭。评选标准包括爱国守法、
遵德守礼、平等和谐、敬业诚信、家
教良好、家风淳朴、绿色节俭、热心

公益。
家庭建设，弘扬好家风，推动形成
本次活动采取单位推荐、他人
家家争做文明家庭的社会氛围。
推荐和个人自荐等方式进行，由推
近年来，西樵镇开展了形式多
荐单位或个人填写好活动推荐表， 样的文明家庭主题活动，包括西樵
提交所在村居或所在单位出具意
镇“最美家庭”评选、上金瓯社区
见，统一交由镇文明办。推荐活动 “金瓯好家风”评选、百西社区“善
截至 9 月 21 日。此外，结合点赞
美家庭”评选等，倡导了好家风好
活动和实地调研等环节，由镇文明
家训，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2020
委对候选家庭进行复核，确定星级
年是佛山市奋夺全国文明城市“三
文明家庭命名并进行公示后，对获
连冠”以及西樵镇创建广东省文明
评家庭进行授牌表彰。
镇的关键之年，举办文明家庭推荐
西樵镇党委委员王玉桥表示， 命名活动，将有力推动西樵镇文明
希望全镇家庭能够支持、参与文明
创建工作。

被子折出直角“城堡”摆上餐桌

每期有

数

用数字为你呈现西樵大小事、
发展新动态

2所
9 月 1 日，
西樵镇中心小学和西樵镇第六
小学分别举行了揭牌仪式，
西樵镇党委副书记
何宏图、
西樵镇党委委员张惠冰等为两所学校
揭牌。据了解，
全镇（公民办）21 所中小学、
32
所幼儿园当日开学，
近 5 万名学生顺利返校。

6.59 亿元
8 月 31 日，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新建业
务大楼的第一条工程桩正式动工建设，
意味着
新建业务大楼的建设进程正式开始。据了解，
工程人员已经进驻一个多月，
目前已经完成了
方案、
施工总设计、
报建等一系列前期工作。
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新建业务大楼是
省、
市、
区各级的重点项目，
也是西樵镇重大民
生工程项目之一。该工程将会建成一座高标
准、综合性、智能化的住院综合大楼和感染病
科楼，项目总投资 6.59 亿元，总占地面积

4784.24 平 方 米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78717.11 平方米，新设床位 800 张，车位
458 个，预计 2023 年主体完工，届时医院总
床位数将达 1400 张。

104 亩
优化官山涌
“一河两岸”
城市滨水空间，
打
造岭南水乡绿色走廊。近日，
位于官山涌西侧
的西樵镇欢乐天地片区改造项目发布了土地
前期整理公告，占地约 104 亩，拟于 9 月 28
日上午10时开标。

61 名
9 月 5 日上午，西樵镇 2020 年新兵入伍
欢送仪式在西樵镇政府举行，
61 名新兵进入
南海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
进行役前预训及与
部队交接。
今年夏秋季征兵，西樵镇共 550 名适龄
青年报名参加体检，经过体检、政审等层层筛
选，
最终挑选出 61 名新兵踏上军旅征程。

西樵举行旅游饭店服务培训大赛，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讯
员/张嘉宜 区韵鸣 黎惠敏）碗碟筷勺
按顺序摆放，
床单被褥折出直角……
日前，
“聚力新南海建功新时代”
2020
年西樵镇旅游饭店服务培训大赛举
行，
来自全镇20多家旅游饭店企业的
60名职工参与中餐宴会摆台和中式
铺床的技能比拼。
比赛前，
大赛主办方组织镇内20
多家旅游饭店企业的100多名职工，
参加培训。最终有60名职工参与比
赛，
其中 40 名参加中餐宴会摆台比
赛，
20名参加中式铺床比赛。
在西樵山希尔顿欢朋酒店客房
部工作的黄艳群首次参加这类比
赛。经常给新入职员工做铺床培训

■选手
正在进
行中餐
宴会摆
台比赛。

的她，
在赛前培训中也乐于助人，
帮
助缺乏经验的同行，获得大家的点
赞。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一定要把
床铺得整整齐齐，
让客人走进房间时
有个好印象，
获得优质的入住体验。
”

党员联系群众
有了“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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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群表示。
在中餐宴会摆台的比赛现场，
一
张以
“冰雪女王”
为主题的桌子吸引
了众人的目光。来自国艺度假酒店
中餐部的区杏滢在桌前忙碌着，
她介

绍，
摆在桌子正中央的
“城堡”
，
是她和
多位同事一起拼出来的，
希望能给儿
童游客带来童真的感觉。
另一名参赛者梁雪梅，
则以
“龙
凤呈祥”为主题参赛。为了这次比
赛，
她提前半个月练习，
在比赛时仍
有些紧张，导致超时完成。但她认
为，
这次比赛更大意义上是一次与同
行交流学习的机会，
最终结果不会影
响心情。
西樵镇总工会主席朱林根表示，
这次大赛有利于提高西樵旅游饭店行
业职工的业务知识水平和操作服务技
能水平，
规范服务礼仪，
增强服务意
识，
提升旅游接待能力，
从而总体上
提升西樵旅游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西樵力争明年
新增千个学位
B03

1.2km
备受西樵市民关注的新城区三纵三横道
路工程一期又有新进展，
日前已完成路面铺设
沥青阶段，
接下来将开展收尾工作并投放使用。
作为省委“1+1+9”工作部署的重点项
目，
该工程是连接周边医院、
学校、
住宅的重要
道路工程，
一期包括新建碧霞二路和崇民纵一
路。其中碧霞二路连接樵金路和官崇路，
全长
约 1.2km；
崇民纵一路连接崇民东路和碧霞
一路，全长约 0.691km，道路路面宽度为

20 米，设置双向 4 车道及 2.5 米人行道。
文/珠江时报记者 陈肖玲 通讯员 张嘉宜

涂鸦上墙
妆点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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