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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海建设
“智慧城市”
添砖加瓦

南海区政协委员、
广东软通动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静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
用实际行动积极履职
五年前，她独自一人来到南海，最终撑起了一家子公司，在创新“互联网+”的服务行业中找出路，
并通过努力跻身行业前列，她就是广东软通动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静。
不服输的她凭借着一股韧劲，依靠专业和优质的服务团队，打造了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在创新
发展的路上展示“巾帼风采”，创造属于她的传奇。
带着干事业的热情，胡静加入南海区政协后，牢记自己作为政协委员的身份，密切联系企业各界
人士，收集反映他们的意愿和诉求，为南海建设“智慧城市”添砖加瓦，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委员的责任
与担当。

【委员档案】
姓名：
胡静
界别：
经济
职务：
南海区政协委员、
广东软
通动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南海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常
务副会长
履职感言：认识高了，责任重
了，
使命大了，
看得远了。这是我加
入南海区政协后，从思想和行动上
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深刻改变。

独自一人撑起一家公司
清澈的大眼睛，直发过肩，合
体的职业套装，
说起话来带着浅浅
的笑容，嘴角流露着坚毅和自信，
这是记者见到胡静的第一印象。
祖籍山东，出生于贵州的胡
静，
大学毕业后在国企干了 15 年，
曾在人力资源、项目管理、外事办
等各个岗位干过。因机缘巧合，
她
毅然放弃稳定的国企工作，
来到深
圳软通动力就职。
2014 年 7 月，软通动力集团
与南海区政府签约，
正式落地南海
成立子公司——广东软通动力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胡静因出色的
工作表现，
被委派来南海担任总经
理，
迈上了她在南海的创新创业之
路。
胡静坦言，
刚接到来南海的消
息，感觉压力很大，甚至经常失
眠。
“从公司的选址到装修，
再到置
办办公用品、组建本地团队，招聘

每一个加入广东软通动力的职员，
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回忆起软
通动力 2015 年顺利入驻千灯湖畔
友邦金融中心时的情形，
胡静感慨
万分。
“当时家人都在深圳，我独自
一人来南海闯，
从一开始只有两三
名员工，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团队，
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磨难，
感觉比男
性闯事业时面临的困难要更多。
此前我也会受到质疑，
但后来我想
明白了，我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
说话，
以实力让大家认可。
”
胡静说。
对于南海这座城市，
胡静觉得
这里是她的福地。
“南海是一座非
常包容的城市，我收获很多，也赶
上了好时候，企业通过模式创新、
技术的进步，跻身行业的前列，未
来我们软通动力在南海将更有作
为。”她还说，现在已举家搬到南
海，
成为新南海人。

业务量实现从零到一亿
看到软通动力在南海茁壮成
长，
胡静觉得自己还未成功，
“我还
在路上，感谢我的竞争对手，没有
他们，
就没有软通动力的今天。
”
一路走来，
不服输的胡静在公
司发展过程中面临过各种困难，
有
大众的质疑、同行的围剿等，但她
都没有退缩，
凭借着一股韧劲坚持
了下来。
为了在行业中站稳脚跟，
寻找
公司发展空间，胡静努力找“出
路”，最终在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
一片天地，
公司的营业业务量实现
从零到 1 个亿的飞跃。2016 年，
软通动力成功中标桂城应急指挥
中心项目，2017 年相继中标南海
区微型子站大气防控项目、
大沥消
防体验馆项目，
以及上了央视新闻
的禅城“零跑腿”项目，2018 年中
标三山新城展厅项目。
她信心满满地说：
“公司最近
正在跟进几个项目，洽谈得非常
好，
期待和南海有更多的合作。
”
胡静还以”
智慧环保
“为例说，

软通动力基于数字孪生技术构建
的“气象部门——环保部门——
企业”的联动模式，打破原有各部
门独立为政模式，气象部门的气
象数据反馈至环保部门，获得城
市实时环境容量和污染最大允许
排放量，污染物减排任务实时下
达到企业，从而提升城市大气污
染防治效率。
就这样，
胡静带着软通动力在
行业中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如
今，
软通动力作为行业领先的智慧
城市技术服务与运营商，聚焦“大
数据+政务服务”
“物联网+城市治
理”
“大视频+公共安全”
“云计算+
产业服务”
“互联网+数字生活”
五
大领域，不断通过产品创新、模式
创新，带动城市、产业和行业的数
字化转型。
开拓市场过程中的胡静并不
孤单。
“很多员工都是公司刚起步
时，
就跟着我，
我很感谢他们，
公司
能得到发展，
离不开大家共同的努
力，
现在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

■2019 年 2 月 25 日，
南海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
南海区政协主席张辉明（前右一）给优秀提案获得者胡静（前左一）颁奖。

为智慧南海发展积极献策
“ 认 识 高 了 ，责 任 重 了 ，使
命大了，看得远了。这是我加
入南海区政协后，从思想和行
动上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深刻
改变。”2016 年底，胡静成为南
海区政协委员，她如此感叹。
这 几 年 来 ，胡 静 一 直 积 极
参加南海区政协组织开展的各
种履职活动。每年南海“两会”
上，她争先举手，
“ 抢麦”发表自
己的意见建议，展示出政协委
员的靓丽风采。
在 2017 年 的 南 海“ 两 会 ”
上，胡静针对南海的环境问题，
提出了多项建议：
“ 利用大数据
技术挖掘气象数据、地理信息
与监测数据之间的关系，快速
锁定重点监管对象，实现定向
管控；掌握区域内点源、面源等
污染排放规律，针对性管控重
点区域；结合环境质量分析模
型，实现更精准的预报预警，增
强突发环境事件快速反应和处
置能力。”副区长现场点赞胡静
的 建 议 ，并 表 示“ 建 议 非 常 到
位，与目前南海区工作思路高
度吻合”，并当场督促环保部门
就胡静的一些建议进行跟进。
“南海区信息化建设起步
早，一直走在国内前列。但随
着城市升级发展，南海的信息
化发展对南海区产城升级的新
发展支撑还可提高。”在今年的
南海“两会”上，胡静“抢麦”建

议，南海可以尝试采用区块链
技术在城市管理的应用，并成
立南海区物联网产业联盟，推
进南海物联网+城市治理的产
业化。可以从社会需求大、见
效快的项目入手，以个别镇街
为试点形式逐步推进，比如智
能电表、出租屋综合管理应用
等项目。
“下一步会加强顶层设计，
未来三年投入超过 15 亿元，
在智
慧交通、
智慧安防、
智慧环保等方
面发力，
希望各路精英参与，
南海
的智慧城市是值得期待的。
”
区领
导则现场回应胡静的建议。
对于自己的建议，在政府层
面得到了重视，促进了政企互
动，胡静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
豪。她表示，凡是政协活动，自
己都积极参与，比如委员各种调
研、视察、座谈，甚至政协每年的
大会抢麦发言，面对媒体采访
等，都能看到胡静的身影。她希
望，通过参政议政的实践，不断
拓宽自己视野，提升自身履职能
力。下一步，自己还要继续当好
政协委员，关注政策导向，牢固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更加积极
的态度为南海智慧城市、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建设建言献
策，
用实际行动积极履职。
除了担任政协委员，胡静今
年 1 月加入致公党南海总支，
3月
又加入南海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2019 年 3 月 12 日，南海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潘永桐（左）为胡静（右）
颁发南海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常务副会长证书。
联合会（下称：南海新阶联）。
“很
荣幸能加入这些组织，希望发挥
所长，更好地为南海服务。”她是
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胡静说，因被推选担任南海
新阶联常务副会长，从 2018 年
筹备南海新阶联开始，时常抽空
去考察会员单位，听取会员单位
的意见，促成南海新阶联顺利于
今年 3 月成立。
“ 南海新阶联下
阶段将激活群体间的资源，凸显
出南海新阶联的鲜明特色，让有
担当的新阶层人士参政议政，建
言献策。
”

文/珠江时报记者 戴欢婷 通讯员 邹永榆 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推广

广州融创乐园欢乐屋走进佛山 顺德上演真实版
“速度与激情”
5 月 15 日至 16 日，广州融创
乐园巡演抵达顺德印象城，吸引
了众多佛山市民前来体验大型室
外主题乐园融创乐园、华南至大
室内滑雪场融创雪世界、华南室
内恒温水乐园融创水世界等项目
的精彩。这些都将在 6 月 15 日，
随着广州融创乐园的正式开园而
营业。

想得到极大满足。
据悉，融创乐园占地面积将
近 60 万平方米，是国内首个以南
越文化、岭南风格为主题的乐园，
设有千年商都、海上丝路、岭南印
象、南岳古国、五羊传说、梦幻花
园 6 大主题园区，拥有 12 项新颖
演艺项目和 30 多项超级游乐设
施。
“西江漂流”
、
“巨龙飞舞”
大摆
锤、转转杯与水上战斗相结合
“水
战骑兵”等多个创意项目将给你
欢乐刺激，大湖秀剧场、脱口秀、
五羊剧场、儿童剧场等多个剧场
演艺项目带来炫酷新奇体验。

真实版“速度与激情”上演
融创欢乐屋嗨翻佛山
过山车能让人肾上腺素极速
飙升。坐惯了单轨道过山车，你
想尝试下双车“对撞”的刺激吗？
在现场，一群头戴 VR 眼镜，时而
大声尖叫时而放声呼喊的市民成
为全场焦点，这正是利用 VR 技
术体验广州融创乐园斥巨资打造

■市民在活动现场咨询相关项目。
的明星过山车项目——双轨双车
过山车“双龙飞舞”的欢乐场景。
两辆过山车同时发射，在狭窄的

轨道上翻飞竞速，逆向弹射至 20
层楼高处，50 米垂直俯冲向前加
速冲刺……“速度与激情”的梦

乐园票价信息已公布
美食乐玩一个不能少
“食在广州，
厨出凤城”
，
凤城
即顺德。
“ 识食”的佛山顺德人对

美食有着天然的挑剔。这里有
100 多种广府美食，
还有 6 大主题
餐厅+1条美食街+N个小吃亭，
环
球美食等你尝。不管你有多挑
剔，
这里的美食也能满足你。
在雪世界、水世界和融创乐
园尽情游玩之后，不妨到广州融
创茂里逛一逛，这里有约 61 家美
食餐厅精彩荟萃，汇集 116 个中
外服装精品品牌，还有万达影城
强势入驻，将成为潮流吃喝玩乐
购新地标。
据悉，
广州融创乐园将于 6 月
15 日正式开园迎接八方游客的到
来。广州融创乐园成人票价 258
元，
广州融创水世界成人票价 228
元。融创雪世界仅需 180 元起就
能享受雪上飞碟、冰上碰碰车等
多项冰雪游乐项目。
（吴姣）

提案点击

要 创 新：探 路“ 智 慧
环保”守住绿水青山
《关于探索加强智慧环保水环境
监测、
预警、
溯源的建议》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
，
建设生态文明既是民
生，也是民意。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良好生态环境成
为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目前，
南海有600多个村级工业园，
重点监管
的污染源较多，水环境质量历史欠账
太多，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建议建水环境污染预警溯源系统，
可以对河网水质实时监测，
及时发现环
境污染事件和突发问题，
用数据说话、
用数据分析、
用数据决策，
做到点源污
染精准溯源、
面源污染全面掌握。

很必要：完善爱车小
镇北侧交通配套
《关于推动爱车小镇（规划）北侧
片区交通配套完善的建议》
根据规划，
桂城爱车小镇（一期改
造项目位于海八路南北两侧，南海大
道以西、
汾江河以南的围合区域）将于
2019 年进行整体项目实施，受海八路
快速路影响，
交通配套设施基础薄弱，
给居民出行造成很大的困难。
建议增加南一路南北贯通隧道项
目或人行专用天桥，增加车流和行人
的分流；文华北路跨江道路桥（辅道）
建设已经主体完善，希望能共推与滨
江一路的全线贯通，让爱车小镇北侧
区域尽快设立公交配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