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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万鹏放弃平稳的

生活，带着勇于拼搏的精神，潜

心于陶瓷热工装备领域的科研

及相关工作。创业之初，万鹏

经常前往生产一线与客户交

流，根据客户的需求现场给予

一套相对完善的设计方案。

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团队

克服重重困难，勇敢面对逆境，

大胆进行创新，研发的基于云

控技术的“高铁时代”型节能辊

道窑已被广泛应用于市场，并

经行业权威鉴定为国际先进水

平，对改善建陶企业生产环境、

推动中国建筑陶瓷行业的信息

化、智能化和节能减排具有重

要意义。

“我从小立志当一名工程

师，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希望

能通过不懈努力去研发制造出

自己的产品，供市民使用，为社

会提供服务。”万鹏认为，工作

不仅是能力展现的平台，更是

他践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宗

旨的载体。他坚定地追求自己

把个人愿望与中国共产党的使

命相结合，不断改革创新，让中

国质量引领未来。

丹灶重拳治理
违规户外广告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

讯员/黎淑玲）7月16日，丹灶镇综

合行政执法办（队）开展大型户外广

告专项行动，对违规户外广告进行

拆除，加强丹灶辖区户外广告规范

管理，美化市容市貌，进一步提升城

市形象和品质。

位于樵金北路上安段和东联

段的户外广告，未按照相关规定办

理审批手续，均属于违规设置广

告。尤其是东联段路边的灯柱广

告，由于长期在户外，风吹日晒，灯

柱部分材料老化，出现大面积锈

蚀。这给过往行人、车辆带来一定

的安全隐患。

对此，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依法开展拆除。为确保安全拆

除，执法人员密切协同，在现场拉

起警戒线，严密做好秩序维持工

作。经过执法人员及施工人员的

紧密配合，上述广告牌被拆除，及

时消除了安全隐患。此次行动，

共拆除大型楼顶广告2个，墙面广

告2个，灯柱广告1个，面积约300

平方米。

接下来，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将继续加大对存在安全隐患户

外广告的拆除进度，严管户外广告

设置，严把审核关，严控户外广告

审批数量，从源头杜绝违规设置大

型户外广告，更好地提升城市形象

和颜值。

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万鹏获评省优秀共产党员

匠心引领发展 生产高质产品
陶瓷窑炉行业，是一

个非常传统的行业。但位

于丹灶镇的广东中鹏热能

科技有限公司凭借不断创

新，使陶瓷窑炉产品变得

科技感满满。

“一直以来，我坚持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

坚持精益求精，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万鹏表示，作为一名有着27年党龄的党员和

科技工作者，他始终牢记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多年来一

直专注于陶瓷热工装备研究，发扬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同时

在企业发展壮大时回馈社会，践行党员企业家的责任担当。

民警解说诈骗套路
市民保住万元损失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

讯员/林红霞）近日，佛山市反诈

骗中心下发一则预警信息：居住

在南海丹灶的阿丽（化名）在罗行

社区新下村，疑似正在被冒充公

检法的诈骗分子实施诈骗。接到

指令后，丹灶派出所立即启动预

警现场处置机制，金沙社区民警

中队民警陈家东带领辅警麦宝生

迅速赶往现场寻找，及时劝阻，避

免财产损失。

“有没有转钱？”“没有”“没有转

就行！”见到阿丽，陈家东与麦宝生

开口第一句话便是确认阿丽是否有

财产损失。“这是骗子的诈骗套路，

不要轻易相信。如果真的有突发意

外的话，我们会通过上门找到你本

人。”麦宝生开始对阿丽进行防诈骗

教育。

“刚才他们限制了我的银行卡，

我把验证码告诉了他们。”正当陈家

东二人为阿丽没有转账而感到庆幸

时，阿丽突然冒出的一句话，让两人

顿时紧张了起来。原来阿丽在警辅

人员到达前，多次尝试登陆手机银

行APP均显示失败，便把银行登录

信息验证码告诉了对方。

“哎呀！银行卡内的钱有没有

被转账？”陈家东立即询问阿丽是否

收到扣款信息等情况。“快点，你带

上银行卡我们去就近银行查询。”两

人载着阿丽到银行查询了余额并修

改密码。“我没什么钱，都是我的血

汗钱，钱真的没有被转走，谢谢你

们！”阿丽对陈家东和麦宝生再三感

谢。

看到阿丽的钱“守住了”，陈家

东二人舒了一口气，并帮阿丽手机

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和开启

预警功能，再三叮嘱阿丽保管好财

物，平时多看国家反诈中心APP上

的案例，了解不法分子的各种诈骗

手段，提高防诈骗意识。

“稍等一下，我马上过来。”她身穿白大褂，佩戴着口罩

和防护帽，穿梭在丹灶镇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中心（下称“接

种中心”）的各个角落，维持现场秩序，耐心解答居民、医护

人员遇到的问题。

她叫杨欢，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下称“南海八院”）院

感科及公卫科干事，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南海八院党

组织领导下，全体党员展现了新时代下“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的职业精神，扎根在医疗工作的最前线，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杨欢便是其中的一员。

南海八院院感科及公卫科干事杨欢：

坚守医者初心 不负白衣荣光

警方提醒

公检法机关作为执法部

门，绝不会使用电话、网络等方

式对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凡是

接到自称公检法人员的电话，

提到安全账户、清查资金、转账

汇款的，都是诈骗行为。

作为一名党员和科研人员，

万鹏有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

神。他始终认为质量是支撑产

品的基础、企业发展的支点，坚

持只要有一个细节没做到位就

必须重来。

从业以来，只要产品出现

细微的瑕疵，把“生产高品质的

产品”摆在第一位的万鹏就会

立即要求工人重做，以确保交

付给客户的产品是高质量的。

这是一个科研人员的追求、也

是一个党员企业家对工匠精神

的执着。

“小时候受到的‘又红又专’

教育至今仍指引着我前行：红是

方向，是在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

下，力所能及地提供力量；专是

方法，是站在科研的角度，用技

术去做好每一项工作。选对方

向，找到方法，剩下就是努力。”

万鹏说，日后将坚持追求精益求

精，让产品在国内市场，甚至在

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在技术、

品质等各方面能够赶上并超越

发达国家。

大胆创新 制造高质量产品

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万

鹏仍然坚守作为党员企业家的

初心使命，努力承担社会义务，

担任多个行业协会或学会的重

要职务，推动行业技术交流，助

力行业的健康发展。此外，他还

积极接收贫困地区的就业人员，

主动参与公益慈善，带领员工先

后向四川凉山、汶川、甘肃玉树

等地区捐款赠物，疫情期间也多

次向受影响地区捐献物资等。

谈及为何参与公益活动？

万鹏说，作为企业家有一定的

影响力，做公益是出于本能反

应，希望通过自身力量来帮助

身边的人共同进步，提高生活

品质。“在公司能真切地感受到

上级对员工的真情关心，为我

们解决困难，营造温馨家园的

浓厚氛围。”在广东中鹏热能科

技有限公司工作多年的老员工

们纷纷赞叹。

“很感激党对我所做工作的

肯定。作为一名党员，在工作中

肯定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言行

一致作表率。”对于获得“广东省

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万鹏

感到荣幸和责任重大，他始终坚

信能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作贡献，是他一辈

子的荣耀。他认为要活在当下，

着眼未来，继续磨砺前行，坚守

初心，不忘使命。

担当有为 践行社会担当

精益求精 发扬工匠精神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医护人员完成当天接种工

作后，杨欢还要继续整理资料，

盘点疫苗数据，跟进场地消毒清

洁，直至深夜结束当天接种工

作，再回到南海八院原岗位查看

工作进程。日夜兼程，日复一

日，她毅然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

驾护航。

“任何事都要从群众利益

出发。”这句话已经深深烙在

杨欢的心里，体现在她的行动

上。身为医护人员，她冲在一

线、干在实处。身为共产党

员，她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先

锋模范带动作用。“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杨

欢说，在这个岗位上，更应该

有所作为，担当社会责任、守

住家庭防线，为社会贡献巾帼

力量。

早出晚归顾不上孩子，家人

给予了杨欢莫大的支持。每次

临出门时，婆婆总会嘱咐一句

“放心吧，家里有我，安心工

作”！她践行着医务工作者“不

忘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的

铮铮誓言，把对家人的挂念化为

疫情防控的动力，不断为社会贡

献出力量。

杨欢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让她深感使命

在肩、责任重大。她表示，今后

将以“早看窗帘晚看灯”的细心、

贴心、暖心，保持着“心中有爱、

眼里有光”，不忘初心，对党忠

诚，积极向上的工作生活信念，

努力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办实

事、解难题。

早晨7时30分，杨欢回到

接种中心，为一天的工作做岗

前准备。穿好工作服，戴好口

罩后，杨欢便开始马不停蹄地

“跑起来”，查看40个接种卡位

上的电脑、冰箱、防护垫等物资

是否齐全。

“每天巡查一次才能安心，

否则总觉得不踏实。”这是杨欢

工作的常态，每天细心地重复

着调苗、查物资、培训医护人员

等相同的工作，只为确保当天

接种工作顺利开展。

“好！我马上过去看看。”

在一次接种工作中，一名女性

接种对象神色慌张，咬着手上

的纸巾，脸上细汗密布，一直在

接种室外踱步，志愿者发现后，

立即将情况告知杨欢。“你身体

不舒服可以告诉我，我是这里

的医护人员。”杨欢来到该接种

对象身旁，用纸巾轻拭其脸上

的汗珠，亲切耐心地询问。

原来，该患者从小惧怕打

针，需要家长陪伴在旁，而接种

当天其丈夫工作原因无法陪

同，她便自行前往，希望努力克

服内心的恐惧，但效果甚微。

杨欢来到她身边，耐心安抚，缓

解她紧张害怕的情绪。随即，

杨欢向上级报备，联系接种对

象家属，并安排医护人员陪伴

在侧，时刻做好救助准备工作。

在杨欢等一行医护人员的

陪同下，接种对象重新坐回接

种台前，左手抱着杨欢，右手艰

难的叉腰，临接种时仍无法克

服心理障碍。“你躺在担架床上

接种吧？”在杨欢提议下，接种

对象在众人的搀扶下，躺上担

架床完成了接种工作。此刻其

家属来到，陪伴她完成了留

观。“建议您和爱人多留观一段

时间，确保身体无恙之后再离

开。”听到杨欢贴心的叮嘱，接

种对象和家属以感谢回敬。

接种对象怕打针 她贴心想办法解决

时刻坚守一线 践行医者初心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通讯员黄燕芬

■杨欢（左）协助前来接种的市民做好个人信息登记。

■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创新，使陶瓷窑炉产品变得科技感满满。

■万鹏获得“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