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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吴

泳）11月18日上午，南海区召开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干部大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

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

委、市委要求，动员全区上下迅

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大会

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镇

街。在丹灶分会场，镇领导班子

成员、机关各办（局）、工会、团委、

妇联、武装部负责人参与学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所作工

作报告和重要讲话，系统总结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

治局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

得新的重大成就，对贯彻全会精

神、做好各方面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立意深远、思想深邃、内涵深

刻。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一篇光辉

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

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行动指南。全区上下要深刻

把握、学深悟透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全会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

深刻领会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和重大成就，切实用以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指导实践。

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落实

区党代会和南海“两会”部署要

求结合起来，从党的百年奋斗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以史为鉴中

开创南海更美好的未来。要敢

于改革、勇于创新，集中力量狠

抓重点改革任务落地，确保干一

件成一件。要紧紧抓住产业转

型升级这个“突破口”，以产业转

型带动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转

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加快

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机制，

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

质。要发扬斗争精神，着力防范

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风险挑

战，构建全链条的防范化解机

制。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

的建设，使党建工作更好融入到

经济发展、改革攻坚、社会治理

等各领域工作中。要毫不松懈

纠治“四风”，持续深入开展机关

作风突出问题整治，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会议要求，要加强学习宣传

贯彻工作的组织领导，形成区、

镇、村三级书记抓学习宣传贯彻

的工作格局。要切实抓好学习

培训和宣传宣讲，推动全会精神

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

区、进网络。要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做好年

底工作结合起来统筹推进，毫不

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扎实

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民生

保障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成效。

下阶段，丹灶镇将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好，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组织各级党组织开

展专题学习，深入开展学习培训

和宣传宣讲，通过“三会一课”、

专题组织生活、主题党日等多种

方式，组织各级党组织党员认真

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善于从

政治上看问题，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传达到基层每一个角落，在全镇

范围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丹灶收听收看南海区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

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传达到基层每一个角落

广东清能万台级燃料

电池核心零部件与系统制

造基地投产

首批8台燃料电池
渣土车下线运营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 通

讯员/赵梓茵）11月22日上午，清

能股份旗下广东清能新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清能”）万

台级大功率燃料电池电堆、系统

及核心零部件研发和生产基地投

产仪式在丹灶镇举行。

清能股份总经理张弛表示，

广东清能作为清能股份在珠三角

地区集先进技术研发、全自动化

生产和国内外销售为一体的区域

总部中心，占地面积达4800平方

米，规划产能为一万台/年，工厂

涵盖燃料电池膜电极、双极板、电

堆、氢循环系统等核心零部件的

自动化生产及系统集成。

未来，广东清能将以卓越的

研发能力，背靠南海优质的产业

配套及完善的政策扶持，联动上

下游伙伴，持续聚焦国内外产业

链延伸，以燃料电池行业领军者

姿态，深度赋能行业布局，推动能

源转型。

活动现场举行了31吨燃料电

池渣土车项目的试运营启动仪

式。该项目所需的燃料电池核心

零部件——膜电极、双极板、电堆

和氢循环系统将由广东清能负责

研发和生产。目前首批8台样车

已经下线，采用的是清能股份第

二代120kW燃料电池系统，整车

由海易森汽车联合车厂进行开

发。车辆将于 2021年年底前完

成相关手续并进行试运营，为佛

山的各类建筑工程项目提供运输

服务。

广东清能是我国大功率燃料

电池系统及空冷电堆的领头企

业，万台级产研基地实现投产，氢

能渣土车批量试运营，标志着南

海氢能产业在强链道路上又迈出

了重要一步。

南海作为佛山氢能及燃料电

池产业的高地，在政策的扶持和

创新以及生态链的打造上具有先

发优势。近日出台的《佛山市南

海区新能源（氢能）市政、物流车

辆推广应用实施方案（2021～

2025年）》从加氢及运营补贴、企

业置换补贴、绿色运营奖励、佛山

一环高速公路通行费补贴、车辆

路权等，鼓励市政、港口、物流园

区、厂区等重点应用领域车辆更

新氢能化、电动化。

此举在加快氢能车辆的商业

化进程、推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

转型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

义，本次下线运营的首批8台燃料

电池渣土车正是基于此框架下的

示范项目。车辆的燃料电池中有

60%以上核心零部件都已实现本

土生产和制造，在外观及造型的

设计上还进行了革新，破除当前

渣土车超限超载的陋习，为行业

的规范化及标准化树立新的标

杆，起示范带头作用。

未来，广东清能作为南海氢

能的生力军，将深度参与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城市群的生态链建设，为

氢能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一锥书屋是一个集图

书阅读、销售、休闲餐饮、文

创产品展销、游客服务等一

体的复合功能空间，希望将

其打造成丹灶的文化地标。”

丹灶镇党委委员钟凤飞表

示，丹灶将继续围绕南海区

全域旅游的发展规划，深度

挖掘有为文化内涵，高规格

打造文化名片，放大“有为水

道”文化影响力，在群众享受

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城市发

展成果的同时，以文化理念

重塑有为精神，让“立志愿

为、担当敢为、崇实善为”的

新时代有为精神，成为全体

丹灶人的共同精神家园。

当前，南海积极培育“文

旅+”“+文旅”新业态，推广

“全民阅读+全域旅游”模式，

营造“全民阅读+全域旅游”

氛围，建设新型图书馆，构建

品质化、特色化书店体系。

南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副局长邵凯健表示，丹灶积

极响应南海区全域旅游发展

战略，聚焦文旅产业、城乡融

合、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任

务大胆开拓，通过努力构建

一个全新的旅游发展生态

圈，把各个旅游项目串联成

旅游群落，使其在网状互动

中提质增效，增强核心竞争

力，可以预见丹灶将迎来全

域旅游发展的大好时机。

近年来，丹灶镇紧抓氢

能、智能安全、日企三大领

域，在高质量全面发展征程

上，迈出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式的坚实步伐。而大量新兴

产业、高端项目布局丹灶，也

吸引了大批高端人才落户。

如何满足高端人才的精

神需求？从此前启用的澹如

书屋，到如今的翰林书屋、一

锥书屋正式“开门迎客”，丹灶

不断完善优化镇内公共休闲

场所布局，凝心聚力打造更高

品质的文化氛围，不断为落户

的高端人才及本地市民升级

完善城市综合配套和公共服

务体系，满足各类综合文化需

要，让“小城环境有大城的小

资生活”的理想照进现实。

两间高品质书屋开门迎客
丹灶高标准打造文化地标，翰林书屋、一锥书屋对外营业

11月23日，分别位于南海丹灶翰林湖农业公园和康园

的翰林书屋、一锥书屋正式开门迎客，将进一步完善优化丹

灶公共休闲场所布局，以文赋能，推动书香社会建立，同时也

为丹灶更好服务高端人才落户、提供优质生活配套拼上“重

要拼图”。

深化网红书屋建设 展示城市人文底蕴
翰林书屋位于翰林湖农业

公园内，其内部空间设计沿用了

中式的建造风格，采用简单线条

的流畅设计，巧妙利用了全景落

地玻璃窗，拥有超宽阔的观景视

野，最大限度地将书屋氛围与翰

林湖公园景致融合，展现品味书

香、亲近自然的魅力。

翰林书屋一期主要以核心

阅读区为主体，连接庭院户外平

台、儿童体验游乐区、半开放式玻

璃屋、野餐区等功能区，致力打造

成高层次、高密度、年轻友好型、

多元的公共文化和休闲体验空

间，为丹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再

上层楼”添砖加瓦。

“翰林书屋延续了书屋作为

‘城市之灯’的美誉，也是翰林湖

安全应急产业基地和大金智地

片区的重要文化配套，将为丹灶

群众和科创人才提供一个心

灵栖息之地。”丹灶镇副镇

长李终胜表示，丹灶将进

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空间、提升生

态人文环境和基础设施配套，推

动安全应急和新能源等特色产

业“走出去”，促进更多科创人才

和优质项目“引进来”，同时深化

系列网红书屋打卡点的建设，扩

大丹灶全域旅游品牌影响力，多

维度多角度地展示丹灶的深厚

底蕴和城市价值。

除了翰林书屋，当天开门迎

客的还有位于康园的一锥书

屋。该书屋设在康园服务中心，

占地约400平方米，藏书约8000

册，涵盖少年新知、岭南风华、人

文中国、近代大时局等类别，将为

周边市民提供高品质阅读服务。

丹灶康园因作为康有为故

里而闻名。该书屋取名“一锥”，

则是缘于康有为“日读一锥书”的

典故。书屋希望借此来倡

导刻苦求学的精神，进

一步营造全民阅读的社

会氛围。

■翰林书屋与翰林湖公园景致相融合，展现品味书香、亲近自然的魅力。

聚焦文旅产业发展 推动城市配套升级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吴泳陈时然通讯员丹宣

■一锥书

屋设在康

园服务中

心，藏书约

8000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