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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蓝

景熙 通讯员/徐秋燕 摄影报道）

7月28日，丹灶镇人大开展《广

东省环境保护条例》执法检查，

督促和支持政府及有关部门加

强环境保护工作，加强依法行

政，建立和谐有序的法治社会。

责令违规企业限期整改
当天，由丹灶镇人大主席杨

标汉、镇人大副主席陈兆辉及部

分人大代表等组成的执法检查

组，先后到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

限公司、佛山市远昆空调制冷配

件有限公司检查。

现场，丹灶镇生态环境监督

所执法人员认真检查企业的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工业固体废物

回收处理、生产垃圾处理和工业

废水处理等情况，并对企业的违

规行为开出整改复查意见书，责

令企业限期内完成整改。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丹

灶镇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所负责

人汇报贯彻执行《广东省环境保

护条例》的情况。据介绍，丹灶

镇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所不断提

升环境监察能力，通过“双随

机”、自主验收、排污证抽查，加

大错时执法、突击检查频次，对

主观恶意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

从严查处；不断完善和提升技术

防控水平，建立了非现场监管体

系“空天地一体化”项目，对丹灶

金沙城区、生态工业园区和丹灶

城区定期开展无人机快速巡航

监测，对重点区域大气环境进行

流动式监测；积极化解环境信访

投诉，尽量做到事事有回应、件

件有着落。

此外，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分

别汇报了环卫绿化工作情况及

垃圾分类项目推进情况，以及监

管养殖业排污及推进鱼塘尾水

治理工作情况。

人大代表积极建言献策
与会人大代表充分肯定丹

灶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相关法

规、条例所取得的成绩，并对改

进环境保护方面工作提出意

见、建议。

区人大代表徐灶荣提出：要

加强环保普法宣传，提升企业、

群众法治意识，营造学法懂法守

法良好氛围；压实属地村居责

任，综合利用社区和群众力量共

同监管企业排污行为；建议生态

环境监督所督促企业将环保相

关法例、管理制度上墙，规范日

常排污处理。

区人大代表麦健铿表示，经

走访调研企业，有企业负责人反

映不同部门到企业检查执法标

准不一致，建议相关部门加强沟

通协调。

丹灶镇人大代表陈华芳表

示，对于群众反映的环境污染问

题，建议加大有关法规宣讲力

度，有关部门要及时公示检测数

据及处理结果。

杨标汉表示，要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加强环境保护的重

大意义，增强政治自觉和责任担

当，坚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要加大宣传力度，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营造知法守法

和社会监督氛围；要进一步加大

环境执法监管力度，依法打击环

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

震慑；要加强部门联动，集智聚

力，信息共享，建立健全部门间

的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自

的职能优势，形成保护生态安全

的强大合力；要压实村居一线责

任，职能部门加强组织村居业务

培训，进一步提升村居发现、处

理环保问题的能力。

下一步，丹灶镇人大将发

动人大代表联络站驻站代表共

同监督有关法规的落实，通过

凝聚各方面力量，推动环保条

例贯彻落实，守护好丹灶的绿

水青山。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

通讯员/陈宝华 摄影报道）如何

打造一家和而美可持续发展的

企业？7月29日，丹灶总商会

组织镇内28家企业代表走进

佛山市南海区云路灯饰电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路灯

饰），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

等形式，增强企业对“绿色智

造”的认识，提供可持续发展转

型思路。

参观数字化生产车间
企业代表参观了云路灯饰

的生产车间、立体仓库、光伏能

源等，了解其发展历程、生产经

营、碳零排放工厂情况等。走进

云路灯饰的生产车间，大大小小

的电子看板让生产变得可视化，

一台台AGV让运输变得智能

化，通过数字化让工厂变得协

同、柔性、透明、精益、高效。“由

于疫情等因素影响，一些国外市

场的业务受到较大影响，但今年

业务总体稳中有升，预计有50%

左右的增长。”云路灯饰总经理

陈崎峰说。

在云路灯饰的车间大楼，

光伏板铺满屋顶。目前，云路

灯饰已完成1.8兆瓦装机容量

的光伏电站建设，厂区每个场

所、空间都用上了太阳能，且无

煤、油、气等其它能源消耗。光

伏电站每年发电量达到200万

度，减少二氧化碳排量198万

千克。围绕节能、降耗、增效，

云路灯饰优化生产结构，使用

清洁能源，提升效率，实现“绿

色智造”。

学习可持续发展经验
座谈会上，陈崎峰分享了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他表

示，云路灯饰一直以成为一家和

而美且可持续发展的家居产品

制造商为愿景。而做好能源方

面的建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基石。

据介绍，该企业始终坚持秉

持“舍和予”的理念，全力打造一

支全面、全能、全才的高质量人

才队伍。“舒”字贯彻了云路灯饰

的经营哲学，可以更好地激发员

工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更大的价

值。这里员工全员社保，周末双

休，全年休息122天。此外，公

司通过实施盛和塾百人学习计

划，不仅满足了员工的精神文化

需求,也对企业营造良好的企业

文化起到助推作用。

生活上的贴心，惠及员工的

行动，汇集成一股股暖流，让员

工的幸福感、认同感越来越强，

激励员工在工作中实现个人价

值，助力企业加速发展。

“希望未来可以组织更多会

员企业来到云路灯饰参观学

习。”丹灶总商会会长何永基表

示，云路灯饰的经营理念对于丹

灶企业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无论

是数字化工厂和光伏项目，还是

对待员工的细心、贴心，都值得

借鉴、倡导。

接下来，丹灶总商会将继

续组织企业代表走进标杆企

业，不断探索学习，开拓视野、

整合资源，助力丹灶传统产业

做大做强。

丹灶总商会组织镇内28家企业代表到标杆企业参观

厂区用上太阳能“绿色智造”成示范

■参加活动的企业代表合影。■参加活动的企业代表合影。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

8月2日，丹灶镇高端人才联谊

会组织高才会成员前往西樵镇，

开展2022年丹灶高才会创新创

业考察交流活动，吸引丹灶镇科

技创新、氢能产业、医疗卫生、教

育系统等领域近50名一至五类

人才参加。

当天，一行人走进蒙娜丽莎

集团瓷艺馆，深入了解蒙娜丽莎

集团产品研发、设计理念、工艺

技术、应用展示等内容，观摩蒙

娜丽莎集团的陶瓷艺术品。

“此次参观刷新了我对陶

瓷的认知，除了上墙下地，蒙娜

丽莎集团还把艺术、科技元素

融入到陶瓷里，让陶瓷发生了

新的可能性。”广东汇芯半导体

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宇翔说，通

过参观不同企业，可以了解各

行各业的一些新技术和发展方

向，为自己创新创业提供了新

思路、新渠道。

一行人还来到南海飞鸿馆，

走进岭南功夫文化体验馆，体验

馆内AR增强现实识别技术、沉

浸式声光电互动技术等科技手

段，多维度了解岭南功夫文化和

佛山龙狮文化，全方位感受岭南

文化魅力。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加

快高端人才和智力资源聚集成

为丹灶发展新命题。近年来，丹

灶镇坚守产业为根、创新为魂，

高起点打造48平方千米的仙湖

氢谷，高标准建设粤港澳大湾

区（南海）智能安全产业园，氢

能产业发展走在全国最前列，

引进百亿级央企国家电投华南

氢能产业基地项目落户丹灶，

仙湖实验室积极对接大院大

所，汇聚一大批“翘楚”平台项

目、院士项目、省市区人才团队

项目，打造了丹灶人才聚集新

高地，使得一批高端创新型人

才相继落户。

接下来，丹灶镇将坚持党管

人才，充分发挥南海区氢能产业

链联合党委政治优势，发挥“南

海鲲鹏人才计划“黄金十条”等

政策杠杆作用，提升氢能产业、

安全产业集聚区的吸引力，持续

完善镇内教育、交通等配套，不

断增强人才的归属感。同时，举

办更多形式多样的人才对接、参

观学习、互动交流等活动，为丹

灶高端人才搭建行业交流平台、

链接上下游优质资源，营造良好

的创新创业环境，激发人才创新

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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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灶加强专业导赏员队伍培育

传播本土文化
讲好丹灶故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通讯

员/丹宣）7月28日，丹灶镇2022年

丹灶文化研学系列——导赏专题辅

导班在丹灶镇委党校开班。辅导班

从丹灶历史文化知识、吐字归音、表演

艺术、讲解技巧等方面切入，并设置现

场教学、座谈交流和考核环节，全面提

升导赏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养，培养

专业优秀的导赏员队伍，更好地传播

丹灶文化和讲好丹灶故事。

开班当天，主办方邀请了肇庆

学院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博士后

吴劲雄以《丹灶的前世今生》作专

题授课，他以通俗、生动、有趣的语

言为学员们讲述了丹灶悠久的历

史文化。随后，近30名学员和导师

还一同前往三水区西南街道江根

村参观学习，并进行现场教学和实

操练习。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将持续到9

月中旬，通过邀请专家教授讲课、现

场实践、座谈会交流、考核等形式，

帮助学员更好更快地把理论运用到

实践中，进一步提升导赏员的能力，

培养专业优秀的导赏员队伍，以更

好地讲好丹灶故事。

近年来，丹灶镇将全域旅游作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着力

建设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充分挖

掘开发旅游资源，加快文旅产业发

展，进一步发挥乡村旅游对城市经

济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人居环境建

设的促进作用，推动丹灶文旅的全

面发展。导赏员作为本土文化传播

的使者，通过运用专业讲解技巧和

传播本土历史文化知识，可为全域

旅游发展注入活力，对助力乡村振

兴有积极意义。

丹灶镇党委委员钟凤飞表示，

丹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英贤辈出，

在全域旅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需

要以丹灶文化滋养灵魂，以有为精

神鼓舞人心，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共同擦亮丹灶文旅名片。

丹灶社区妇联开展亲子共

读绘本活动

共读红色经典
争做“闪闪红星”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8月

1日，在丹灶镇妇联的指导下，丹灶

社区妇联开展“争做闪闪红星，致敬

最可爱的人”亲子共读红色经典绘

本活动，让孩子们继承和发扬革命

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争做

“闪闪的红星”。

活动当天，亲子家庭一起DIY

“红星帽”、了解儿童团知识，还深入

阅读了《闪闪的红星》绘本。绘本讲

述了小红军潘冬子发挥自己的聪明

才智，帮助游击队和红军击退敌人，

从一个普通的小孩变成一名头戴五

角星帽的热血少年的故事。授课讲

师利用道具，以模拟人物的动作、提

问等方式，把亲子家庭带到故事中，

引起孩子们的思考，激发他们学习

英雄、崇尚英雄的情感认同，在他们

心里种下“红色种子”。

随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再次

共读绘本故事，进一步加深了孩子

们对故事的理解。

“潘冬子跟我们一样处于小学

生的年纪，但我们现在的生活比他

幸福多了，这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

来的。我要努力学习，成为有用之

才。”潘冬子的故事感动了在场的

每一个孩子，他们纷纷表示要向潘

冬子学习，长大后为国家发展贡献

力量。

此次活动不仅拉近了家长和孩

子们的距离，让更多家庭加入到亲

子阅读中，同时在孩子们的心中种

下热爱祖国的种子，让红色基因、革

命薪火代代传承。

■丹灶镇生态环境监督所执法人员开展环保执法检查。■丹灶镇生态环境监督所执法人员开展环保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