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恩

通讯员/郭璀 摄影报道）1月5

日，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高价

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以下简

称“湾高赛”）颁奖大会在佛山

举行。位于里水的广东一方制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方制

药”）提出利用中药配方颗粒调

配系统，实现中药配方颗粒精

准化、自动化高效调配的关键

技术突破，获得发明成长组优

秀奖。

推动中药用药标准化
湾高赛是粤港澳推动大湾

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合作项目。

自2021年5月启动以来，第三

届湾高赛得到全国各地创新主

体的高度关注，大量优质专利

项目踊跃报名参与。

本届大赛共征集到902个

来自全国各地的初审合格项目，

其中，发明初创组553个、发明

成长组233个、外观设计和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组116个。经过

初赛、复赛及决赛的三轮比拼，

最终评定出15个金奖项目、20

个优秀奖项目。

能够获得该项殊荣，离不

开一方制药对技术研发的高度

重视。中药配方颗粒是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组织实施的对传统

中药饮片进行剂型改革的一项

科研成果。作为我国首批6家

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生产企业中

的一员，一方制药始终致力于

中药配方颗粒的研发，产品覆

盖全国6000多家二级以上医

院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关键技术研

究工作获得各级政府认可，《中

药配方颗粒产业化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

为配合中药配方颗粒的调

配需求，一方制药通过中药配

方颗粒自动调配系统，开展一

系列精准化、自动化调配技术

的研究，主要从智能自动控制

系统、精准计量装置、连续计量

下料技术、精准取药下药技术

等方向进行研究，实现中药配

方颗粒的精准化、自动化高效

调配的关键技术突破，助力中

药配方颗粒的推广，推动中药

用药标准化。

中药配方颗粒自动调配系

统的推出和运用，解决了传统

中药配方颗粒连续计量下料方

式则效率低下的行业关键共性

难题，相关专利还荣获了中国

专利优秀奖、广东专利奖银奖

以及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高价

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发明成长

组优秀奖。

打造核心竞争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期间，一方制药不但成为“肺

炎一号方”的唯一生产厂家，更

以1.5亿元人民币受让“化湿败

毒颗粒”临床试验批件、专利及

药品注册证书。该方剂制成的

化湿败毒颗粒是我国首个获批

进入临床试验治疗新冠肺炎的

中药新药，能够化湿解毒，宣肺

泄热，用于湿毒侵肺所致的疫

病。

作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和“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

企业”，一方制药高度重视知识

产权核心技术及产品的保护。

目前，已针对中药配方颗粒、自

动调配系统、中成药颗粒剂及

其他保健品申请国内专利359

件；申请PCT3件，2件已进入

韩国并授权，1件进入美国。专

利涵盖制备工艺、检测方法、特

征指纹图谱控制方法等及自动

调配系统配药各部件，形成覆

盖全面、保护力度强的专利保

护网。

一方制药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继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

打造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中药配

方颗粒技术广泛应用，向全社会分

享中药所带来的生活便利。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恩通讯

员/巫韵婷 陈淑仪 摄影报道）为进

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

力，1月6日晚，里水镇大规模人群

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应急演练在保利

紫滨采样点开展。演练共出动保障

人员（包括镇、社区干部，志愿者，安

保人员等）102人、采样医务人员37

人，实际接受采样人数1142人。

当晚，启动大规模核酸检测演练

的通知发出后，里水镇疫情防控指挥

办、职能部门、驻点团队、医疗机构、

社区组成工作专班，在1.5小时内完

成了核酸采样场地布置、物资准备以

及核酸采样队伍的人员集结。

现场设置了9个核酸检测卡位，

采取10合1混采检测方式。工作人

员引导受检人员有序测量体温、查验

健康码、登记信息等，间隔一米距离

有序排队等候，依次进行核酸采样。

采样结束后，标本由专人专车转运进

行检测，消杀组对现场开展全方位终

末消毒、医疗垃圾清运。整个处置工

作过程快而有序。

“此次演练由多方群策群力配

合完成，其中物业公司负责布置现

场、社区工作人员负责采集人员信

息、社区自治组织志愿者负责发动

居民参与核酸检测，整个过程在镇

指挥办的专业指导下有序进行。”金

旗峰社区党委书记林卓前表示，疫

情防控关乎群众安全，今后社区将

继续常态化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继

续将其作为大事来抓，并定期召开

疫情防控主题会议，将各项措施落

实到位。

里水镇党委副书记张家玉表

示，镇党委、政府对此次演练高度重

视，前期精密部署，各职能部门、挂

钩办公室、村（社区）相关人员进行

了培训学习，清晰了解核酸筛查采

样操作程序；在接到开启演练通知

后，能够严格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

内，召集人员、准备装备，并通知居

民到场有序开展核酸采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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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筹备演练。

以“演”筑防 以“练”备疫
里水镇开展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应急演练

实现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高效调配

一方制药斩获湾高赛优秀奖

■与会人员观看里水镇人居环境整治相关视频资料。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通讯

员/朱嘉泳摄影报道）2022年1月6

日，里水镇召开人居环境整治2021

年工作总结暨2022年工作动员会，

部署下一步工作计划。

当天，会议播放了里水镇人居

环境整治暗访片和示范村宣传片，

进一步提升与会人员对人居环境整

治的意识。会议邀请了文教社区党

委书记黄启良就人居环境整治作经

验介绍。

“人居环境整治，我认为要转

变思想、宣传发动、干部带头。”黄

启良表示，文教社区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成立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社区党委书

记亲自抓，并通过动员大会，进一

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增强治理

动能；二是成立分片区工作组，摸

清情况、做好台账，逐项击破人居

环境治理难题；三是查漏补缺，重

点精细化后续管养方法，降低环境

治理后的反弹可能。

为提升社区居民对人居环境

整治的参与感，帮助社区人居环境

整治实现长效管理，文教社区还通

过成立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队、

出台奖惩并行的《人居环境自治公

约》及《“干净整洁文明户”评比方

案》，以奖促干，有奖有惩，鼓励全

体居民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中来。

此前，里水镇组织了各村（社

区）党委书记，草场社区、石塘村各

经济社长，前往文教社区参观学

习，了解该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先进

经验和做法，为下一阶段里水人居

环境整治迎检工作作准备。

“解决人居环境整治问题，就

是要解决态度和人的问题。”里水

镇党委书记黄伟明要求，各村（社

区）在人居环境整治中要做到全民

动员、一视同仁、坚持不懈、及早谋

划、镇村联动、针对性整改，各分管

干部要提高思想站位，卸下思想包

袱，从“如何做、谁带头、谁来做、谁

维护”四方面出发，大胆、用心解决

人居环境整治难题。

黄伟明希望，各村（社区）要积

极吸取先进治理经验，及早做好铺

排谋划，积极与镇相关职能部门联

动，借势借力，对人居环境整治难

题发起攻坚。他建议，各村（社区）

也能通过参观先进村、实行考核评

比等方式，引导村民树立爱护环境

的荣辱感，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全民

参与度，营造“人人爱环境，人人护

环境”的氛围。

里水镇举行人居环境整治2021年工作总结暨2022

年工作动员会

学习先进经验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恩

通讯员/湛心如 摄影报道）“如

何加强社区治理掌控力？”为切

实做好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

作，化解住宅小区综合治理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1月7日，里

水镇组织镇各职能部门代表、

城市社区书记，召开“思想再解

放 里水再出发”推动小区综合

治理集思会。会议针对解决居

民诉求和挖掘基层治理力量两

大方面展开讨论。

倾听居民心声
办群众之所需

“各部门、城市社区要坚定

信心完成工作，争取在今年将

里水城市社区治理路径复制到

其他区域。”围绕“社会治理掌

控弱”这一短板，里水镇党委副

书记张家玉为此次会议点题。

随后，各职能部门和城市

社区围绕“如何加强社区治理

掌控力”主题，结合工作职责和

上级工作要求，分析里水镇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的现状和存在

问题，并为推动小区治理工作

提供可行性建议。

自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后，

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成为困扰

居民的一大问题，会上也针对

此问题展开讨论。里水镇消防

办主任郑韶华指出，目前里水

镇住宅小区在充电桩安装方面

的消防管理措施不够规范，应

加强联合执法整治工作，曝光

违规充电的电动自行车。“我认

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安装可以

扩大至全镇公共场所，而不只

是局限在小区。”里水镇房管所

副所长孔衍棋建议。

里水镇综合治理办副主任

谭悦斯介绍，经调研发现，城市

社区新市民有较为强烈的表达

欲望，对小区的诉求呈现多元

化，但对镇和所属社区的认识

不深，导致参与小区治理的积

极性不高。

对此，里水镇房管所孔衍

棋提出设立“物业经理接待

日”，定期组织居民与物业人员

面对面沟通，收集居民诉求建

议，并由物业人员及时回应居

民。同声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

岑桂海也提出延伸想法，他提

议设立诸如“党支部书记接待

日”和“党员接待日”等多元主

体接待日，让居民诉求“事事有

回应”。张家玉对上述提议表

示认可，并建议小区可每月开

展一次“接待日”活动。

发掘治理力量
鼓励多方参与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

重心，创新和提升基层社会治

理，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里水镇党建

工作办副主任黄远奎指出当前

社区党建工作的弱点：“城市社

区党组织号召力有待提高，党

员认同感和凝聚力不够高。”他

认为这归根结底是人的思想问

题和体制僵化问题，应通过动

员机制鼓励党员主动报道亮身

份，在小区居民中发挥带头人

作用。

会上，多名与会人员提出

要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力

量。但自治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素质，应该

如何提升？海南洲社区党总支

部副书记傅宝珠认为，不少社

区自治组织具有较多治理好点

子，但他们的能力素质参差不

齐，导致想法不能付诸于实践，

故应加强对社区自治组织的培

训。里水镇城市社区综合治理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溢威也指

出，社区要着力培养居民自治

组织队伍，可通过参观学习优

秀社区，学习小区治理先进经

验。

“党建工作在社区治理中

至关重要。”张家玉表示，各城

市社区要充分调动党员参与社

区事务的积极性。此外，还要

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力量，需要

形成可视化、可复制、标准化的

路径，并坚持运用里水镇融和

圆桌议事会特色平台，充分发

挥小区党支部、物业、议事代表

等力量，推动解决社区治理过

程中的多种难题。

会上，里水镇司法所所长

朱小娟提出了较为独到的见

解。她介绍，由金峰洲社区居

民黄锦洁成立的“黄锦洁调解

工作室”，2021年共成功调解

96宗居民矛盾纠纷事件，体现

了挖掘小区调解力量的重要

性。但社区不能过于依赖自治

组织，而要通过培训和参与实

际调解事件，提升社区干部和

工作人员的调解能力，让居民

更切实地感受到社区的处事效

率和温暖关怀。

随后，里水镇副镇长杜坤

传达了镇人居环境整治2021

年工作总结暨2022年工作动员

会会议精神，要求各机关单位和

城市社区要提高思想认识，提升

社区人居环境整治。针对城市

社区治理问题，杜坤表示，要充

分发挥志愿服务骨干和社区能

人的作用，多走出去参观学习先

进治理做法经验。

“这次集思会组织得很及

时，各机关单位、城市社区的发

言体现了大家有想法、有能力，

讲得很好。”张家玉要求，各机

关单位和城市社区要将此次会

议提出的问题逐个破解，并做

到“四个更”：队伍要更有力，小

区要更和谐，业主要更满意，要

让领导更放心。

里水镇召开“思想再解放 里水再出发”推动小区综合治理集思会

激发居民自治活力
加强社区治理掌控力

■集思会上，各机关单位和社区代表围绕“如何加强社区治理掌控力”问题各抒己见。

■由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中药配方颗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