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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狮山镇委委员、团

镇委书记杜殊同代表共青团

狮山镇第五届委员会作工作

报告。过去四年，共青团狮山

镇委员会坚持党建引领，不断

深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青

年大学习”狮山镇每期学习情

况站稳全区第一，全市前列；

在疫情防控、乡村振兴、产业

转型升级、人才发展、基层社

会治理等要事中，大力动员狮

山青年勇挑重担、担当作为；

打造了“青春 π”“青年读书

会”“青春交友会”“青少年创

客”“志愿+”行动等大量成果

卓著的品牌项目。

其中亮眼的是共青团狮山

镇委员会大力弘扬志愿者精神

工作，推动志愿组织发展壮大。

截至目前，全镇在册志

愿者人数超6.8万人，拥有菠

萝义工服务中心救援队、狮山

镇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同人

关爱义工服务总队等特色志

愿服务队伍38支，村（社区）、

企业、学校志愿服务队255

支，共建成志愿V 站 8 个，

2018～2021年度“i志愿”活

动发布数量超4.6万条，志愿

服务累计时长达170万小时，

累计服务群众300万人次。

四年来，狮山还涌现出

不少先进团组织和个人，其中

共青团狮山镇委员会被评为

“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委”；罗湖

社区团支部获评“广东省五四

红旗团支部”；狮山义务工作

者(志愿者)联合会获得“佛山

市志愿服务行动力组织”和南

海区“优秀镇街义工联金奖”

荣誉称号；狮山菠萝义工服务

中心救援队何腾远荣获第十

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

人奖；罗婉欣被团中央、中国

青年志愿者协会评为“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

进个人”；甘文兴被评为2020

“广东抗疫先进个人”。

共青团南海区委副书记

麦凌宇表示，共青团狮山镇委

员会创造过多项全区第一或领

先的工作，成为南海区团工作

的尖兵先锋、典范标杆，有力推

动南海区共青团工作在佛山市

乃至全省走在前列。希望共青

团狮山镇委员会和狮山团员青

年，不断推动狮山共青团事业

实现新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南

海团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狮

山挺起南海产业创新脊梁，打

造现代化活力新南海奉献狮山

青年的智慧和力量！

肖照明1991年毕业于成都

纺织专科学校，“那个时候思想很

单纯，只是想，既然学校选择了我

们，出去工作后就一定要做好！”

肖照明说。

一出校门，他就进入了国内

知名国营纺织企业工作。在这

里，肖照明有了将所学知识理论

付诸实践的机会，积累了管理经

验，开阔了眼界。

2010年，肖照明抓住创业机

会，带领团队成立了佛山市晟博

纺织有限公司，并将公司发展方

向定为从事高档针织面料的生

产、开发。

他看到，消费者价值取向已

发生变化，服装的个性化成为大

势所趋。大的服装加工厂有技

术、有资金，但市场反应慢；小厂

则少有能力整合资源。

这时候，品牌服装企业就显

示出自身优势了，即对面料的选

择有自己的思路，会寻找有开发

能力的成长性企业合作伙伴。晟

博公司就有较强的服装面料生

产、研发能力。两者结合，高端面

料开发的道路会越走越顺。

“衣食住行，衣排第一，用好

的布料制作成好的衣服，怎么会

不受欢迎呢？”肖照明说，虽然思

路很清晰，但一家刚成立的中小

企业让市场认同，也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整整两年的时间，公

司几乎不赚钱，肖照明仍坚信自

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最终熬

过了这段暗淡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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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青年立潮头 勇担青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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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共青团狮山镇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总结狮山

镇第五次团代会以来的工作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未来五年工

作，提出青年要把全区、全镇的奋斗目标转化为成长动力，自觉

融入行动，勇担青春责任。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团镇委委员。

来自机关事业单位、村（社区）、两新组织、学校、少先队工

作者等方面近150名优秀团青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佛山市晟博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肖照明带领企业逆势创佳绩

深耕纺织业30年 不断研发新面料
在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有这样一家企业，“隐身”

于罗村长富都市创意产业园，从厂房外看，跟其他中小

企业并无不同，但它却是名牌服装卡宾、江南布衣、爱帛

的面料生产企业。

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由该企业生产面料制作

的服装，曾亮相于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群众游行方阵之“绿水青山”“脱贫攻坚”两个

方阵。

这家企业就是佛山市晟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晟博公司”），该公司总经理肖照明热心公益，

深耕纺织业30年，带领企业成长为国家级科技型中

小企业，在企业经营普遍比较低迷的形势下，近两年

却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佳业绩，带领企业走上了发

展快车道。

■肖照明（左）参加义工服务。 （通讯员供图）■肖照明（左）参加义工服务。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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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本行惠及社会

除科技创新外，晟博公司还严把

管理关，通过重奖重罚等措施，将“全

员质管”要求落到实处，经过不断努

力，目前已基本达到“目标客人零投

诉，产品零返工率”的考核目标。

人性化管理也是其制胜法宝之

一。高层管理人员股份分红，业绩奖

励；员工包吃包住，每年至少组织一

次团建旅游，不定期举办专业技能培

训；公司职位分组长、主管、经理，竞

争条件公开透明……温情化管理，让

员工愿意以厂为家，爱厂护厂。

在经营好企业的同时，肖照明也

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他曾先后担

任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广东校友

会会长、广东四川商会佛山分会副会

长、佛山菠萝救援服务中心志愿服务

部副部长。

2016年，肖照明认识了佛山菠萝

救援服务中心理事长王治勇，被其“菠

萝精神”所感动，目前公司为菠萝救援

服务中心提供了三种服装的面料，其

中夏天的2款短袖分别具有舒适、透

气、吸湿、排汗、抗菌功能；秋冬季穿的

救援服具有防水、柔韧性强等功能。

肖照明还曾为贵州山区贫困学

生捐资助学，积极参加义工服务等。

“积沙成塔，积水成渊。若每个人都

能立足本职工作，为社会做一份贡

献，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好。”他说。

肖照明表示，今后，他将继续坚持

科技创新，做行业引领者，为中国从纺

织大国到纺织强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文/珠江时报记者金晓青

两年后，不断有品牌服装

开始向晟博公司抛来“橄榄

枝”，晟博公司也从一开始的面

料技术创新，发展到与设计师

讨论后强化自主创新，再到根

据国外流行趋势，开发国内市

场，引领潮流，研发投入一直保

持着占销售收入的5%，在佛山

市同行中属于研发高投入企

业。

晟博公司不仅有制衣车

间、织造车间，还有一家合作投

资的绳带辅料厂——佛山市盛

度服饰辅料有限公司。该公司

主要做绳带辅料，为耐克、李宁

等名牌企业做配套服务。

2019年，晟博公司迎来高

光时刻，由其生产面料制作的

卡宾名牌服装，亮相于2019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群众游行方阵之“绿水青山”

“脱贫攻坚”两个方阵。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晟博公司及时调整

产品结构，推出抗菌面料、防蚊

面料两类新产品。其中抗菌面

料产品采用天然纤维的高品质

纯棉针织面料加上特殊抗菌材

料，整理工艺研制而成；防蚊面

料产品采用了从天然植物中提

取的防蚊助剂，可生产三大类

十几个品种的防蚊面料产品。

目前，这两项新产品均能批量

生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

口罩一罩难求。在这样的背景

下，晟博公司潜心钻研环保新

型口罩，试做超6000个样板，

仅口罩绳就考量12项指标后，

生产出一种水洗50次后抗菌率

仍达95%的新型口罩，在市场

上大受欢迎。

除此之外，晟博公司产品

还包括抗紫外线面料产品，防

火、防水面料产品，含玻尿酸、

具有保湿润肤功能的针织面料

产品等，备受品牌服装企业青

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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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分析了新时代狮山共

青团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

战、所担负的历史与光荣梦想，

明确今后五年狮山共青团的工

作思路、目标和基本任务。

当前，狮山镇委镇政府提

出，要全面实施“2+2”战略，坚

定扛起“两业”融合大旗，为把

南海制造业推向中高端提供

有力支撑；坚定扛起“城市狮

山、打造佛山副中心”的大旗，

为建设佛北战新产业园提供

有力支撑。

杜殊同表示，这为共青团

狮山镇委员会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与宏大的平台，为青年成长

成才、建功立业指明了发展的

方向、吹响了前进的号角，狮山

青年要把全区、全镇的奋斗目

标转化为成长动力，自觉融入

行动，勇担青春责任。

未来五年，共青团狮山镇

委员会将坚定不移引领广大

青年跟党走，以科学理论武装

青年，以伟大梦想感召青年，

以核心价值引领青年；坚定不

移强化共青团组织动员力，夯

实团组织工作基础，强化团干

部队伍，推动志愿服务品牌

化；坚定不移为青年实现梦想

搭建平台，服务青年创新创

业，解决青年普遍刚需，维护

青年合法权益。

共青团狮山镇第六次代表

大会代表，山南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经联社长、团支部

书记关咏麟表示，将在社区内

进一步融合党建和共青团工

作，联合推进社区民生实事工

程，引导和呼吁更多青年朋友

参加社区工作，感受正能量，激

发青春活力，为村民和群众办

更多实事好事。

狮山镇委副书记黄红燕表

示，狮山改革再出发的道路上

充满机遇与挑战，希望狮山青

年朋友们要抢抓良机，坚定理

想信念，做志存高远的狮山生

力军；担当青春使命，做狮山高

质量发展的贡献者；增强本领

能力，做新时代狮山改革先行

者。

按照大会日程，大会选举

杜殊同、黄颖珊、谢颖光、宋智

锋、李彦锋、杨思、叶达锋、黎

力、胡广祥、韦雪苹、戚子轩、严

泽航、邓宏枝、朱平、谭展鹏为

共青团狮山镇第六届委员会委

员。在随后召开的第六届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

生新一届团委领导班子，杜殊

同为团镇委书记，黄颖珊、谢颖

光、宋智锋为专职副书记，李彦

锋、杨思为兼职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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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谭凤英

■与会代表

积极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