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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镇团委获评
省“五四红旗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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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群众“服务网”
织密企业“生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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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微度假”
西樵欢乐多

杰大预制菜与生物科

技产业项目落地西樵

计划投资4亿元
为预制菜“加料”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4月

29日，西樵镇政府与杰大集团签订

合作协议，后者将在西樵华南预制

菜产业园建设预制菜与生物科技产

业项目，计划总投资达4亿元。

据了解，杰大集团是一家集水

产品、饲料、渔用水质、底质改良剂

等研产销于一体的西樵本土企业。

杰大预制菜与生物科技产业项目将

以生物工程技术为基础，抢占预制

菜产业新赛道，带动本地现代农业

产业链延伸发展。项目整体达产

后，预计年产值约30亿元。

“签约只是双方合作的起点，期

待杰大继续做大做强，为西樵的大

健康产业和经济发展出一份力！”签

约仪式上，西樵镇副镇长罗永权与

杰大集团董事长程光兆进行深入交

流。罗永权表示，西樵将一如既往，

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提

供优质精准高效的服务，加快推动

签约项目落地。

杰大预制菜与生物科技产业项

目的落地，是继海天Big H绿色产

业集合带、西樵山大健康产业等项

目后，西樵在大健康产业布局上的

又一大动作。程光兆表示，选择在

西樵投资预制菜与生物科技产业项

目不仅是因为本土企业的使命感，

更是看中了西樵发展大健康产业，

特别是预制菜产业方面的前景和优

势。

程光兆介绍，该公司从2019年

开始涉足鱼产品深加工，起初是为

了帮助当地水产养殖户解决活鱼销

售难题，后来从中发现了预制菜产

业的巨大商机，“得益于西樵丰富的

水产养殖资源和产业基础，我们先

从鱼类深加工产品开始做谋划，会

逐步向包点、大盆菜等酒店菜式方

面拓展。”

同时，程光兆计划在项目落成

后将集团总部迁至华南预制菜产业

园，并计划以西樵作为集团未来上

市所在地。集团将继续在鱼类保健

品、疫苗研发等生物科技方面不断

探索，为水产品的养殖安全保驾护

航，助力乡村振兴。

值得一提的是，华南预制菜产

业园是西樵三大千亩连片“工改工”

项目之一。为此，杰大预制菜与生

物科技产业项目签约将在为西樵发

展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的同时，

为西樵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

现“腾笼换鸟”、产业重塑作出良好

示范。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潘嘉敏张嘉宜李均良）

4月28日，西樵镇开展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集中拆除行动，对三大

千亩连片“工改工”项目之一的

联创智慧产业园项目开展联合

执法。当前，西樵正全力推进

“2+3+4”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示

范项目，各项目均取得新进展。

“整治行动开始！”当天上午

9时许，随着西樵镇党委书记李

毅佳一声令下，集中拆除行动开

始。当天集中拆除的联创智慧

产业园项目整体改造面积约

1750亩，其中首期面积约1000

亩，正开展地上建筑物清拆补偿

工作。本轮拆除范围面积约

200亩。改造完成后，该项目将

以产城融合为目标，重点发展新

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目

标是打造成集生产、研发、生活

为一体的新材料+智能装备制

造的多元化高端产业社区。

西樵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

室主任、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左

家骏介绍，将借助本次集中拆除

行动，推动全镇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工作再动员、再提速，带动全

镇发展腾出空间、腾出未来。

目前，西樵镇正坚持“重点

推进、示范带动、全域整治”，重

点推进“2+3+4”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示范项目。“2+3+4”指两大

产业转型引领项目（听音湖泛拓

展区、河岗产业转型示范区）、三

大千亩连片“工改工”项目（山南

产业社区、华南预制菜产业园、

联创智慧产业园）和四大示范村

居项目（太平、大岸片、儒溪、西

岸）。西樵将以九大项目为抓

手，探索以连片村改、产业转型、

乡村文旅、城乡重构、乡村建设

等多种模式，推进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

全域土地大整治、大腾挪。

为增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工作成效，西樵镇坚持多方联

动合力，通过“两违”整治、环境

整治、安全整治等联合执法行

动，坚决打击“两违”行为，以执

法促整治，强化执法震慑。

“希望西樵能在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南海区副区长、区联合执法总

队副总队长李耀茂在行动中表

示，西樵镇要统一思想，认识到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推动西樵

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出路，要

科学谋划，将长期规划和短期

实施相协调，做到文明执法，统

筹资源，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

的工作机制。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南工宣 吴燕萍）4月28

日，南海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

节大会举行，为获评2022年全

国、省五一劳动奖章及工人先锋

号的10个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代表颁奖。其中，来自西樵的蒙

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技术中心总监谢志军获2022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投身建筑陶瓷行业近30年

的谢志军，一直以来坚持科技兴

企战略，拓宽陶瓷行业低碳环保

可持续发展之路。

用心攻克难关
研发出高颜值产品

2019年，蒙娜丽莎产品中

的“颜值代表作”，非“七星珍石”

系列陶瓷大板莫属。其通透明

亮的肌理感，让宽敞的空间更大

气开阔，还给人带来满满的视觉

震撼，成为各大星级酒店、别墅、

会所等高端场所首选的装饰材

料。这背后，是谢志军与生产研

发团队整整三年的心血结晶。

“把产品做到极致成为艺术

品，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谢志

军说，“仅仅是石材挑选与运输，

已经花了我们接近一年的时

间。上百块石材中，仅有一块能

被选为蓝本。”

七星珍石甄选自南非，是天

然名贵石材珍品。如何高清还

原石材质感肌理，打造独一无二

的花色品种，将自然的珍稀之美

收入囊中？谢志军与生产研发

团队从肌理、质感、配方、工艺、

设备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光是研究改革工艺技术，谢志军

已数不清有多少次了。

谢志军与生产研发团队从

更新设备、优化配方、调整工艺

技术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和试

验，他经常与工人24小时守在生

产线前，跟踪每一步的参数变

化，逐步摸索采用干粒工艺。当

看到“七星珍石”纹理流畅大方，

表面光滑平整时，谢志军悬着的

心放下了不少。再用放大镜仔

细看看，发现表面出现一些小

孔，谢志军的心一下子又悬了起

来。“当时连吃饭都是无味的。”

谢志军回忆道，每次好不容易看

到一点希望，之后又陷入了深深

的迷茫。

期间也陆陆续续出现不少

怀疑的声音，但在谢志军心中，

爱一行，就要专一行，“我从来

不后悔把青春和精力最旺盛的

时间只用在一件事上。”经过不

同工艺技术的叠加、调整、试

验，历时两年多，谢志军与生产

研发团队终于攻克难关，采用

干粒镜面全抛工艺技术，让“七

星珍石”系列陶瓷大板变得颜

值高、实力足，还有着顺滑细腻

的触感。

2019年初，“七星珍石”系

列产品推出，在行业里引起了不

小的轰动，深受行业和消费者的

喜爱。“创新的过程很煎熬，耐住

性子熬过去，终究能见到彩虹。”

谢志军笑着说。

立足节能环保
探寻建陶智造新动能

走进蒙娜丽莎特高板示范

车间，各种硬核黑科技让人眼前

一亮。这个整洁宽敞的数字车

间，通道上不见一丝尘土飞灰，

也不见灰头土脸的员工，放眼望

去，均是AGV移动搬运机器人

在高效运作的身影。

2020年，蒙娜丽莎特种高

性能陶瓷板材绿色化、智能化技

术改造项目投入建设，以“新型

陶瓷材料研究+数智融合管理”

新模式，全力打造建陶行业高质

量发展样本。谢志军担任项目

组副组长，带领生产研发团队坚

持创新引领，助力公司创建数字

化智造中心，实现建筑陶瓷产品

各工艺参数、各生产场景智能化

控制及产品的柔性化制造，达到

降低能耗、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

生产率的效果。

2021年，谢志军和生产技

术研发团队通过赋能智能制造，

使得 9000mm× 1800mm×

10.5mm超大规格陶瓷岩板、

3.3mm超薄高强韧陶瓷岩板等

相继面世，连创全球陶瓷岩板

规格之最。同时，他带领团队

制定了严格的环保内控标准，

探索陶瓷行业“三废”运行管理

新模式，在生产管理中坚持以

节能减排为中心，不断探索各

种节能技术，积极实施一系列节

能改造。

2022年4月初，蒙娜丽莎

环保云中心正式启用。走进环

保云中心管理平台，可见大型电

子显示屏上实时显示每个排放

口的排放量等数据，为绿色、环

保生产制造管理提供大数据支

撑。“未来，我们还会把清远、广

西、江西基地的环保系统纳入环

保云中心，实时监控和管理，进

一步引领行业绿色发展。”谢志

军说。

“我们要做精做细，不能

‘差不多’。”这早已成为谢志军

的口头禅。这种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渗透在他的每一个工作

细节中，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

员工。

2014年至今，完成新产品、

新工艺、新技术30项，获授权发

明专利30件，实用新型专利14

件……谢志军带领生产研发团

队在新产品研发、智能制造、节

能减排、清洁生产等方面不断创

新，对建筑陶瓷行业的技术进

步、转型升级起到示范和带动作

用。

西樵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集中拆除行动，推进联创智慧产业园项目

“2+3+4”示范项目取得新进展

西樵谢志军获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深耕建陶行业近30年，把产品做成艺术品，打造行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谢志军（中）与同事交流工作。 珠江时报记者/黄永程摄

“2+3+4”示范项目最新进展

●听音湖泛拓展区项目

听 音 湖 西 侧 地 块 1037

亩改造项目已签订征地协

议，基本完成非住宅物业的

拆迁工作，正在进行青苗补

偿和农村自建房及相关厂房

的动迁工作。樵高路东侧岭

西地块 610 亩改造项目已基

本完成项目范围内土地情况

的梳理。

●河岗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

项目

项目已摸查片区内用地

规划、土地租赁情况，有序铺

开相关改造提升项目，打造纺

织行业转型升级的示范标杆。

●山南产业社区项目

项目一期面积约 395.1

亩，目前已基本完成项目一期

范围内的补偿工作，已完成

250亩的清拆工作，并对已补

偿移交的场地落实围蔽管理，

力争2022年9月完成项目一

期供地工作。

●华南预制菜产业园项目

目前正根据实际情况分

步开展项目内地上建筑物的

测绘、评估、补偿、清拆工作，

基本完成土地权属经济社相

关土地权属面积及位置的核

实修正工作，争取年内完成约

150亩的供地出让工作。

●联创智慧产业园项目

项目首期面积约1000亩，

正全面启动项目首期范围内约

100间厂企的测量、评估及补偿

清拆工作，同时启动项目二期

涉及联新社区约430亩的土地

整理身份表决工作，力争在年

内首期供地约200亩。

●太平社区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示范项目

已完成项目地类摸查分

析，形成初步工作方案，目前正

按区镇确定方向深化实施方

案，已启动项目融资工作，并梳

理该片区租赁情况。

●大岸片乡村文化旅游项目

项目已编制大岸片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调研报告。在乡村

文旅发展方面，已完成文化旅游

项目用地摸底和约530亩土地租

用表决工作。在现代农业示范区

方面，正在实施大岸第一经济社

约300亩鱼塘现代化改造工作。

●儒溪村美丽乡村示范项目

儒溪村结合党群力量，持续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创

建南海区特色精品示范村。下

阶段将针对村内影响人居环境

的难点问题逐个击破，推进儒溪

村人居环境整治迈上新台阶。

●西岸社区“共同富裕”试点项

目

项目已对西岸全域土地进行

摸底梳理，完成西岸林场植树造

林面积约15亩，正加快落实西岸

垦造水田项目，全力推进西岸片

区控规法定、乡村振兴桥梁建设

工程前期研讨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