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拓展

关于拟申请注销西樵镇
大同初级中学的公告

遗失声明

▲根据南教基 [2011]50 号文件，佛
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大同初级中学
已于 2011 年 8 月撤销，现拟申请注
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特此公告。

南海区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佛山市荃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
禅港路以东、 横三路以北地块项
目———4-7# 住宅、 商业裙房及地下
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
第 440604201800056 号（收件编号：
2018000785） 的报建图纸 1 张，图
号：E004（7# 楼屋顶平面图）。 特此
声明作废。

佛山市荃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 11 月 27 日

▲叶美杰遗失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
道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填开的《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
往来结算票据》第二联 1 份，票据号
码：AY790537，现声明作废。

▲周生体遗失佛山市南海区世贸
广场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 B4 座
1-3 号铺装修押金收据一张，号码：
3730249， 金额：5000 元， 日期：
2020 年 8 月 16 日，现声明作废。
▲股权户代表姓名：黎翠嫦遗失佛
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奇槎社区铺前
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户内股权及成
员证证号 ：060556015011-0064，现
声明作废。
▲周立遗失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
道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填开的《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 第二联 1 份，票
据号码：AZ25465819 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铭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法人：李茜）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兹有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医师黄敏，于 2020 年 1 月遗失《医
师资格证书》1 本，资格证书编码：
199844110440902620601084。 发证时
间：2000 年 6 月。 现声明《医师资
格证书》原件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黄岐友爱慈
善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880077202101，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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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也是此次培训的关键词。

在四天三夜的时间里，学员们还到

深商会、珠海青年商会进行面对面

交流，一方面探讨如何搭建好新生

代企业家的交流平台，另一方面则

是促进新生代企业家之间的交流。

另外，学员们还走进珠海高新区，了

解其是如何通过创新推动实现高质

量发展。

其实无论是走进领军企业，还

是到商协会交流，到珠海高新区交

流，梳理这次培训班的课程，不难发

现，所有都是围绕“培养新生代企业

家的创新精神”来进行的。

丁健荣表示，深圳、珠海的创新

思维是很值得学习，所以此次培训

班也希望通过实地考察等方式，培

养新生代企业家们的创新精神，更

利于他们成长。

“这次学习，我的总结只有三个

字‘可能性’。”南海新生代企业家联

合会会长、广东新怡内衣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何俊文说，这次看到了团

队组织和高绩效的可能性；看到了

科技改变生活的可能性；看到企业

创新的可能性，希望大家不要觉得

现在的模式是顶峰，未来还有更多

的可能性。

记者了解到，南海十分关注新

生代企业家的成长，接下来通过不

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学习等，不断培

育和提升新生代企业家的政治素

质、经营能力、社会责任和文化内

涵，为南海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

的智慧和力量。

何俊文透露，目前正在筹划，

鼓励新生代企业家到政府部门挂

职，从而能够更加充分了解各类政

策，助力企业用好政策，实现快速

发展。

南商“后浪”集体“充电”
南海开展“新经济新机遇”新生代企业家培训班，培养新生代企业家创新精神

“要从多个维度出发，才能讲好企业的品牌故
事。”“这次学习不仅长了知识，还认识了不少新朋
友，值得！”“我们跟先进制造之间还有很大差别，未
来要迎头赶上。”……11月27日，在南海“新经济
新机遇”新生代企业家培训班的课堂上，学员们纷
纷分享自己的收获。

11月24至27日，南海开展“新经济 新机遇”
新生代企业家培训班，组织40多名企业家学员到
深圳、珠海学习交流。这也是自今年南海区成立新
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后首次组织的“走出去”式学习
交流活动。在为期四天的学习中，他们学习如何讲
好企业品牌故事等管理课程，参观格力电器、柔宇
科技等领军企业，同时还到深商会、珠海青年商会
以及珠海高新区进行了交流。

不少企业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样立体化的学习
方式，更有利于自身的成长，接下来希望南海区工
商联能够组织新生代企业家，统一参观学习老一辈
比较成功的企业，也多和其他商协会进行交流。

此次“新经济 新机遇”新

生代企业家培训班由南海区

工商联主办，南海区新生代企

业家联合会协办。南海区工

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丁健荣

表示，新生代企业家已成为南

海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培养新

生代企业家成为重点工程。

“作为树基工作，我们非常关

注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希望

通过系列培训，把新生代企业

家打造成‘政治上有方向，经

营上有本事，责任上有担当，

文化上有内涵’的‘四有’企业

家。”

记者了解到，参加培训的

新生代企业家主要是90后，

其中不乏95后甚至是00后，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基本是

来自南海的制造业领域，如内

衣、汽车配件等。如何让年轻

的学员加快彼此之间的了

解？培训班的第一堂课就改

变了以往的上课方式，首先是

组织学员们进行拓展。

这样的破冰方式深受欢

迎。佛山市南海区澳卡仙制

衣厂总经理彭嘉杰说，以这样

的方式，深入接触了一些95
后、00后，发现他们的想法和

创造力非常棒，对公司的发展

和规划非常有帮助，以后在公

司，也要重视95后、00后员

工。

实施破冰计划 打开交流大门

三堂课程

共寻发展痛点 共商破题对策

“如何解决招不到年轻车间

员工的问题？”“如何增加员工归

属感？”“老员工比较固执，不愿接

受新事物如何解决？”“如何提高

园区招商效率？”11月27日，一

场闭门的“私董会”上，新生代企

业家们在经过讨论后，抛出了一

个又一个共同的难点和痛点。

针对这些难点和痛点，培训

班的学员又互相商量破解对策，

其中针对“如何解决招聘不到年

轻车间员工的问题？”，学员们提

出的以企业文化引才留才，或者

是通过厂长承包制等措施来解决

问题的建议获得了好评。

一轮又一轮的讨论，将课堂

氛围推向了高潮，比原定的下课

时间迟了半个小时。

事实上，这样热烈的课堂氛

围一直贯穿在这次培训活动上。

此次培训班共安排了三堂课堂学

习，除了“私董会”，还有“每一个

隐形冠军都需要一个超级品牌故

事”、“实操案例分享：互联网企业

融资，如何撰写‘商业计划书’”，

分别为学员们介绍了打造超级品

牌故事的方向以及商业计划书的

撰写方法。

每节课可谓是干货满满，让

学员们直呼收获满满。“我们从

2017年开始就着手打造品牌故

事，但是至今都不太满意。”佛山

市嘉蒂斯智造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邓相豪说，通过此次学习，

找到了讲好品牌故事的方向，回

来将重新梳理企业的发展历程，

讲好品牌故事。

佛山市富丽星纸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何志炜透露，目前公

司正在进行转型，所以在摸索清

晰的架构和商业模式。他说，通

过商业模式实操课程，摸索到了

一些可走的路径，“通过培训，我

对自己公司的定位，业务模式和

自己的不足有过一定反思。我们

不能只关注OEM的业务，还需

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和渠道，做佛

山本土最专业的办公用纸服务

商。”

可折叠屏手机、让人们在

纸上写的内容即时同步到云端

的“手写神器”、将柔性屏植入

衣服中、轻轻滑动一下手柄就

可以进行滤镜切换的自拍杆

……在深圳市柔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柔宇科

技”），学员们体验了一系列柔

性产品，玩得不亦乐乎，甚至还

在现场下单购买了自拍杆等产

品。不少企业家打趣道，买的

不是自拍杆，而是创新的理念。

此次培训班将移动课堂

搬到企业现场，实地寻找领军

企业发展的秘诀，同时在参观

过程中，新生代企业家们不断

对标找差距。

“我在思考，这些柔性屏

是否能够跟我们公司的产品

进行结合。”佛山市南海区丹

灶塱心宏发丝棉织厂总经理

谭启豪在看到柔宇科技将柔

性屏应用到衣服上时，也萌发

了洽谈合作的想法。

第二天，学员们又马不停

蹄地来到珠海格力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电

器”）参观学习。参观完后，佛

山市南海蕾特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耀聪说，他找

到了努力的方向，“我们虽然

也有自己的模具，同时也能实

现从模具设计加工到产品装

配的全链条，但是跟格力比，

我们的生产体系还不够完善、

完整。”

佛山市宝索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助理总裁彭伟东在参

观完后感慨地说：“格力主要

是采取了上下游拓展的纵向

发展方式，这给我的一个启发

就是企业要发展，就要先往深

度去进攻，做到一定深度后再

考虑横向跨界。”

对标找差距 现场取“真经”
两进企业

四天交流

向标杆看齐
学创新思维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李春妹

通讯员李怡 罗颖莉

■学员们参观柔宇科技。

■参加培训的学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