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引领

珠江时报讯（记者/程虹

实习生/周绮滢 通讯员/陆绮

桦）家门口搭乘公交地铁接驳

线，直达千灯湖地铁站，广佛通

勤更便利。9月22日，南海区

公交出行宣传周启动，新开行

的公交地铁接驳线等亮相，进

一步满足千灯湖片区近10万
常住人口和3.5万工作人群

的出行需求。

当天，南海区重点推介创

新多元公交服务产品，包括3
条公交地铁接驳线，旅游公交

专线以及3条地铁接驳辅助

线。主办方还推荐了系列公

交线路宣传和体验活动，邀请

市民参与，感受南海区公共交

通提质增效的成果。

为解决轨道交通乘客

“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去

年9月，南海瞄准地铁站至产

业园区、住宅区的潜在早晚

通勤客源，探索性开行千灯

湖公交地铁接驳线，首创高

峰时段固定线路、平峰时段

需求响应的新型运营模式，

线路推出后，因其具备“短里

程”“高密度”“车等人”等线

路特性，备受市民好评。

今年，结合千灯湖、金融

高新区商住圈人士的出行需

求，南海新增开行公交地铁

接驳线3条和地铁接驳辅助

线3条。“安全又方便！”得知

新开行的公交地铁接驳线经

过自家小区门口，家住兴业

新村附近的肖小姐非常高

兴，“我们小区很多居民是广

佛通勤的，平常都是骑电动

车到地铁口，路上存在安全

隐患，现在有接驳线，更安全

也更便捷了。”

截至目前，南海共开行地

铁接驳线4条，投入运力14
台，班次间隔约5分钟，覆盖

千灯湖、金融高新区商住写字

楼片区。

除公交地铁接驳线外，南

海交通运输部门还加快规划

建设南海旅游公交体系。现

场，南海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梁颖豪重点推介了

西樵快线。

该线路在千灯湖公交总

站始发，途经千灯湖、祖庙、

王府井等禅南多个地标景点

和热门商圈，到达西樵山北

枢纽站（登山大道）终点站

后，市民短暂步行即可进入

西樵山风景名胜区游览观

光。线路接驳地铁广佛线千

灯湖站、 岗站、南桂路站和

佛山2号线多个站点，惠及广

佛市民。

近年来，南海区公交专

用道规模达到86公里，建成

区公交站点 500米覆盖率

100%，公交服务可靠性得到

进一步提高。为了让更多市

民感受公交出行的便利，9月
23日、9月24日，南海将开展

“市民考察团”公交线路体验

活动（南海专场）、“赏醉美西

樵快线，开启‘骑’妙之旅”线

路搭乘体验活动，市民可关

注“佛山交通”“佛山公交”

“南海出行”微信公众号报名

参加。

数智化时代，企业想要

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必须主动转型升级。而转

型升级的一大关键是节能

降耗，红色班组在其中起到

非常大的助力作用。

广东华昌集团有限公

司是国内大型综合性铝型

材企业之一。2021年 3
月，在华昌集团党支部书

记、制造中心领导及党支

部其他党员干部的共同倡

议下，华昌集团氧化突击

队成立，承担起企业产品

新颜色研发、品质提升、节

能降耗技术研究、技术沉

淀和氧化工艺培训等重要

任务。

氧化突击队共有10名
成员，5名为党员，其中党员

干部2人、党员技术骨干3
人。2020年，氧化车间电

耗与同行业标杆企业相比，

明显偏高。氧化突击队组

建后迅速创建以“降低氧化

车间电耗”为主题的QCC
课题，开启“降低氧化车间

电耗”攻关模式。此后数

月，在党员干部以及车间生

产管理、技术骨干的共同努

力下，经历了现状调查、原

因分析、制定对策并验证效

果等一系列过程，攻关取得

阶段性成效，氧化车间

2021年度电耗相比2020
年下降了12%，节约了大量

能耗成本。

突击队的QCC成果获

得公司2021年度QCC成

果大赛一等奖；党员周刚在

其中作出巨大贡献，因此获

得制造中心 2021年度个

人突出贡献奖。

在企业转型升级中，节

能降耗是降低企业生产成

本的一大常见方法，另一更

直观的举措是进行工艺技

术革新。

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

司的抛光车间、机加车间均

为红色车间。近两年来，通

过党建引领，两个车间致力

于工艺技术革新、设备自动

化推进，成为公司新样品、

新工艺的坚实基地。

在广东雅洁五金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抛光车间

主任卢平带领下，抛光车间

投入超千万元改进自动化

设备，最终形成一套稳定而

先进的生产工艺，生产效率

大大提升，生产成本大幅下

降。

机加车间数控班在班

长黄智锋和党员黄增雄带

动下，不断探索产品的加

工方法，确保公司品牌产

品雄踞市场。曾在一周时

间内，班组全体成员不厌

其烦地对夹具、刀具和加

工参数反复进行调试及安

装，成功攻克了铝盖、锌合

金的表面加工问题，使铝

盖、锌合金产品质量达到

了市场的尖端水平，并且

后续还改进成自动化加工

生产，为公司抢占市场提

供了重要保证。

红色班组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狮山众多企业借力党建攻坚克难

3条公交地铁接驳线来了
南海公交出行宣传周启动，邀请市民体验公交出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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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公交地铁接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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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家要敢于解放思想，大胆拥抱资本

市场。一是要放宽视野。社会在发展，时代

在变化，昔日的“小富”不会长富，今天的“即

安”也不会长安，小富即安的心态要不得，时

逢盛世自当砥砺奋进。实业家要从战略高

度、全局视野来认识资本市场，以成就百年

老店、追梦圆梦的抱负来审视资本市场。二

是要放下身段。一家上市公司就是一张好

名片、一个活广告。实业家不仅要看到资本

的缺陷，更要看到资本将为企业带来高效融

资、要素集聚、规范管理、品牌提升、裂变扩

张等红利，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发挥资本市

场对企业的助推作用。三是要放开心胸。

企业不是自己家的存钱柜，实业家对资本要

持开放的态度，通过引入资本，让投资人为

企业添砖加瓦，让职业经理人为企业废寝忘

食，让员工与企业共享财富。

投资人要坚持长线思维，积极赋能实业

发展。一是要深入实地调研。“没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投资人必须像社会学的田野调

查一样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发现实业中的投资机会，从而实现金融“发

现价值、实现价值、创造价值”的功能。二是

要提供专业服务。不仅要为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还要像“园丁”一样，通过投后管理提升企

业能力，提供行业资源精准对接。要发挥“关

键变量”角色，为企业新技术的研发、新模式

的催化、新动能的培育提供系统的金融解决

方案。三是要信奉长期主义。投资实业不是

简单的“一锤子买卖”，投资人不仅要善于找

到最好的公司，还要敢于做时间的朋友，陪伴

企业一起成长。

促成资本与实业的更好对接，需要有为

政府与有效市场同频共振，让资本在高效流动

中既“看见”企业，又“看懂”企业。

反思金融与实业“两张皮”问题，既存在

有效市场的缺陷，也存在有为政府的缺位。

具体而言，以下3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了有为

政府的发力：一是各管一段，未统筹。金融

与实业本应是密不可分的，但部门分工界限

分明，虽然也有临时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更

多时候还是“几家部门就像是铁路警察，各

管一段”，容易造成金融与实业的人为割

裂。二是各表其功，未求实。有的只满足于

规上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规上工业企业数量

的增加等成绩，没有主动研究制造业企业为

何不主动拥抱资本市场。还有的只满足于

各类金融资金的增长，没有主动分析有多少

流向制造业。三是各安其命，未担当。仅仅

立足于本部门、本岗位职能开展工作，对于

实业拥抱资本不主动的现象听之任之，对于

资本远离实业的问题重视不足、办法不多。

促进产融对接，南海一直在行动。9月

20日晚，南海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企业大会

举行，第三批39家隐形冠军企业诞生，总数

增长至144家。本次活动安排在千灯湖创

投小镇举行有其深意。一方面，南海144家

隐形冠军企业平均规模只有7.35亿元，其中

利用资本市场资金的只有32家，需要引导

企业善用资本力量做大做强，警惕以小为

美，以“强”自喜，未大先衰。另一方面，千灯

湖创投小镇的资本需要扎根南海、深耕实

业，隐形冠军企业就是资本最好的投资标

的。

推动实业家与投资人的相向奔赴，需要

有为政府的高效出招，实现与有效市场的协

同发力。一是建命运共同体。实业与金融

原本是肌体与血液的关系，脱离实业的金融

如无本之木，没有金融的实业也如一潭死

水。政府要帮助市场增强金融共同体意识，

引导金融与实业同舟共济、同兴共荣。二是

促进信心同向。既要让资本对投资实业有

耐心、有信心，从而真正愿投、敢投；也要帮

助实业改善对资本的刻板印象，主动向资本

敞开大门。三是财政资金拉动。用好用活

各类政府性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拉动民间

资金，用政府资金“一瓢水”，引来银行资金

的“一井水”，带动民间资金的“一江水”。四

是政策举措推动。研究出台更多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政策，通过加大企业上市奖励力

度、创新投贷联动模式、加强对银行机构评

估、扶持知识产权融资等方式，推动金融与

实业由“分”到“合”。五是示范标杆带动。

加快打造一批资本与实业高效对接的成功

案例，讲好投资人与实业家相向奔赴的故

事，以点带面推动资本与实业的深度融合。

新时代，现代活力新南海，让实业家与

投资人的相向奔赴成为常态！

时代呼唤实业家
与投资人的相向奔赴

线路名称

千灯湖地铁站

公交接驳线

千灯湖地铁接驳

2号线（M2002）

千灯湖地铁接驳

3号线（M2003）

金融高新区地铁

接驳1号线

首末站

千灯湖地铁站（C

出口）——锦园路

（广发银行东门）

千灯湖地铁站

【环线】

千灯湖地铁站

【环线】

地铁金融高新区站

【环线】

停靠站点

千灯湖地铁站（C出口）、灯湖东

路（广发银行西门）、锦园路（广

发银行东门）

千灯湖地铁站、南海交警大队、

和基花园、兴业新村、东海花园、

南六路（御景苑）、海六路（海景

花园南）、海六路（华亚金融中

心）招呼站、千灯湖地铁站

千灯湖地铁站、万锦豪园西、人

保大厦招呼站、万锦豪园西、千

灯湖地铁站

地铁金融高新区站、荣耀国际招

呼站、万达广场南、地铁金融高

新区站

运营时间

早高峰：7:30~9:30；

晚高峰：17:30~19:30

早高峰：7:30~9:30；

晚高峰：17:30~19:30

早高峰：7:45~9:30；

晚高峰：17:40~19:30

早高峰：7:30~9:30；

晚高峰：17:30~19:30

近年来，疫情的反复给企

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和严峻考

验，也进一步迫使企业加速转型

升级。通过节能减排、工艺革新

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是企业转

型升级的两大法宝。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疫情之下，保品质、稳

生产，是企业实施转型升级的

根本保障，对企业转型升级有

着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

广东康荣高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主打陶瓷灯座

产品的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

达到全国第一，成为国内行业

的佼佼者。产品获得市场认可

和青睐的根本是品质过硬，这

就离不开该公司红色班组品质

部的辛勤付出。

周必琼是该公司一名党

员，现担任品质部品质员。她

对来料、制程加工、装配等全流

程研发和制造进行层层把关，

使产品质量更有保证、产品交

付更快速。在工作中，她发现，

来料双线芯的电线在加工过程

中，线皮要么松动要么剥不开，

经常因此导致交期延迟。为

此，她积极组织公司技术与供

应商品质工程师一起确认分

析，最终找到问题所在，并形成

解决方案，确保来料不再出现

线皮松动或剥不开的现象。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动，不

少制造业企业的订单内容变得

更丰富，对于生产的相应需求

也更复杂。近日，佛山市南海

新达高梵实业有限公司就碰到

了这样的情况，生产需求旺盛，

设备需要满负荷运转。协调好

设备维护与生产需求的关系，

就显得异常重要。

这时候，公司红色机修班

组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在班长

以及刘暖辉、梁文驱两名党员

的带动下，全组人员团结一致，

24小时做好生产线的“守护

神”工作，通过早晚两次例会交

接设备情况，排查可疑问题，做

好机器护养、检查维修，保证生

产不卡顿，以实际行动支持企

业生产计划的圆满完成，为企

业抵挡住疫情的冲击作出积极

贡献。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红色班组迸发活力，助

力企业发展生产、降本增效。

企业党建工作做得扎实，党建

工作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内

生力，“我为企业做贡献”成为

党员的自觉行为，成为红色班

组的必达使命。这一点，在南

海的很多企业可以找到生动

的注脚。

转型升级实现突破

以变应变，化危为机。“疫”下时代，企业既要

考虑生存，更要谋求发展，实现转型升级。转型升

级过程中，狮山企业尤其注重红色力量的作用。

作为南海的知名企业，广东华昌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司、广东康荣高科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新达高梵实业有限公

司等企业的红色班组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

领党员在生产一线争先创优，为企业转型升级贡

献力量，彰显狮山党建引领强劲动力。

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带头攻关

■广东华昌集团有限公司红色班组在生产车间探讨技改。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发力
同频共振

■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司红色班组忙碌在生产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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