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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美慈

通讯员/陈锋登）11月 26~28
日，第二十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以下简

称“全国发明展”）将在广东佛山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活动由中国发明协会、金砖

国家工商理事会、广东省科学技

术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

办，佛山市人民政府承办。今年

发明展设立八大展区、八大活

动，特别突出中国独角兽、碳达

峰碳中和领域的科创成果展示

与交流，助力佛山新时代加快高

质量发展建设制造业创新高地。

今年展会规模为3个展馆，

展示面积为3万平方米。其中，

设中国独角兽企业创新成果展

示专区、碳达峰碳中和发明创新

成果展示专区、国防知识产权展

区、高等院校科研成果展区、大

国工匠发明创新成果展区、青少

年发明创新展区以及综合展区、

粤港澳大湾区展区、技能大赛展

示专区等八大展区。

其中，“中国独角兽企业创

新成果展示专区”将重点呈现国

内独角兽企业的核心技术，聚焦

独角兽企业的科技发明和商业

模式创新，全方位展现独角兽企

业在引领新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升级以及推动中国的产业升

级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方面

所做的巨大贡献。

“碳达峰碳中和发明创新成

果展示专区”主要展示以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节能降

碳、低碳技术、清洁能源应用、储

能技术等主流前沿科技成果，凸

显发明创新在解决绿色发展和

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

绿色转型和实现低碳发展等方

面的巨大作用。

今年发明展还安排了“一带

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

术创新大赛、独角兽企业家对话

论坛、“发明创业奖·项目奖”和

专项奖的评审及颁奖等八大主

要活动。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自

2017年发起，已成功举办五

届，累计13万余人次参与了竞

赛及相关会议、展览展示、技术

交流等活动。2022“一带一路”

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

新大赛之佛山国际赛将继续在

佛山进行，主要聚焦社会热点和

佛山本地特色产业，将进行包括

轨道交通服务员、无人机装调与

编程、新型碳中和能源管控技术

及应用、集成电路技术应用等在

内的10个赛项，预计参加人员

5000人。

独角兽企业家对话论坛，

将现场对话独角兽企业家，从

独角兽企业的科技创新、企业

发展视角出发，展示独角兽企

业的成长路径和创业者的心路

历程，通过分享商业实战心得

和企业服务经验的观点碰撞，

让中小企业家近距离观摩独角

兽的成长奥秘。

11月26日，全国发明展约定佛山
在广东佛山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将设八大展区八大活动

狮山镇2022年“青狮

工程”新入职干部镇情专题

研修班开班

引领狮山青年干部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

讯员/许渭欣）11月 8日，狮山镇

2022年“青狮工程”新入职干部

镇情专题研修班开班，提升狮山

青年干部学习本领和调查研究能

力，引领狮山青年干部做新时代

的奋斗者。

青年强，则国家强。开班仪

式上，狮山镇党委副书记黄红燕

对全镇青年公职人员提出殷切期

望：一是要强化党的理论知识学

习，对党绝对忠诚，感悟思想伟

力，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是要

摒弃“过客”思维，深入地了解狮

山、尽快融入狮山、热爱狮山，赓

续狮山精神血脉，汲取文化力量，

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人；三是要

坚定理想信念，主动尽责担当，以

学促干，勇于实践，争做城市狮山

的追梦人。

开班仪式后，佛山市委党校副

教授肖霜带领学员学习《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原南海区博物

馆副馆长卢筱洪深入讲述狮山文

化根源、历史故事、民俗风俗，旨在

让学员掌握镇情和村情的发展变

化，了解狮山、热爱狮山，为贯彻

“城市狮山”核心战略，全力建设佛

北“双中心”加油助力。

授课现场，全体干部认真聆

听并做记录。参训学员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立足自身

岗位，认真履职尽责，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锐意进取，踔

厉奋发，团结奋斗，以饱满的精

神、高效的节奏、务实的作风投入

到城市狮山建设中去。

据了解，本次“青狮工程”是

狮山镇打造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五狮”工程的其中一项，通过分

级分层分类精准开展教育培训工

作，着力提升青年干部学习本领

和调查研究能力。本次研修班共

分为三期举行，以专题学习、集中

研讨、实地调研等形式，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穿各个

环节，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热潮，同时做好狮山青

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为推动狮

山高质量发展积蓄磅礴力量。

大型魔术秀
本周六晚上演

珠江时报讯（记者/王方亚）现

场给你凭空变出一架飞机！11
月 12日晚上 8点，南海影剧院将

上演大型魔幻专场演出《奇幻之

旅》。

荣获南方六省区魔术大赛奖项

的“一秒变装”、广东GMA魔术大

赛的“金钱探戈”、古彩戏法“五谷丰

登”、大型魔术“万剑穿心”、光影箱、

大变飞机等众多精品和大型道具魔

术将逐一呈现，多位华南顶尖青年

魔术师联袂巨献，将让佛山市民一

饱眼福。

《奇幻之旅》的魔术师来自华南

知 名 魔 术 品 牌“VISIONARY
MAGIC”梦想家魔术俱乐部。该

团队曾登录央视、湖南卫视、东南卫

视、广东卫视等大型卫视节目，

2016年荣获世界魔术最高荣誉

——梅林奖“中国最佳幻术团队”殊

荣。

据悉，本次魔术表演属于

2022年~2023年度南海区“高雅

艺术进剧场”节目，影剧院将继续推

出优惠票价，回馈广大市民。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

强 通讯员/刘颖君 关燕霞 摄

影报道）11月 8日，九江镇举

行第二批“名企百园”启用仪

式，双蒸港文化公园、大水车

公园、国风园（大蚕房片）、中

元活力地带项目 4个主题园

集中亮相。

4个公园均由九江企业主

导建设，既是展示企业文化和

企业精神的重要空间载体，又

为市民增添了一批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

作为第二批“名企百园”的

代表项目，双蒸港文化公园南

邻西江，东邻九江双蒸博物馆

及双蒸 1821酒庄，实际利用

面积约为6800平方米。该公

园融合酒文化、龙舟文化和岭

南文化，以陶缸、玻璃酒瓶、风

帆为元素，结合远航扬帆的主

题，分期对桥下空间进行改造

提升，致力打造具有九江特色

的桥下古法酿造景观广场。

“精心打造双蒸港文化公

园项目，不仅能够为城市建设

尽绵薄之力，还为九江双蒸搭

建了一个极好的形象展示平

台。”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关正生说，作

为佛山本土企业，九江酒厂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并参与“名企

百园”建设。

“目前，双蒸港文化公园已

完成一期工程，从今天起将提

供给广大市民使用。”关正生介

绍，双蒸港文化公园还将于明

年年初完成二期工程。

同双蒸港文化公园一样，

九江第二批“名企百园”拥有各

自的特色 IP。例如，由邦文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国

风园（大蚕房片）项目，则以九

江特色旧蚕房为载体，彰显九

江鱼米文化、龙舟文化等，提升

城区绿化环境，完善休闲娱乐

设施。

算上今年1月首批2个投

用的“名企百园”北江外滩雄塑

风雨廊项目、华光公园必得福

儿童乐园项目，至今九江共有

6个“名企百园”投入使用，这

体现了九江镇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全

面打造现代化活力新九江的决

心与行动力。

九江再添4个“名企百园”

传统家具产业寻求“破局”

升级，是九江镇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缩影。在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的浪潮中，九江镇的南新无纺

布、必得福、九江酒厂等头部企

业紧紧把握时代机遇，成为数智

化转型的先行者、示范标杆，但

数量庞大的腰部企业大多是传

统制造企业，自主研发改造能力

弱，找不到适合的改造路子。

针对企业面临不会转、不能

转、不敢转等问题，广东省人大

代表、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关正生建议，政

府大力培育数字经济的龙头企

业，引入更多有分量的智能项目

落地，定期组织、申报、认定一批

企业的数智化转型方案，打造属

于自己的“数字转型模式”，“希

望能搭建更好的交流平台，帮助

企业获得培训赋能、咨询诊断等

服务。”

九江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九

江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鼓励企业以科技项目为突破

口，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和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助推科技成果转

化为企业解决技术壁垒，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

在九江，企业转型升级遇难

题，也有了更直接的交流平台。

今年3月，九江镇园区人大代表

联络站正式揭牌成立。在各村

（社区）成立人大代表联络站的

基础上，九江镇将人大代表联络

站延伸到园区，进一步夯实人大

代表联系群众的履职平台。

九江镇人大主席李润来表

示，九江首次在园区设立人大代

表联络站，是进一步实现企业与

社会共赢的创新举措，“各人大代

表要通过党建引领，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拓展人大代表联络站的

功能，定期入站听取企业及职工

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瓶颈问题，

为解决企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争

取政策和资源，认真履行代表职

责，不辜负广大群众的信任。”

作为该联络站站长，南海区

人大代表、九江镇人大代表，佛

山市承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建新表示，园区人大代表

联络站将围绕打造智造九江的

部署，充分发挥“智慧加油站”的

作用，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

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培育，为九江

的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九江镇人大代表与企业家热议家具产业转型升级“必答题”

让家具产业插上数字化翅膀
作为佛山市

泛家居万亿级产
业集群的重要一
员，九江镇家具产
业基础坚实，市场

扩张能力强，产业发展后劲大，但亟需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家具产业如何借助数字化的翅膀腾飞？
近期，九江镇人大开展“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专题调研，人大代表与企业家围绕传统家具产业
转型升级展开热议并积极建言献策。

目前，九江镇家具企业超

2000家，“天下家居看南海，

品质家具在九江”成为九江家

具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名片。

今年1月，佛山市伽蓝洁具有

限公司获评佛山市2021年第

一批数字化智能化示范车间，

为全镇家具企业开展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提供了优秀经验。

“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是

‘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回

顾伽蓝洁具10年数字化转型

历程，伽蓝洁具董事长张爱民

表示，由于公司数智化探索起

步较早，有效地降低了经营成

本、提高了能效，也增强了抵

御风险的能力，今后将更加坚

定地走“制造业+数智化”的发

展之路。

“家具产业的转型升级需

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九江镇

人大代表、佛山市迪奥比家具

有限公司董事长廖顺南建议，

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

创新、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同

步发展、线上与线下良性互动，

同时要牢牢把握人才关，把九

江家具产业做实做强。

九江镇人大代表、广东雅

柏家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凯波建议，多组织相关行业企

业到生产工艺流程先进、数字

化智能化建设领先的优质企业

参观学习，“通过榜样示范带动

作用，让企业在转型提升过程

中少走弯路。”

据介绍，目前，九江镇正式

出台了《加快推动家具产业转

型 升 级 工 作 方 案（2022-
2024年）》，提出提升质量、优

化空间、做强品牌、提升服务和

精准扶持“五大行动”，全力打

造“中国软体家具之都”“中国

家具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

区”和“中国家具行业细分龙头

集聚区”（即“一都两区”）。

突破：园区有了代表联络站助力企业谋转型

文/珠江时报记者柯凌娜通讯员 曾嘉琪

建议：“榜样”带动助企业转型升级 ■九江镇人大开展专题调研。 (资料图片)

■国风园（大蚕房片）。

了解即将上演的魔术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