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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佛山中心昨日揭牌

打造大湾区创新设计新高地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实习
生/原诗杰 通讯员/王超 陈国彪）
昨日，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佛山
中心揭牌仪式暨创新材料体验馆
开馆活动在力合（佛山）科技园举
行，佛山中心将打造成深圳创新
设计研究院在珠江西岸的主要基
地，
将大湾区设计融入
“佛山造”
。

以赛为媒建设计数据库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佛山中心揭牌。
地。截至目前，深创院佛山中心
已拥有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平
台、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广东省
工业设计中心等重要荣誉。
“佛山的产业基础很
‘实’
，若

研发及制造都在这里，我们将离
‘阵地’
更近。”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
院院长赵宇波透露，未来将会把
深创院佛山中心打造成珠江西岸
的主要基地，东岸的深圳母基地

实习生/廖明璨 摄
将转化为
“小总部”
。

创新材料体验馆开馆
深创院佛山中心孵化的首款
产品，即广东华湾创新设计科技

有 限 公 司 打 造 的“ 智 能 护 理 员
——面向失能人士的大小便护理
机器人”
，借助新材料为失能人士
直接插管解决大小便难题，昨日
在创新材料体验馆展出，吸引了
众多专家学者的目光。
创新材料体验馆是深创院佛
山中心近期引进的重要项目，昨
日展出了 500 多件全球创新材
料，其中来自钧迪智能装备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的 3D 曲面屏，
用
无色陶瓷做出玻璃效果，让参观
者惊叹不已。今年 10 月，该展馆
还将开放 AR 体验，
将为设计专业
的高校学生及在职设计师提供实
训平台，未来也会成为中小学生
的科普基地。
“材料创新是基础研究类的
重要创新元素，设计师会不断寻
找新材料。”
佛山市工业设计学会
理事长高展辉表示，若能用全球
最好的眼光去寻找材料并用于佛
山民用产品，将会让产业升级更
有力量。
“设计能够赋予作品或者工
业产品灵魂。希望深创院佛山中
心能够把深圳的技术、先进理念、
创新设计元素等导入佛山高新
区，为佛山高新区未来发展助力，
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
潘东生说。

南海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推荐命名
“最美经普人”
活动进入网络投票阶段

请为你心中的
“最美经普人”
投一票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欧林
户抽样调查，
全面摸清了全区经济
菊 通讯员/谭耀坤）今日，
南海区第 “家底”
，为区委、区政府下一步制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推荐命名
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统计依
“最美经普人”
活动网络投票阶段正
据，
从而助推南海高质量发展。
式启动。即日起至8月12日，
欢迎
在普查过程中，
南海涌现了一
你为来自南海各镇街的共60名
“最
大批先进典型，
他们奔波在大街小
美经普人”
候选人（单位）点赞。
巷，出入于千厂万企；
他们披星戴
经济普查被喻为
“大国体检”
， 月，
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展示出对
不仅是了解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
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感。
重要手段，
也是我国进行五年规划
为表彰先进典型，弘扬榜样
的重要参考依据。在第四次全国
力量，南海区举办第四次全国经
经济普查中，南海区发动 3000 多
济普查——推荐命名“最美经普
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上门入户
人”
活动，将表彰一批新时代优秀
登记，
对超过 9 万家企业法人单位
经济普查人。7 月，
经南海各镇街
逐户登记，对超过 13 万个体经营
推荐及活动评审小组初选，共 60

名经普人及经普对象入围“最美
经普人”
候选名单。
本次活动由南海区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据主办方介绍，
今日启动的南海区
“最美经普人”
候选人网络投票，
一
共分为三类候选对象，
分别是
“经普
之星”
候选人 20 名、
“经普能手”
候
选人 20 名和
“优秀普查对象”
候选
人20名，
投票时间为一周。欢迎广
大市民为心中的
“最美经普人”
投
票，
每天可以为每组候选对象投 5
票，
每位候选人只能投一票。
本次评选活动将由网络投票
和专家评审两个环节组成，
其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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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佛山高新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潘东生等
为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佛山中心
（下简称“深创院佛山中心”
）揭
牌。深创院佛山中心执行总裁邓
奕威介绍，该中心由佛山高新区
管委会与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签
约共建，设立执行单位佛山市湾
区创新设计研究所，将借助
“为存
量赋能，助增量落地”，打造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新高地。
接下来，该中心将为
“中国好
设计”
之新设计大赛、
“醒狮杯”
国
际工业设计大赛等赛事建立获奖
作品数据库，
推动成果进行 IP 化、
产品化，用好设计助力口腔医疗
器械、
家电制造等行业制造升级。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已在浙
江宁波、山东济宁设立了分支机
构，佛山是第 3 个分支机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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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投票占分 40%，专家评审占分
60%。届时将根据总得分，从 60
名候选人中评选出十大“经普之

星”
、
十大
“经普能手”
及十佳
“优秀
普查对象”
，还将为获得荣誉的经
普人及经普对象举办颁奖仪式。

温馨提示
●投票时间：
即日起至 8 月 12 日
●投票方式：关注
“珠江时报”
微信公众号，
点击微信公众号菜
单
“经普人”
选项，
选取
“我要投票”
项，
即可进入投票页面。
●相关说明
1.每个账号可以同时为三类候选人投票，每个类别可投 5
张票，同一位候选人每天只能投 1 票。
2.搜索栏里输入候选人名称或者编号，
即可搜索你想要投票支
持的候选人。
3.投票结果将于活动结束后公布。

南海
“两违”
整治
保持高压态势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
员/姚景锋）今年上半年，南海“两违”
集中拆除专项行动处理“两违”案件
2372 宗 、拆 违 面 积 超 202 万 平 方
米。目前，南海各镇街持续保持“两
违”治理高压态势。其中，仅大沥镇
和 里 水 镇 近 期 就 合 计 拆 违 超 1800
平方米，进一步强化全区“不敢违、
不能违、不想违”的查治氛围。
近日，大沥镇查治办组织城管、
住建、国土等部门，对黄岐棉东经济
社一地块的违建开展强制拆除行
动，累计拆违约 1000 平方米。
记者从大沥城市管理局了解
到，该地块超一楼部分属于违法建
筑，早前他们已向违建当事人下发
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当事人限期
内自行拆除违建，但当事人没有整
改。为打击违建行为，大沥镇查治
办采取联合行动强制拆除违法建
筑，行动得到村民理解并顺利拆除
违建部分。
加大拆违力度的同时，大沥城
市管理局积极引导违建当事人自主
拆违。大沥城市管理局透露，盐步
某小区多间别墅存在违建问题，经
大沥城市管理局不懈努力，10 多间
别墅违建当事人已先后启动拆违工
作，剩余违法建筑有望以自拆形式
解决。
“按照《佛山市违法建设查处暂
行办法》规定，我们将启动强制拆违
费用追缴机制。”大沥城市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强制拆违涉及
立项、投标等环节，费用高于自行拆
违，呼吁违建当事人积极配合、自行
拆违，携手共建美好环境。
里水近期拆违行动也开展得如
火如荼。近日，里水数字城管指挥
中心接到群众反映，胜利工业区一
家企业存在违建情况。经调查，该
企业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情况下私自搭建钢构棚架，且并
未按照要求进行整改。
为此，里水城市管理局采取行
动对其进行强制拆除。经过 4 个多
小时的连续作业，执法人员拆违 400
多平方米。
在此之前，里水城市管理局还
组织执法力量对和顺鲁岗某厂房抢
建部分实施强制拆除。据了解，该
违建责任人非但未按照要求期限完
成整改，反而加建抢建。为避免产
生效仿跟风，里水城市管理局对抢
建部分的墙体进行拆除，拆除违建
面积 400 多平方米。

第十四期
“新时代南海家书”
送进南海千家万户，
获市民点赞

既有公信力 又够接地气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何 “爆款”
产品的工业设计巨头洛可
还积极通过
“南海家书”
小程序和
美芬 陈志健 李福云 吴泳）
“看，
我
可。本期
“廿四味”
栏目继续为大
各镇街社区刊物微信公众号，发
们村上报纸啦！”昨日，西樵儒溪
家探店，带大家认识鲜甜爽脆的
出对南海大家庭的意见、建议及
村民余伯挥动着手中最新一期
朗沙笋。
期待。
“新时代南海家书”，招来了身边
“南海推进雨污分流，什么时
在狮山镇狮城社区居住近 10
的村民，一份小小的“家书”在大
候 到 我 们 村 ？”
“什么是雨污分
年的肖水兰，对近两年狮山环境
家手中传阅，让大家忆起这几年
流？要我们给钱吗？”
“ 你看看这
的改善竖起大拇指。看了最新一
村里的变化。
里就懂了，里水镇提出工程项目
期
“家书”
6版
“大家事”
，
她对其中
8 月 4 日，70 万份最新一期
投入的资金由镇补助……”
“家
的“南海区环境整治十年百万图
“新时代南海家书”带着“宣讲政
书”
中的内容贴近民生，罗英等人
拍摄对比行动年底将请市民来
策，回应诉求，践行法治，弘扬正
看得津津有味。
‘验收’”活动很是期待。
“ 环境变
气，服务社群”的使命，
“ 飞”向南
狮山镇罗湖社区居委会文体
好了，但是人们的卫生意识还有
海千家万户。在这一期“家书” 专干吴盈欣对其中
“大声公”
栏目
待提高。”肖水兰建议，社区可以
中，南海教育新举措、雨污分流、 所提及的儿童暑假生活内容颇感
采取宣传宣讲、社区环境倡议书
乡村振兴等话题引发市民热议。
兴趣。
“我们社区在暑期也会举行
到户、评选文明家庭等措施，提升
一些青少年群体活动，
‘ 家书’里
居民的环境卫生意识。
家书接地气 市民齐点赞
不仅有活动预告，还有暑假安全
同样家住狮城社区的游月在
攻略，这些知识补充，能帮助我更
阅读了《打造教育品牌，南海推出
8 月 4 日上午，里水麻奢村后
■市民阅读最新一期
“新时代南海家书”
。
特约通讯员/吴泳 摄
好地开展工作。”
吴盈欣对
“家书” 这些新举措》一文后，认为“引入
街经济社的罗英和几个街坊在村
大加赞许。
第三方社会机构参与校内课后服
前池塘边的树下，认真阅读最新
议，雨污分流可邀请市民一起参
上
“南海家书”
微信小程序，
依托南
不仅报纸受到普遍好评，
新一
务，不断规范和丰富校内托管”
这
一期的
“新时代南海家书”
。
与，成立监督小组，缩短施工时
海政务新媒体矩阵同步推送，
没有
期
“家书”
出版之际，
珠江时报社还
一举措可谓
“及时雨”
“
。狮城中学
本期
“家书”
重点聚焦南海教
间，
形成村居示范作用。
收到纸质版
“家书”
的读者，
还可以
专门策划了《南海学霸修炼手册》 有 500 人的家长义工队，若校内
育成果。今年高考，南海教育交
翻阅着最新一期
“家书”
，
新南
通过
“南海家书”
小程序、
珠江时报
H5 小游戏，以漫画的形式展示南
课后托管在引入第三方机构服务
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5 人被屏蔽分
“ 每一期‘家
数字报等途径阅读。
海优秀学子的“独门秘籍”，通过
的同时，也让家长义工参与进去， 海人区倩敏点赞道：
数，高分屏蔽生人数占佛山一半
书’
都让我很感动，就像是家里人
据悉，为让“家书”更加贴近
“ 南海发布”
“ 今日南
不仅能解决人手不够的问题，还
以上；
区领导跟往年一样，登门家 “珠江时报”
的对话，
开诚布公，
不客套，
纯干
群众，
“ 新时代南海家书”的互动
海”
等政媒新媒体平台传播，网友
能对第三方机构起到监督作用。”
访 9 位优秀高中毕业生；
南海区打
货！既有公信力，
又够接地气！
”
平台仍将持续开通，
零距离倾听
参与互动的热情十分高涨。
游月建议道。
造教育品牌的一些新举措也在
自前日起，
70
万份第十四期
“
家
人
”
的
诉
求
。
如
市 民 对“ 家
蒋杰目前就职于佛山市华鸿
“家书”
上得到了展示。
读者积极献言 参与城市建设 铜管有限公司，他尤其关注雨污 “新时代南海家书”陆续派往全区 书 ”刊 登 的 政 策 有 何 建 议 或 意
除此之外，本期“家书”还为
七大镇街，
免费投放至全区各级党
见，欢迎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南
分流工作的推进。
“这是一项民心
市民解读三龙湾南海片区“5G 规
“只看一天报纸，读懂一月大
组织、
全体党员、
家庭住户、
外来人
海 ”后 台 留 言 ，或 发 送 邮 件 到
工程，需要市民的理解与支持，厂
划”
，讲述各镇街
“截污到户、雨污
事。”除了通过阅读“新时代南海
口和各行各业经营主体，
并配套线
244643999@qq.com。
企职工也应加入到宣传中。”
他建
分流”
工作进展，展示为南企打造
家书”
了解身边的大小事，市民们
珠江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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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丢了毕业证
幸得车长拾获归还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林卓锋）近日，刚毕业的小郭
到佛山找工作，不料在坐公交时把装
有手提电脑和毕业证书的背包遗落在
车上，幸得公交车长和车站人员的帮
忙，
失物得以找回。
当日，小郭搭乘 212 线公交前往
桂城，在南海公交总站下车换乘时，
不慎把背包遗落在车厢里。因毕业
证书是不能再补办的，一旦丢失就会
影响找工作，这让他心急如焚。他马
上致电佛广公汽樵江分公司，但得到
的答复均为暂未收到有车长反映拾
获失物。
傍晚时分，小郭还是放心不下，
赶到西樵樵金路公交枢纽站咨询。
工作人员一边对其进行安抚，一边
联系车队长了解情况。就在此时，
樵金路公交枢纽站站务员接到了南
海中学站务室工作人员的电话，得
知 212 线 车 长 邓 水 波 拾 获 一 个 背
包，内有毕业证书及手提电脑，与小
郭提供的信息吻合。
小郭立即赶到南海中学站务室，
经过身份核实，
领回自己的失物，
他紧
绷的心弦这才放松下来了，并为车站
工作人员和车长点赞。
责编 陈为彬 美编 梁章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