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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驹著名剧目巡演启动仪
式将于明日举行

展示传承成果
领略粤剧魅力

珠江商报讯 记者莫胜娜报道：好消
息，明日，顺德区2023年粤剧文化推广活
动之千里驹著名剧目巡演启动仪式在顺峰
山公园粤剧大观园顺福戏台举办，带你领
略粤剧的魅力。

启动仪式当天，伦教三个“粤剧进校
园”传承培训基地将积极参与活动，组织
超过100名学员参与巡演启动前的演出，
向社会各界展示各自的传承成果，分享学
习传统粤剧的快乐。

为落实顺德区关于传承粵剧文化的战
略思维和乡村文化经济振兴的有关要
求，伦教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积极推
广在粤剧界被誉为“一代伶圣”的伦教
前贤千里驹，致力打造和传扬千里驹粤
剧文化品牌。

为此伦教组织专业剧团重排千里驹著
名剧目，并开展巡演，将一百年前千里驹
的作品通过舞台艺术展演的方式向大众呈
现，希望有效地让观众感知当年集“花旦
王”“滚花王”“中板王”“悲剧圣手”“广
东梅兰芳”等一众美誉的千里驹高超的粤
剧艺术造诣，以此配合“岭南潮 品顺
德”顺德区2023年粤剧文化推广活动。同
时伦教街道大力开展青少年戏曲培训，成
立青少年戏剧曲艺团，积极配合上级文化
部门与省、市专业院团合作，深挖千里驹
优秀品质和艺术特点，开展相关题材粤剧
创作，打造传承、演出、创作三维的品牌
推进模式。

顺德举办人才、科技政策宣讲会

用好政策红利
激发企业活力

珠江商报讯 记者赵鹏报道：为了帮
助企业充分了解市、区人才、科技政策，
从而运用政策引才留才，实现创新发展，
3月16日下午，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区
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在顺德中集智谷，开展
人才、科技政策宣讲。活动吸引了近50家
区内企业参与。

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佛山市和顺德区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的人才政策，以政策红利激发企业和人
才的活力。2018年1月《佛山市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意见》出台，该政策合
计23条，为五区人才发展带来极大的利
好。顺德人才政策不断优化升级，各类人
才可享受租房补贴、安家补贴、生活补
贴、在职提升、入户政策、人才住房、优
教等一系列利好。为了更好地吸引和留住
人才，2021年，顺德通过启动“919人才
工程”，形成了以“919人才工程”为核心
的一系列人才工作品牌。2022年，顺德区
启用了“顺势而来·德汇英才”高层次人
才交流活动品牌，通过一系列线上线下引
才活动，累计吸引了近百家企业提供过千
个年薪超10万的岗位，更有部分企业岗位
年薪达到百万以上，吸引了超40万人才关
注，安排面试过千人，累计入职超 150
人。今年，顺德坚持制造业当家，要做大
总量、调优结构、提升质量，持续拓展万
亿顺德、千亿集群的产业版图，挺起高质
量发展的“硬脊梁”，不断壮大全区人才
队伍，为顺德打造最友好的制造业强区提
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来自顺德高企协会的工作人员解读了
职称评定、企校研究生联合培养政策以及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技术合同登记、专精
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认定等相关的科技政
策。近年来，顺德区全面实施工业立区、
科技强区战略，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带动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希望将科技政
策宣贯到更多的企业中去，让企业知晓、
运用好政策，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区高
新技术企业协会综合服务部部长陈健添表
示，接下来，人才科技政策宣讲会将陆续
在其他镇街举办，全年不少于十场，为企
业提供专业化科技服务。

据悉，顺德通过各种举措将高企政策
向前延伸，鼓励企业承担重大科技项目，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高企队伍提
质增量和发展壮大。

珠江商报讯 记者苏淑婷 陈艳
冰报道：3月16日，“嚟顺德，一定得；
来陈村，梦成真”——2023年陈村镇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陈村花卉
世界举行。活动期间，陈村以一个又
一个的“陈村造故事”，提振“制造业
当家”的信心；以一份最有诚意的扶
持办法，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活动
现场，两个百亿园区富联智谷、顺晋
项目及6个企业项目集中启动，园中
园提质增效联盟签约成立。

构建“6+9+N”政策体系
挺起产业强镇脊梁

在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广
东省召开了一场以“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的大会，为广东今年的发展定下
了基调。在省市区全面吹响了“抓发
展、拼经济”冲锋号的当下，陈村镇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召开，彰显了
陈村挺起产业强镇脊梁，争创最友好
制造业强镇的底气和决心。

扛起“制造业当家”的大旗，陈
村底气何在？会上，陈村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梁锦棠以23页的幻灯片，
串联起陈村从过去依靠制造业起
家、现在靠制造业当家、未来依靠制
造业发家的发展脉络，讲述过去的
岭南织造厂、华英风扇厂的发家故
事，现代的港珠澳大桥建造中的“陈
村造”，到下阶段如何做强、做优陈
村制造业。每一个故事、每一个部
署，都提振了企业发展的信心。

重振信心比黄金更加重要。坚
持用情和用力并施，争创最友好制
造业强镇，陈村拿出了最大的诚
意。活动现场，《陈村镇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扶持办法》的出台成为了
现场企业关注的焦点。《办法》指出，
未来5年，陈村将投入3亿元实施企
业上市、企业效益、产业空间、科技
赋能、三产规模和招新引优六大倍
增计划，围绕股改上市、数智改造、
招商引资等九大方面制定若干条扶

持措施，形成“6+9+N”政策体系，从
落户、培育、壮大，全流程、全方位扶
持企业发展。

真金白银扶持企业，政策出台
“掷地有声”。大会上，陈村现场对
2022年成功上市的科达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及实现数智改造的广东申
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等颁发政
府扶持政策支票，首期兑现扶持资
金近1500万元。

让企业进一步壮大，需要充足
的发展空间。作为顺德面积最小的
镇街，陈村在走好“小空间，大作为”
新型发展之路上先行探索。当天，
陈村成立全区首个园中园提质增效
联盟，启动30亩以上的“园中园”提
质改造，在全区率先探索园中园经
济发展路径，力争5年内整体释放
2000亩产业空间。

将信心化作动力
打造“创业梦想地”

将企业的信心、陈村的优势转

化为行动，陈村镇党委书记霍茂昌
表示，下阶段，陈村将以产业园区作
为制造业当家的主阵地，全力推动

“央企+民企”合作模式，通过树标
杆、强引领；优政策、促提质；强联
盟、拓空间；造环境、引人才四大举
措，着力打造“创业梦想地”，通过亩
产论英雄，树立“工业上楼”新标杆，
以及大力发展高品质服务业，努力
让陈村成为每位企业家圆梦的地
方，成为让每家企业、每位人才都充
满期待的发展热土。

“从出台扶持政策到加快园区
建设，再到提升用地效率，陈村这一
场大会以实际行动展现出‘小镇大
气魄’‘小镇大能量’。”顺德区副区
长朱凌霞表示，陈村本土企业敢于
自我突破、自我革命，接续攀登二次
乃至三次创业的巅峰，展示出蓬勃
信心与发展势头。

今年顺德提出要全力打造最友
好的制造业强区，努力从万亿工业
强区迈向1.5万亿新台阶，持续营造
顺德作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之首

的核心优势。朱凌霞表示，围绕这
个目标，顺德正着力“扩空间、提效
率、优配套、拿诚意、撑企业”，全面
夯实最稳固的制造根基，营造最肥
沃的制造业土壤，建立最完善的制
造业支撑体系，引进最优秀的制造
人才，切实以最大力度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并以一流的营商环境厚待
和礼遇每一位企业家。

当日，陈村为昇辉控股有限公
司、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申
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奔
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松柏（广
东）电池工业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
区思进制衣有限公司、浦项（佛山）
钢材加工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颁发
了突出贡献奖，为23家企业颁发了
高质量发展奖。

顺德区委常委吴楷钊、中科院
雄安创新研究院成果转换处处长李
云林，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陈村本土
的优秀企业家等出席活动。

（更多报道见A5版）

陈村召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5年投入3亿元 诚意满满撑企业

珠江商报讯 记者何蕴瑶 卢洁
敏 朱德文报道：全球家具、顺德时
代，顺德家具、龙江智造。3月16日
上午，第43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
33届亚洲国际家具材料博览会在龙
江镇如期开幕，汇聚全国各地优质
的家具和原辅材料，为各地客商、业
界同仁呈现一场丰富的视觉盛宴。

这是时隔三年，再次以全面的、
开放的姿态办成的龙江家具盛事。
本届展会延续了“五馆联展”的特
色，前进汇展中心、亚洲国际家具材
料博览会、米兰汇家居展贸中心、玛
奥汇展中心、世博汇全球软体软装
设计选材城等五大展区齐开，数千
家品牌展商在展会上携新品、臻品

亮相，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呈现
了一场规模盛大、品类齐全、潮流新
品荟萃的家具盛会。

“这次展会打造了一个集设计、
品牌、品质、新零售、营销等于一体
的家居盛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
委副书记、世界家具联合会主席、亚
洲家具联合会会长、中国家具协会
理事长徐祥楠认为，本次展会进一
步提升了“顺德家具，龙江智造”的
品牌影响力，引领龙江家具现代化、
智能化发展，向价值链、高端链跃
进。

龙江家具两展经过20多年的发
展与沉淀，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效益
与日俱增。国际龙家具展览会如今

已成为全国五大国际性专业家具展
览之一，而亚洲国际家具材料博览
会也成为了行业风向标。“龙江家具
两展一直以来秉承全心全意为行业
服务的理念，通过一年两届展会平
台为广大家居企业与品牌树形象、
拓渠道，助力传统家具走进千家万
户，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广阔
的展贸商机。”佛山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李德表示。

“希望龙家展继续办出特色，办
出高水平，充分体现顺德家具行业
发展的成果，擦亮龙江响当当的招
牌。”顺德区委常委梁伟沛表示，当
前，顺德区委、区政府提出要加快培
育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家具制

造业龙头企业，带动顺德家居制造
业上下游提质增效，接下来也将一
如既往全力支持龙江家具产业做大
做强，推动家具产业集群加快高质
量发展。

龙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伍成
亮表示，龙江镇委、镇政府将超越既
往地关注、呵护家具产业，通过家具
行业“D BEST”计划，以设计、品牌、
展览、超级总部、贸易等五大引擎为
家具产业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拓展空
间，迸发高质量发展活力，并将家具
产业发展全面融入龙江作为顺德西
部公共中心的建设当中，全力打造

“宇宙最强家具小镇”。

龙江家具两展开幕，延续“五馆联展”特色

汇聚全国各地优质家具与原辅材料

珠江商报讯 记者薛紫琪报道：
3月16日下午，乐从镇产业信贷风险
补偿项目启动仪式在佛山新城中盈盛
达国际金融中心举行。该项目重点支
持钢铁、塑料等大宗商品贸易行业继
续做大规模，引金融活水赋能乐从镇
本地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乐从镇产业信贷风险补偿项目
由乐从镇人民政府与广东中盈盛达
融资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
动，设立产业信贷风险补偿金，通过
政担风险共担模式为乐从的大宗商
品贸易行业提供定制式的供应链金
融工具，推动钢铁、塑料等专业市场
继续做大规模，高质量发展。产业
信贷风险补偿金初始规模1000万
元，主要用于撬动合作机构扩大企

业贷款投放量，通过乐从钢贸、塑贸
的供应链刺激生产型企业扩大生
产，预计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200亿
元的产能。

乐从是国内外闻名的商业贸易
集散地，拥有家具、钢材、塑料三大
专业市场。乐从镇副镇长李彬表
示，作为顺德区首个推动产业信贷
风险补偿金的镇街，乐从将推进本
地类金融机构围绕乐从镇特色产业
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融通企业资金
需求，并通过开展特色金融服务引
导行业数据特别是行业地方经济贡
献回流。

中盈盛达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能够通过融资担保、工程保函、
小额贷款、供应链、商业保理及股权

投资等各种金融产品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一体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
务。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列进表示，设
立首个产业信贷风险补偿金是中盈
盛达与乐从镇关于产融融合发展的
创新性探索，下一步将针对其他镇
街不同的产业特点，探索推动建立
更多产业合作基金。

当前，顺德区正奋力打造最友好
的制造业强区，顺德区副区长朱凌霞
表示，乐从镇在全面落实做活做旺佛
山新城的工作部署下，率先支持本地
类金融机构围绕各种重点产业集群
开展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各镇街
也要充分发挥地方金融组织“金融毛
细血管”作用，结合各自特色产业，开

展特色产业配套金融服务推广，聚焦
服务先进制造业领域，扎实推动稳地
方经济，降融资成本，惠及更多的供
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顺德将充分
发挥金融的作用，提高金融政策的质
效，确保经济运行稳步增长，全力支
撑佛山制造业当家。

本次活动也拉开了2023年佛
山新城金融集聚区推广系列活动的
序幕。为加快推动顺德区全面建设
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全力推进
佛山新城金融集聚区建设，顺德区
科学技术局将联合各有关政府部
门、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等组织
开展一系列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一体化金融服务活动，在全力拼经
济中展现金融新担当新作为。

乐从在全区率先设立产业信贷风险补偿金，预计带动200亿产能

引金融活水赋能特色产业发展

昨日，2023年陈村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陈村花卉世界举行。/珠江商报记者周焯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