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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日报记者 韦宏宁

LED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照明器件
之一，当前我国 LED 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
广东深圳、江苏等发达地区。但在我区，桂
林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威科技）
在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明的带领下，于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走出差异化道路，其 LED 产品
不仅逐渐在区内市场扩大份额，还打进了
LED 产业聚集地——— 广东的市场。

1993 年，周明开始进入 LED 行业，看
到广西发展 LED 产业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和科技人才基础，但当时很多人对我区发展
LED 产业缺乏信心。这反而坚定了周明在
LED 行业施展宏图的决心，他决定今后只

专注一件事：做中国最稳定的 LED 产品，
让绿色环保的光源照亮夜空，同时要向各界
传递广西发展 LED 产业的信心。

目标虽然确立了，但全国 LED 主要产区
不在广西，要获得市场认可并不容易。周明于
是又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进行差异化定位，
为客户提供健康光环境整体解决方案，致力
建设中国“健康光环境第一品牌”。

2008 年，经过努力，海威科技获得了
向奥运会青岛分会场提供部分 LED 亮化及

显示产品的机会，并获得了组委会的高度
认可。 2010 年，当时为广州亚运会主舞
台提供灯光亮化的厂家出现了状况，产品
性能不达标。组委会很快联系在 2008 年
奥运会青岛分会场积下良好口碑的海威科
技救急。在周明的带领下，海威科技短时
间内克服了水陆双用等多项技术难题，以
美轮美奂的效果为亚运会的开闭幕式增光
添彩，并荣获了突出贡献奖，是广西唯一
参加了该届亚运会主会场建设的企业。

经过多年执着追求，如今海威科技已
成功研发出数十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LED 显示屏、 LED 节能照明产品，拥有
专利 40 余件，多项技术在国内领先，填
补了行业空白，同时成为中国中车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央
企的合格照明供应商。

“海威科技发展到今天，离不开自治
区党委政府以及桂林市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周明表示，海威科技在良好营商环
境中，轻装上阵，现在已经建设完成了国
家地方共建“海威光电实验室”，为下一
步海威科技持续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威科技将继续为增强广西的“产业自
信”“科技自信”献力。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支
荣）日前，广东—广西神经肿瘤学术论坛暨
第十一届两岸三地神经科学研讨会在我市举
行，来自两岸三地的近百名神经内外科专家
“论道”桂林，探索人体最复杂、最神秘的
大脑领域，分享最前沿技术理念。据悉，这
也是两岸三地神经科学研讨会首次在广西举
办。

本次活动由中国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

委员会、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和高雄医科
大学附设中和医院主办，由广西抗癌协会
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和桂林医学院附属医
院承办。来自高雄医科大学附设中和医
院、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中山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广西医学会神经外科
分会、广东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
会、广西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
以及广西多家知名医院的神经内、外科专

家齐聚一堂，研讨神经科学领域中近年来
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新进展，交流临床经验
与基础研究成果，进一步促进两岸三地的
神经科学蓬勃发展。

据了解， 2007 年，首届两岸三地神
经科学研讨会在台湾省高雄市成功举办，
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一届。该项活动
有效地推动内地、台湾、香港神经科学的
交流和发展。而今年的活动之所以选择在

我市举办，一方面是桂林有良好的人文医
学环境，也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市医院在神经学科
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桂林医学院附属医
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均是广西重点临床
专科，该院开展了一系列新技术、新项
目，取得显著成绩。此次活动的成功举
办，将为广西、桂林神经肿瘤疾病的临床
研究和科研创新工作带来新的机遇。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舒小芩
文/摄）近日，资源县资源镇修睦村上捉

屯百亩梨园正式开园。数百名游客涌入园
中，在资源县新兴初夏绿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组织下，开展起了“吃梨大赛”、“采梨体
验”等活动。梨园里到处弥漫着果农和游客
们的欢声笑语。

2013 年 12 月，资源县新兴初夏绿种植
专业合作社在修睦村上捉屯挂牌成立。 5
年来，合作社带领村民们种植水果和药材，
在山坳坳里走出了一条致富路。目前，已带
动周边贫困户种植绿梨 120 亩、油桃 50
亩、猕猴桃 20 亩、药材 40 亩。每年安排
30 户贫困户家庭人员到基地从事除草、施
肥、修果、收果等工作，每户贫困户年收入
都达到了 2 万元以上。

近年来，资源县依托良好的生态优
势，围绕生态、生产、生活的“三生同
步”及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总体规
划，采取“合作社（公司）+基地+贫困
户”等发展模式，带动贫困户发展订单
农业、特色产业和农家乐休闲旅游。目
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 300 余
家，发展特色种植 7 万多亩，建立大小
特色养殖场 1000 余家（个），覆盖贫困
户比例达 80 . 37% 。同时创建大小农家
乐、生态农场及乡村旅游点 100 余家
（个），有力促进了乡村休闲旅游发
展。据统计，今年 1 — 6 月，资源县接
待游客 3 1 9 . 5 3 万人次，同比增长
9 . 86% ；旅游总收入 22 . 48 亿元，同比
增长 17 .24% 。

为增强广西 献力
——— 记桂林海威科技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明

探索大脑领域 分享前沿技术理念

两岸三地百名神经科学专家桂林“论道”

本报讯（通讯员周元生）《桂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暂行办法》执行 6 年来，今年迎来首次修订。 7 月 9-10
日，市住建委在兴安县举办了桂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理论
与实践培训班。本次培训特邀了全国房屋土地征收专家吴世德
教授进行专题授课，参加培训的有 11 县 6 城区的分管领导、
住建部门的分管领导、房屋土地征收部门负责人以及市房屋征
收办全体同志等近 100 人。

吴世德教授通过解读房屋征收基本概念定义、房屋征收
实践问题的方法、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等，以法律理
论、实际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对房屋征收的基本程序、要件
示例作了详细讲解，并与培训班人员对今后征收的发展进行
了探讨。

房屋征收工作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城乡建设
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通过此次学习培训，大家增强了依法征收
的意识，提升了政策法规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的业务水
平。有关部门正结合此次培训抓紧修订《桂林市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法》初稿。

本报讯 日前，市第二人民医院秀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
支部的党员医生来到位于平乐县张家镇香花村委的青草塘革命
老区，开展“周五党日+”活动。党员们通过观看一幅幅珍贵
的照片和文字资料，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峥嵘岁月。大家一致认为，作为新时代的党员，要把在革命老
区学到的精神带到今后工作中，以精湛的医术和精心服务为辖
区居民筑就健康堡垒。党员们在现场重温了入党誓词。参观完
毕后，党员们来到青草塘村卫生所，就如何规范疾病管理开展
指导。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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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委举办

房屋征收理论与实践培训班

■榕城短波

秀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周五党日+”活动

资源：300 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抱团“闯”出致富路

近日，
上捉屯百亩梨
园正式对外开
放。不少游客
带着家人驱车
而来，入园体
验采摘果实的
快乐。

▲近日，灵川县公平乡田心村村民在管护新投放的蛙苗。灵川县公
平乡大部分村民都居住在青狮潭水库边，之前因网箱养鱼造成水源污
染，取缔网箱养鱼后，在政府引导下，村民们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寻
求新的致富路。这是田心村人利用荒地开塘养黑斑蛙，目前已发展 10
余亩，投放蛙苗 50 万尾。 通讯员廖梓杰 摄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韦朝舜）日前，市委党建工作领
导小组发文授予市质监局“桂林市第一批党建示范品牌”称号。

近年来，市质监局党组根据自身优势，将党建工作与标准
化结合起来，打造“党建高标准，质监争先锋”品牌，充分发
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有力地促
进了质监工作的开展。

在党建品牌创建过程中，市质监局机关党委制定了《桂林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机关党委深化党建品牌创建工作实施方
案》，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为组长的党建标准化工作领导
小组，形成了党建品牌创建体系。质监局机关党委还制定出
《桂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全面从严治党标准体系》，体系包括
6 个大类共 45 个标准文件。

为扩大党建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市质监局开展“我身
边的质监人”典型材料评选工作，评选出道德模范 1 人、科技
标兵 2 人、质监工匠 3 人、服务榜样 1 人、“最美志愿服务
者” 1 人、“打假能手” 1 人。其中“打假能手”陈林获得
“全国质监系统执法打假办案能手”称号。该局充分利用板
报、网络、“道德讲堂”等平台对先进典型进行弘扬、宣传。

党建标准化为质监建设带来了生机活力：市质监局连续 5
年在广西质量兴桂绩效考核中名列 A 等，先后获得“全国文明
单位”、“全国党建标准化工作试点单位”、“自治区和谐单位”、

“自治区卫生先进单位”、“桂林市优质服务窗口单位”等称号。

市质监局获

“党建示范品牌”称号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杨薇）近日，自治区总工会下
发文件，决定命名 15 个创新工作室为自治区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桂林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模创新工作室被自治
区总工会命名为“夏四初劳模创新工作室”，授予“自治区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称号，成为我市唯一入选单位。

据介绍，“夏四初劳模创新工作室”前身为桂林公交先模
创新工作室，是以全国劳模夏四初同志为代表，并由自治区劳
模曹春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龙凤军、“桂林市劳
动模范”廖军、“桂林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胡天顺、“桂
林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莫伟平等主要成员组成。

工作室成立以来，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打造集技能提升、创
新攻关、成果应用于一体的“产学研”职工学习实践基地。在
工作室成员的带动下，我市涌现出一大批十佳、优秀驾驶员，
将桂林公交人的工匠精神广泛传播。

桂林公交获自治区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称号

本报讯（记者秦念 通讯员秦梓清）为全面消除保洁盲
点,提升城区卫生环境品质,临桂区环卫部门积极落实精细化保
洁管理,不断加大清扫、清运、保洁工作力度，助力“创文复
卫”工作深入推进。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临桂区环卫站
已完成对城区 10 万多户固定住户、 3 万多户流动人口以及
300 多个单位、企业、小区、厂矿的近 3 万吨垃圾清运，城区
卫生环境大幅提升。

为做好大量繁复的垃圾清运工作，临桂区环卫部门坚持
“做好三个环节、狠抓两个重点、紧盯一个关键”，以精细化
管理，按时保质做好常规清扫、常态保洁、深度冲洗三个环
节。同时，加强监督管理，狠抓清扫、清运作业人员工作纪律
和保洁设备使用情况两个重点，规范外包公司环卫工人的作业
标准培训，保障保洁质量，以精细化的管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创文复卫”成果。

临桂区环卫：精细化保洁

助力“创文复卫”

毕业季到来，市崇善小学 2012 级 140 名学生日前迎来了小升初
“最后一课”——— 告别。学校于桂林师专信义校区举行了“成长 梦想
感恩”毕业典礼。学生们通过歌舞、朗诵、小品等表演形式与家长老

师们一同分享毕业的喜悦以及离别的不舍。所有节目均由师生共同排
练，现场赢得喝彩连连。 记者苏展 摄

本报讯（通讯员王学景）为切实抓好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打赢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荔浦县严格预防、严
肃管理、严厉惩处，社会监督，通过“三严
一督”相结合，使本县渣土管理工作再上新
台阶。今年 6 月以来，荔浦县共查获渣土
违规运输、污染行为案件 40 余起，所有案
件均得到有效处理，没有任何积案。

严抓源头管理，预防在先。该县对所有渣

土运输工地，坚持提前介入，耐心细致做好宣
传，仅今年 6 月以来就发放《关于加强城区
建筑垃圾运输管理的通知》500 多份，要求
业主文明施工，自觉规范渣土运输行为。该县
成立了由市容、交警、公路、交通等 4 个部门
组成的联合执法组，强化集中整治，不定时、
不定点，以设卡和上路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
运输车辆进行监管。建筑工地进出口必须按
要求建设车辆清洗设施，一切施工工地的运

输车辆都要做到出发前清洗，保持车辆整
洁方可出场；对渣土、沙石、水泥、泥土、混
凝土运输车辆，要求全覆盖运输，严防途
中撒、漏、滴。针对部分车辆利用下班时
间违规运输的问题，建立夜间渣土运输车
辆管控机制，加大巡查力度，实行全天
候、无缝隙管理，时刻保持严管状态；同
时对重点工地进行重点监控。

对违反运输规定，造成污染的单位或

个人，该县渣土管理办从重从严进行处罚；
同时对于造成的道路污染，由建设或承运
方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进行清扫和冲洗，并
承担相应的费用；对于拒不配合的，强制
该单位或个人停工，严禁车辆上路。

同时，利用媒体对渣土违规运输、污
染行为，特别是拒不整改的单位或个人加
大曝光力度，让媒体和群众一起参与监督
管理。

“三严一督”相结合

荔浦县渣土案件处理迅速无积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