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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 由广东省社科院和
广东省专业镇发展促进会联合编制
的《2017年广东省专业镇创新指数》
排名榜正式发布。该“指数”分工业、
农业、服务业三个组别，在工业组别
创新指数排名中 ， 南头镇以总分
627.1 排名全省第三位，在家电类专
业镇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佛山顺德
区北滘镇。从单项得分情况看，南头
镇的科技研发能力得分比顺德区北
滘镇高 42分， 因产业化能力得分明
显低于顺德区北滘镇而屈居第二位。

喜讯传来，南头镇企业界一片欢
腾。该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意
味着，南头镇坚持创新驱动与品牌战
略的工作思路再次得到社会各界认
可。近年来，南头设立每年 6000 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企业科技创新、
品牌发展，出台“强企 30条”政策，目
前正加快创建“广东省知名品牌示范
区”步伐，全力建设“中国家电品牌基
地”、“中国品牌家电特色小镇”。

本报讯 （记者 黄标 通讯员
梁慧敏）记者从 4月 11日举行的
中山市个私协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7年总结会上获悉，去年该协
会通过拓展多元化服务提高会员
业务素质，从而提高服务社会、履
行社会责任的水平， 被市慈善万
人行总指挥部和市红十字会授予
“红十字博爱奖”，并在 2017年底
举行的全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
再次获评“5A”级社会团体。

市个私协会始终把服务会
员作为第一要务，去年该协会维
权工作委员会举办 2 期法律知
识培训班；美容美发行业工作委
员会举办 “百万网红设计师技
术+网营暨 2017 年度网红发型
流行趋势”讲座、美业最强销售
培训等；零售行委举办商务谈判
培训班、 阿米巴经营大讲堂等；
小榄零售行委举办 “金融+零售
业的创新商业模式分享会”；坦
洲分会举办《企业经营者法律培
训》；西区分会举办《企业蓝海智

慧培训》；古镇分会举办《合同主
要风险与规范专题讲座》。 据统
计，该协会各分会共举办 100 多
场培训活动，共有 2 万多人到场
参加培训。

与此同时， 该协会引导会员
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2017
年， 该协会组织 181家会员单位
参加义卖活动共筹得善款 36.8
万元；2018年 1月 1日， 该协会
组织 186 家会员企业捐出近 60
万元货物参加义卖活动并筹得善
款 195671.2元以及物资一批。

该协会多次组织会员到肇庆
市封开县长岗镇小圩村扶贫，筹
资为当地小学兴建卫生设施；石
岐分会到怀集县大岗镇岭岗村扶
贫； 民众分会组织会员到德庆县
高良镇 3 个帮扶村开展扶贫活
动。

市个私协会维权工作委员会
和零售行委还为 200多家超市会
员提供法律维权援助, 成功挽回
200万多元经济损失。

创新驱动与品牌战略双管齐下
南头镇加快创建“广东省家电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步伐

日前，在 TCL 空调新品上海发布会上，“南头制造”吸引众多上海市民和海内外大型采购商的关注。

内强业务素质 外提服务水平
市个私协会再次获评中山“5A”级社会团体

本报讯 （通讯员 蔡燕怡 见
习记者 谢子亮）4月 8日， 古镇
镇商会组织近百名会员前往香港
会议展览中心， 参观第十届香港
国际春季灯饰展。据介绍，作为亚
洲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专业灯饰
展， 第十届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
吸引来自 13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350家参展商。

据悉，为满足买家采购需要，
今年展会新增 4个展区， 包括植
物照明、家居照明、专业照明、城
市及建筑照明。 名灯荟萃廊继续
是展会的亮点， 聚焦 200多个国

际知名品牌，包括涂鸦智能、木林
森、TCL照明及 TE-Connectivity
等，展示各式各样设计特别、功能
卓越的照明产品及科技。 有古镇
镇商会会员表示， 参观香港国际
春季灯饰展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眼
界，知道行业的最新动向和潮流，
可以帮助自己企业做出更好的判
断和决策。

相关负责人表示， 商会希望
藉此机会为更多会员提供开阔视
野、 了解照明产品风向的良好机
会，帮助会员企业拓展“走出去”
的商机。

古镇镇商会

组织会员参观
第十届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

今年 3月 19日，2017年广东
省名牌产品名单正式公布，南头企
业再次取得靓丽成绩，共有 11个
产品获得广东省名牌产品荣誉，
其中 7个为新增产品， 位列全市
第二名。至此，该镇拥有广东省级
名牌产品达 27个，总量位居全市
第二。

2016年 8月， 广东省质量强
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发文
批准南头镇筹建 “广东省家电产
业知名品牌示范区”，明确“品牌
家电·活力南头” 的创建理念。
2017年 2月， 南头镇与中国家电
协会签订协议， 共同打造全国首
个 “中国家电品牌基地”。 同年 6
月， 南头镇作为中山市首批市级
特色小镇之一，全面启动“中国品
牌家电特色小镇”建设。

南头镇商会配合镇经信局、
市场监管机构大力引导企业狠抓
质量品牌发展， 全力提升企业产

品质量水平， 让质量成为企业的
追求和竞争的焦点；通过打造“南
头制造”区域品牌，提升家电产业
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通过实施
名牌带动战略， 以自主品牌为抓
手，狠抓技术和质量，打响企业质
量品牌。

如今， 南头镇规模以上企业
达 247家，聚集了 TCL空调等一
批龙头企业，有十亿级企业 6家、
百亿级企业 1家； 上市和新三板
挂牌企业达 6家； 拥有国家驰名
商标 10个、省级以上名牌名标 40
个。

南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镇已形成三个层次的品牌战略：
一是区域品牌，做大做强“南头制
造”区域商标；二是龙头品牌，打
造 TCL 空调、长虹电视、奥马冰
箱等一批国家级品牌； 三是品牌
集群， 全镇力争三年内拿到省级
以上名牌名标达 80个以上。

3月 6 日， 以智能旗舰“T
睿” 系列为代表的 TCL全新智
能空调产品在 TCL空调新品上
海发布会上精彩亮相， 立即吸
引众多上海市民和海内外大型
采购商的关注。 南头镇商会常
务副会长单位、TCL 空调事业
部负责人陈绍林在会上发布
TCL 空调全新智能战略：TCL
空调更节能、更舒适健康、更适
合用户使用习惯。这是“南头制
造” 呈现的 2018年中国空调行
业一道亮丽风景。

南头镇面积仅 28 平方公
里，却聚集各类企业 3500多家，
其中家电企业达 2000 多家，拥
有完善的家电产业链。这得益于
南头镇一直坚持狠抓创新驱动
发展， 着力打造高新技术园区、
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扶持企业技
改升级、培育新兴业态，特别是
该镇以推动精益制造为核心，建

设以中山家电智造公共服务平
台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平台，同
时还引入中国航天技术、德国莱
茵检测、CQC 质量认证等生产
性服务平台，助推南头向“中国
家电品牌基地”和“中国品牌家
电特色小镇”升级跨越，成为中
山智能家电产业的领跑者。

2018年 1月， 南头镇与中
山市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共同研
究决定筹备成立南头家电产业
技术标准联盟。 经过 3 个月筹
备，南头家电产业技术标准联盟
于 3月 26日挂牌成立并举行首
次理事会会议。该联盟首届理事
会理事长、TCL 空调事业部负
责人陈绍林在会上表示，企业要
做出好产品， 一定要有好标准，
今后中山家电企业可以依托这
个技术标准联盟平台，通过联盟
与企业的优势资源分享，更好地
提升企业自主研发创新能力。

文/图 本报记者 黄标

创新驱动引领实体经济新跨越 品牌战略成就品牌家电特色小镇

联合主办：中山市工商联（总商会）
中山市社会组织管理办

2017年，中山民革在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批示
精神的基础上，围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展开年度调研工作。分别以产

业转型升级、中山市在粤港澳大湾
区的城市定位、生态文明发展为主
题，为中山在优化产业集群、推动
国际合作、美化生态环境方面进行

了大调研、深调研，努力为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中山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
献计出力。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中山民革助力深化城市改革发展工作纪实

作为孙中山先生家乡的参政党

地方组织， 中山民革始终保持继承
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
精神这一民革最基本的特色， 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切实加强自身建设，适应潮
流发展，有效提高履职能力 ,为谱写
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作出贡献 。近
年共荣获民革中央授予的全国先进

集体 8 次、全国先进个人 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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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7月， 在中山民革的积极推
动下， 中山成立了 “中山县孙中山研究
会”。2009 年 5 月中山民革成立孙中山
研究小组，2011 年 10 月升级为民革孙
中山研究会。
每年的 3月 12日、11月 12日是中

山民革孙中山研究会的活动日，会员们参
加全市的纪念活动，组织调研、交流、研讨
等学习研究活动。7年来，党员共撰写孙中
山研究的论文 162篇，其中 8篇刊登在民
革中央的《团结报》上；出版孙中山相关书
籍 3册；33人次在民革中央以及省市有关
孙中山理论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中山民
革全力配合并主动参与民革中央、 省委
会、市委市政府在中山举办的全国性孙中
山学术研讨会及相关活动 8次，与中山职
业技术学院共同举办 “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周年‘天下为公’国际海报邀请展”，每
年举办孙中山学术研讨会。

“振兴中华” 是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
的强国口号，党员们深刻认识到，缅怀孙
中山就是要发扬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思
想， 实现民生幸福、 民富国强的梦想，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弘扬孙中山文化
深入研究

“我们对孙中山的研究应有时
代性，必须有一个落脚点。所以我们
就从如何促进新时代中山经济社会
发展这个角度切题。” 市政协副主
席、 民革主委刘志伟希望可以通过
学习研究探索出更多城市发展的新
思路，擦亮中山的城市名片。
为搞好辛亥百年和孙中山先生

诞辰150周年这两次重大纪念活动，
中山民革不遗余力配合上级组织和
各级政府开展调研、宣传，尤其是民

革中央牵头组织到中山开展的各项
专项调研活动。 在2011年和2014年
的全国政协大会上， 民革中央分别
递交了《关于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
年为契机， 加快中山故里建设的建
议》和《关于将广东中山翠亨新区建
设确定为国家战略， 打造海内外华
人共有精神家园探索区的提案》。

2016年市政协大会， 中山民革
以《弘扬孙中山文化，构筑城市发展
新高度》为题作大会发言，提案被列

为市政协重点提案。 提案对促进中
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凸显中山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宏图中的地位，
对促进孙中山文化成为联系两岸四
地的桥梁， 并辐射到海外华人之中
起积极的作用。

2017年12月23日， 在中山市召
开的“孙中山《建国方略》与粤港澳
大湾区” 理论研讨会上，2位民革党
员作了专题发言。 此次会议收到29
篇论文，其中民革孙研会有17篇。

新的要求新的征程，中山民革将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主动拥抱新时代、自觉投身改

革新浪潮，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强
科技创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社
会治理体制等主题作为参政议政的
重点。继续弘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
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为奋力把中山建设成为珠
江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支撑点、沿海
经济带的枢纽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的
重要一极，为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
国前列”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以中山精神擦亮城市名片

围绕中心

学以致用

助力推进城市改革发展新格局

振奋精神 在新时代以新面貌助推城市新发展

2016年 11 月 5 日，中山民革举办“天下为公“国际海报邀请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 （简称 “民革 ”）是具
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
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
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参政党。民革是由原中
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
爱国民主人士于 1948 年

1月 1日在香港创建的。
作为孙中山先生故

乡的民革地方组织———
中山民革， 于 1956 年筹
备成立，历任领导分别为
黄逞、郑道实、苏干远、林
绍声 、司徒伟湛 ，现任主
委刘志伟。至 2018 年 3月
底，中山民革设有工作委
员会 7 个，支部 17 个。党
员人数 256 人。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
治协商是民革的基本职能。
中山民革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人民
群众关心的问题，突出优势
发挥特长，献睿智策呈务实
言。2015 年牵头负责第一
次市各民主党派联合调研，
课题报告多次得到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批示 。2015
年以来，市委会共向市政协
提交集体建议 35件、个人

建议 192件，其中获市政协
优秀提案 5件，每年都有重
点提案。党员领衔市人大 1
号议案 1件、获市人大重点
建议 1件； 分别有 23件建
议和 5件建议被民革省委
会和个人采用提交给省政
协大会，其中 3件提案被评
为省政协优秀提案，2件提
案被选为马兴瑞省长 2017
年重点督办提案；有 2件建
议被民革中央采用提交

2018年全国政协大会。

促进祖国统一是民革
的工作重点。中山民革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岸一
家亲”理念，充分发挥人缘、
地缘优势，多形式、多渠道、
多层次开展工作。重视与市
台湾事务局、市台湾同胞亲
属联谊会、市台商协会等部
门和机构的联系， 至 2015
年 11月， 八届市台湾同胞

亲属联谊会领导班子中，中
山民革共有 11人次担任会
长或副会长。通过举办台湾
形势报告会、 台属中秋慰
问、台商子弟夏令营、台商
座谈会、 台商企业走访、台
胞接待、为台商台属做好事
办实事等，实现祖国统一工
作的经常化，为早日实现国
家和平统一尽献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