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纪委监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典型问题

6人因违规公款吃喝等受处分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钟继

宣）中秋、国庆“两节”将至，为进一步巩
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持
续整治“四风”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节
日氛围，市纪委监委昨通报近期查处的5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2013年至2017年，市统计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周晓冬指使工作人员从财政经
费中套取78万余元，违规设立“小金库”，
并违规组织公款吃喝，公款旅游，2014年
至2017年间消费30余万元。2019年1月，
周晓冬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降
为办事员。违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

2016年4月，时任西区党工委委员范
烈欣、时任西区办事处组织人事办公室
主任陈恒组织培训班学员十余人违规到
景点游玩、观看演出等，并将1万余元花
费在培训经费中违规公款报销。2019年4
月，范烈欣、陈恒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其他参与人员受到诫勉处理。

2014年 1月至 2016年 7月，黄湘漪
在担任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期间，默许放任、违规审批公务接待、
公款宴请开支 9宗，共计 1万余元；违规
组织公务接待、公款宴请活动 63宗，共
计 11万余元。2019年 6月，黄湘漪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0年11月至2017年2月，时任小榄
镇生产力促进中心（镇属企业）主任梁永海
公车私用、公款报销个人费用14万余元。此
外，梁永海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19
年2月，梁永海受到开除党籍、降低岗位等
级处分。违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

2016年至2017年1月，三乡镇光后小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龙朝晖违规套取教育
培训经费用于违规公款吃喝、违规发放奖
金5万余元。2018年12月，龙朝晖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刘瑞明受到诫勉处理。

“节点”亦是“考点”。市纪委监委指
出，全市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不移纠正“四
风”，坚决防止工作上出现“疲劳综合
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中秋、国
庆关键节点，对发现的节日期间“四风”
问题快查严处，不断净化节日风气，以
作风建设的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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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9月10日，中山市“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议召开，标志着我
市主题教育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在接下
来的三个月时间里，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将紧紧围绕“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认真开展
自我剖析检视，刀刃向内解决存在问题，
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开
展，为落实省委赋予的“三个定位”，践行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
口”提供有力政治和组织保障。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对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 70 个年头，
开展主题教育正当其时。

初心如磐，历久弥坚；使命如山，
屹立岿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
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
国共产党人的根和本在于人民群众，
守初心担使命，就是无论在任何时候、
做任何事，都要站稳人民立场，与人民
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现实生
活中，人民群众还面临不少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这些问题解决得好不
好，既检验践行初心的实效，也事关全
面小康的成色。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聚焦
就业、教育、收入、医疗、养老、居住、环
境等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尽锐出战，努
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使我们在新时代迈出的
每一个步点，都与民生心跳同频共振。

复兴伟业，道阻且长；固本强基，行
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
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沧海

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形势越
是复杂，任务越是艰巨，越要有主心骨，
越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要牢记我们党
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使命，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推动全市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取得新进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激发出为新时
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知重负重，方为勇者；克难前行，
更显担当。当前，中山正处于经济社会
发展爬坡越坎、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
面对新旧动能转换、结构性调整的阵
痛挑战，面对长期发展中积累、逐步凸
显的矛盾风险，不当几回热锅上的蚂
蚁，不接几次烫手的山芋，就不可能磨
砺出宝剑锋芒、锻造成烈火真金，更不

可能做到在各种重大考验面前“不畏
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要对
照最好最优的标杆，找一找认知上的
空白、思维上的盲区、经验上的短板、
能力上的弱项，不断启迪心智、拓展思
路、创新办法、锤炼本领。要拿出去弊
除疴的勇气，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方面存在的差距，做到立身
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
权不谋一己之私。要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实践导向相结合，把“改”字贯
穿始终，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精
神，坚忍不拔、无私无畏的意志，集中
检视和解决各种违背初心使命的问
题，迎接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心中有信仰，前进就有方向；肩上
有担当，脚下就有力量。让我们学思践
悟、坐言起行，拿起自我革命的武器，
学习教育求实效，调查研究察实情，检
视剖析出实招，整改落实办实事，以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崭新面貌，向“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昂扬进发！

轿厢是电梯用以承载和
运送人员和物资的箱形空间，
一般由轿底、轿壁、轿顶、轿门
等主要部件构成。银海公司主
要为一线品牌生产高端非标
电梯轿厢。

轿厢主要材料是不锈钢
板，而要在不锈钢板中冲孔
难度很大，有些孔的大小要
达到毫米级，没有精密设备
根本做不到。在银海公司标
准的大跨度钢结构厂房里看
不到“人海战术”，而是采用
先进的生产设备，实现自动
化生产。

在一台“多工位转塔数
控冲床”设备前，记者看到，
工人们把不同尺寸的不锈钢
板放入设备中，冲好不同型
号孔的不锈钢板很快自动出
来。

“我们根据客户产品的不
同需求，先设计好图纸，再把
数据输入设备电脑中，实现自
动化操作，误差率低至千分之
零点零几。”莫礼说，一般的电
梯企业只有一台这种设备，而

他们在2013年“一口气”购买
了德国和日本的三台设备。

除了冲孔，不锈钢板的
剪裁也是一个技术难度大的
活，为了达到高精度，银海公
司又购置了先进的激光切割
设备。在这些先进设备的协
助下，不仅用工少，而且产品
质量领先。

在公司办公大楼二楼展
厅里，安装了用于酒店、高档
写字楼、小区别墅等场所的各
式各样的电梯样品，内饰风格
有欧美、中国传统文化、简约
时尚等各种风情，还装有人性
化的柔性控制系统，让传统的
冷冰冰电梯轿厢更加丰富多
元，小小的空间里充满温馨舒
适之感。

今年上半年，该公司营业
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
60%以上增长，全年有望实现
营业收入超两亿元，人均产出
达百万元。作为长三角“电梯
王国”里重要的配套企业，银
海公司每年生产的高端非标
电梯轿厢量遥遥领先。

中山企业“卓梅尼”落子苏州，以高精技术抢占电梯产业前沿阵地，子公司
“银海”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逾六成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
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是晚唐诗人杜荀鹤《送
人游吴》描绘的苏州。江南水乡不仅是文人墨客向往之地，也是商贾
云集之地。

2010年，中山企业家莫礼选择在苏州吴江区汾湖高新区投资
兴建了苏州银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海公司），专门为国
内外一线电梯品牌做高端非标电梯轿厢。

“在产业最发达的地方有一席之地，这样才能最快地感受到行
业最前沿的技术、市场、人才等信息。”莫礼说。

文/本报记者 谭华健 李丹丹 图/本报记者 夏升权

莫礼在介绍公司的电梯轿厢产品。

■修葺旧物件，增建新设施
孙文中路扒沙街一隅的巷子口，贴

着一张告示，上面注明“根据市政府要
求，现对月山公园进行改造施工（6月25
日—11月25日），因施工期间，此路段经
常有大货车出入，出于安全需要，此巷
路段将禁止停放一切车辆”等字样。顺
着巷子往里走，迎面是一个小坡，上至
坡顶，左侧是古树须根密集缠绕的铁城
东门古城墙，右侧是略渗水渍的月山公
园入口大门。

大门右侧，整齐划一挂着 6个白底
红字的告示牌：组织网络牌、工程概况
牌、安全生产牌、消防保卫牌、文明施工
牌与现场施工平面布置图，粗略呈现了
月山公园改造工程的脉络。

“我们将对入口进行翻新，在台阶两
侧加设无障碍坡道与景观花池，既方便腿
脚不利索的老人进出，又让大门更为美
观。”工程负责人张仕沛接受采访时透露。

记者入内发现，公园与过往相比变
得更为敞亮，系杂草藤蔓被清理掉的缘
故。见到工程管理人员陈棒记时，他正
拿着平板电脑比对工程的基础平面图。
树下，他的工友们忙着砌围墙与挖公共
卫生间管渠，角落里堆着不少砖头、水
泥与石粉。陈棒记说：“公园占地面积约
2500 平方米，土地平整工作此前已完
成，四周的围墙按 2.1米高的标准来砌，
公共卫生间则是新建的。”

此次改造属于原址改造，施工方希
望部分设施可以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
张仕沛说：“譬如凉亭、牌坊、石狮子、半
月台等，刷漆之外将保留原有构造。至
于古树，有几棵在公园没建时已有，具
有较深的历史底蕴，同样要砌好护栏。”

据透露，此次改造工程为期5个月，
包括对园内建筑物、构筑物进行翻新、
养护、粉刷，重修园内残旧道路及破损
围墙，调整提升园内植物配置，增加路
灯、监控、卫生间及健身器材等。

■街坊期待与公园“再续前缘”
近几个月，市园林管理处工程师杨

清建多次前往改造工程现场。据他透露，
月山公园占地面积不大，但施工难度却
不小，主要在于入内道路狭窄且有不少
台阶，工程材料及施工车辆不易进场。

“混凝土怎么进场，是目前较为头痛
的问题。一来，混凝土需求量不大，接单
的工程单位少之又少；二来，孙文中路是
单行道，需要解决好大型混凝土运输车
辆临时占道卸料的问题。”张仕沛说，尽
管如此，施工方依然会积极协商，找出有
效办法，绝不让工程进度拖下来。

诸多努力，既是履行合同，又是情怀
使然。陈棒记告诉记者，前一阵子，有几拨
从新加坡、澳大利亚返乡的华侨相继来到
月山公园，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公园正在改
造。“这些老人告诉我，他们年少时经常在
这个公园玩，这儿充满了美好回忆。得知
公园改造的消息，他们非常感慨。”

据本地网友“巴鲁坦”透露，其父亲
小时候就住在月山公园附近，过去鲜有
游乐场地，因而设有滑梯、洞穴、转盘等
游乐设施的月山公园成为游玩好去处。
此外，环境幽静的月山公园，时常能听
见悠扬婉转的鸟鸣。时常，有大人聚在
这里下棋打牌，每每到饭点，便可听到
公园下方民居传来“食饭啦”的喊叫声，
棋局或牌局随之散去。

石岐不少老街坊期待着，待旧貌换新
颜之后，与月山公园“再续前缘”。

日月山间自来去
往昔景象浮眼前

石岐区月山公园改造预计11月下旬完工，部分设施有望修旧如旧

始建于1934年的月山公园，是中山众
多公园中的“老字辈”，承载着几代石岐人
的记忆与情怀。然而，历经85载风吹雨打，
它像步履蹒跚的老者，处于年华远去、容颜
凋零的境地。

今年，应民心所向民生所需，月山公园
改造工程提上市园林管理处等部门的议事日程。经公开招投标，广东远宏建设有限
公司成为施工单位。记者近日走访了解到，该工程规模不大，但受外部环境所限，改
造所需的建材、砖石、水泥等不容易运进来。施工方表示，他们将竭尽所能，朝今年
11月25日之前工程完工的既定目标稳步迈进。

文/本报记者 周振捷 见习生 王蔚然 实习生 梁彦晴 图/本报记者 黎旭升

月山公园大门月山公园大门。。

以自我革命精神
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本报评论员

电梯轿厢里“绣花”冲孔接近“零误差”

9月4日，记者从上海虹桥2
航站楼停车场向苏州方向出发，
过沪渝高速沪苏收费站后，便到
了苏州汾湖高新区所在地。汾湖
高新区地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
一市交汇的金三角腹地，是“临
沪”经济圈中最具地理优势的地
区，在上海半小时经济圈内，电梯
是其主要的产业之一。

莫礼毕业于广东机械学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涉足电梯行
业，后来借力珠三角电梯产业集
群优势，2000年，在中山创立广
东卓梅尼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间中德合作并以德国管理模
式运营的工业技术型企业。

银海公司位于汾湖高新区
黎民北路，是卓梅尼的下属公司，
距上海虹桥机场不到一个小时车
程，区位优势明显。

莫礼千里迢迢选择在苏州
汾湖高新区投资设厂是基于重要
的战略考虑：中国的电梯生产基地
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地区。其中，
以上海、江浙为主的华东地区占了
全国电梯生产量的近三分之二，是
中国最具规模的电梯生产制造基
地，这里集中了通力、迅达、蒂森、
日立、三菱、东芝、奥的斯等众多国
内国际电梯一线品牌。除上海集聚
众多电梯大品牌之外，苏州和湖州
两地均超过30家。

长三角作为中国最具规模
的电梯生产基地，集群优势明
显。以物流为例，电梯需要大量
的不锈钢板，原材料主要来源于
上海宝钢集团，便捷的交通和短
距离运输给企业节省不少成本。
同时，产品加工完成后再运到整
机厂商处也可节省一笔物流费。

布局长三角迎来新机遇

精工“智造”电梯轿厢

银海公司的观光别墅电梯轿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