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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花苑社区内小广场的路边上，立
着一个很大的金属心型的“微心愿”
墙，里面由近百个手掌心大小的小心
型组成，每个小心型里面都贴着社区
有需求困难家庭或者个人的一些“微
心愿”，而这些心愿也已经被相关党
组织、社会爱心企业认领。

张子倩介绍，心苑社工中心的一
项工作就是协助社区开展“微心愿”
项目，社工经常要去困难家庭走访，
所以会了解他们生活中遇到一些需
要解决的困难，如有的人需要一张电
热毯、需要一床新被子、需要一个新
电饭锅等等，在搜集到相关“心愿”
后，社工们就将信息对接相关党组织
及爱心企业，帮助困难群体实现“微
心愿”。“今年我们共挖掘121个微心
愿，现在已经达成 115个，共链接社
区内外资源共计183007元。”

十年社工路，张子倩一直立足社
区，链接资源，致力于服务帮助困难群
体。张子倩说，社工开展服务需要运用
专业的助人技巧、方法和心理学等知
识，同时链接各种社会资源去帮助有
需要的困难群体。今年上半年，心苑社
工中心的党员社工已经成功链接肢
体、视力、智力等康复资源给东区有需
要的15名残疾人，并为9名有就业能
力的残疾人提供就业资源对接服务。

时刻不忘党员的初心使命。心苑
社工中心近年来已经培育和发展了
10支助老义工队伍，在册志愿者有
131名；他们还为东区低保户及低收
入家庭建档，整合社区资源，今年心
苑社工中心共开展38例双低特困家
庭帮扶个案，为困难家庭提供物质帮
扶和心理咨询等精准帮扶服务，提升
困难家庭生活质量。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林
茹珠）10月9日上午，市人民医院正式全
面托管南朗医院，市人民医院南朗分院
正式挂牌。这是我市在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道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副市长徐小
莉出席相关活动。

南朗医院始建于 1955年，是全镇唯
一的二级甲等公立医院。市人民医院作
为中山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医疗单位，
拥有11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已成为广
东南部、珠江西岸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
级综合三甲医院。市卫健局局长雷继敏
表示，市人民医院托管南朗医院，是贯
彻落实国家医改政策的新举措，是区域
医疗资源整合的一次新探索。托管后，
市人民医院将从输入先进管理理念、医
疗技术等，完善南朗医院制度体系、强

化医疗管理、规范服务流程、加强人员
轮岗培训，全面快速提升南朗医院管
理、医疗技术和服务能力。

“市人民医院负责输入现代管理理
念、培训先进的医疗技术，双方互相转
诊，实现分级诊疗。除了重点帮扶南朗
分院的妇科、肾内科、内分泌科等科室，
还将快速提升南朗分院的整体医疗技
术水平，加快南朗镇的医疗卫生建设。

“据市人民医院院长袁勇透露，自 10月
10日起，该院派驻的负责人和首批专家
名医将长期驻扎南朗分院门诊和病房，
全方位参与门诊和住院患者的诊疗、手
术和救治工作，从优化医院管理架构、
规范服务流程、加强人员培训等方面全
面提升南朗分院的服务水平，缓解南朗
镇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征求意见稿》提出了重点或特色
专业建设补助、专业群建设补助、现代
学徒培养补贴三大类补助的具体实施
办法。其中，我市职业（技工）院校举办
重点专业或特色专业，可申报重点或特
色专业建设补助。申报条件要求，申报
的重点专业应是学校办学以来重点建
设的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兴专业、高端专业和
紧缺专业。特色专业应是面向传统优势
产业或区域特色产业发展而设立的专
业。申报的重点专业应有 3届以上毕业
生（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等产业发展导向而开设的新兴专业应
有1届以上毕业生），申报特色专业应有
1届以上毕业生。在补助办法方面，针对
我市范围内的职业（技工）院校开设的
重点或特色职业或工种、专业，市人社
局将每年遴选不超过5个重点或特色专
业，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建设补助。记者

对比 2017 年底起实施的《中山市职业
（技工）院校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项目
评审办法》（以下简称“《评审办法》”）发
现，重点或特色专业的建设补助资金由
5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

专业群建设补助的申报条件要求，
申报学校应为省级以上重点（示范）职
业（技工）院校，申报建设的专业群具有
专业优势或区位优势，与当地产业发展
密切相关，相互支撑，能充分体现学校
的发展特色和区域经济特色；核心专业
为百强专业、省级重点专业或市级重点
专业，在专业群内具有较强的引领与辐
射作用，与群内其它专业之间具有相互
依存与相互促进作用，能够形成整体合
力；申报专业群有在校学生800人以上，
近 3年累计有 600名及以上毕业生在本
市就业。按照《征求意见稿》，全市每年
评审不超过 5个专业群，按照专业群实
际，给予每个专业群 200万元的专项建
设资金补助。对比《评审办法》，每年评
审的专业群数量由3个增加至5个。

现代学徒制培养补贴的申报条件
要求，试点企业应是职业（技工）院校校
外实习实训基地，具备满足学生实训教
学的环境条件，能选派足够数量的技术
人员作为学生的企业导师，能提供足够
的学生实习轮训岗位。申请“现代学徒
制”补贴的学生，中职中技学校二、三年
级应取得中级以上，高职院校二、三年
级应取得高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原则上，一年级不申
报、不补贴。在补贴办法方面，对职业
（技工）院校与本市企业合作开展现代
学徒制的，每培养1名学徒，每年给予企
业和学校各2000元补贴。

本报记者 何淼

每年遴选5个重点或特色专业
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建设补助

《中山市职业（技工）院校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资金实施办法》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 周振捷 通讯员 陈家
娴）省总工会今年将资助超 1万名提升
学历的优秀一线职工，发放每人1000元
的学历教育补贴。记者昨日从市总工会
了解到，省总工会分配我市的拟补助名
额有 700个，其申领日期为 10月 1日—
31日，采取“先报先得”的原则。符合条
件的中山职工需抓紧时间登录“广东职
工教育网 ”相关页面进行申领。

2019年春季或秋季入读大专或本
科学历教育并取得学籍的中山职工，通

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 2019年1月1日
—10月 31日获得大专或本科毕业证的
中山职工均可申领 1000元学历教育补
贴。需留意的是，职工所在企业须在广东
省建立了工会并已缴纳工会经费，其本
人须具备工会会员资格。

除了发放学历教育补贴，省总工会
今年还将资助1万名提升技能的优秀一
线职工，按初级工 500元/人，中级工、高
级工700元/人，技师、高级技师1000元/
人的标准发放交通和误工补贴。

9月25日，海弘日化总经理
廖粤平主持完当天的公司晨会，
就风风火火赶赴公司仓库，她约
了策划公司美工到现场拍照，为
公司刚刚在淘宝注册的“重庆海
弘日化洗护旗舰店”准备资料，
等待完成代理品牌企业授权。
公司计划在淘宝、京东、拼多多
等平台推出自己的旗舰店。

上世纪80年代从货郎起步
的李海红，走过了改革开放后
中国日化行业的整个周期，近
些年他也看到，随着电商平台
快速发展，人们消费方式急剧
变化，销售渠道多元化的趋势
已经形成。一是线上销售冲击
线下销售，大卖场首当其冲。二
是新零售冲击传统营销渠道，
传统代理商业务出现分流，三
是社区团购分食零售业蛋糕，
零售终端出现萎缩。

像榄菊这样的行业翘楚，
早就开始了渠道革命，顺应消
费习惯之变和渠道之变。近年，
尽管传统经销渠道面临分流，
电商渠道销售份额不断增长，
但海弘日化代理的榄菊等品牌
销售总额仍保持稳定。全球供
应链商业生态圈构建者、第三
代互联网生态公司、中国第一
家上市供应链企业怡亚通多次
洽购公司。李海红说，传统代理
商要保住销售量，不能仅仅依
靠传统销售网点拓展，更重要
的是要拥抱电商渠道，与新兴
渠道共舞，跟着企业和网络一
起成长。

市人民医院南朗分院挂牌
市人民医院全面托管南朗医院，双方共建紧密型

医联体，中山医改再迈一大步

昨天，“服务百姓健康”大型专家义诊活动在市人民医院南朗分院门诊大堂举
行，来自市人民医院的专家与南朗分院医生共同为群众提供现场义诊、咨询服务。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学历教育补贴本月可申领
全市拟补助名额700个，每人补贴1000元

张子倩张子倩（（右右））在社区居民家里了解有关情况在社区居民家里了解有关情况。。

东区心苑社工中心党支部书记张子倩立足社区，链接资
源，服务困难群体

10年社工路 居民贴心人

“10年前刚来中山从事社工工作时，我完全听不懂粤语，但是社工服务对象

中多是老年人，他们只会讲本地话；开始时老人家都不愿意理我，我就一边转去

做青少年服务，一边开始拼命对着电视学粤语，用小半年时间，终于可以和老人

家们交流了。”提起最初从事社工工作时，东区心苑社工中心党支部书记张子倩

没想到最先遇到的是语言关。不过，现在张子倩走进花苑社区一些老人家里，能

熟练地用粤语和他们交流。

秉承着“守初心、担使命”理念，张子倩发挥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立足社区，

通过链接外部资源，为社区的老人们和困难群体解决了许多身边的困难。2018

年，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杂志和中国非公企业党建网组织的“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我为两新党建打call”大型活动中，张子倩荣获最高奖“金雁奖”，并被特聘

为两新党建“先锋导师”。

花苑社区黄启添老人今年已经
93 岁了，张子倩对老人非常记挂，

“老人家一个人住，虽然身体很好，但
是年龄大了，我们不放心，要经常上
门探望。”近期他们根据老人需求，对
老人的卫生间进行微改造，将蹲厕改
成坐厕。

住在花园新村 81栋的李杏珍阿
姨很喜欢张子倩，“她经常来看我，嘘
寒问暖，帮我解决问题，很贴心。”“珍
姨想加装电梯，她在这里住的时间长
了，随着年龄增加上下楼不方便了。”
张子倩说，社区里有这个需求的老人

不少，他们一方面收集居民意见，另
一方面也在社区大力做好旧楼加装
电梯的宣传，同时搭建平台与居民沟
通做工作，希望能帮助这些长者尽快
顺利过上电梯生活。

张子倩告诉记者，心苑社工在
2012年成立党支部，她担任党支部
书记，为社工活动深度植入“红色基
因”，引导和支持机构有序参与社会
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
该支部也先后成为东区两新组织党
建示范点、中山市两新组织党员教育
示范基地、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党建引领 为民服务

立足社区 救难助困

产品年销售额逾千万元，见证行业隐形冠军的成长历程

一个代理商的“榄菊传奇”

从一个普通货郎到“西南日化王”，

在重庆经商20多年的湖北人李海红不

仅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飞跃，也见证了日

化行业的血雨腥风与一个中山品牌的崛

起。当“中山智造全国行”西南线采访的

记者抵达重庆时，正在成都参加中国家

庭卫生杀虫行业领军企业榄菊集团7省

区市经销商学习会的销售负责人张小

勇，特意叮嘱云贵川渝最大代理商重庆

海弘日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海红，

返回重庆讲述他与榄菊的不解情缘。

本报记者 黄启艳
冷启迪 程明盛

9月25日，走进位于重庆渝北区的海
弘日化，前一晚刚从成都会议现场赶回来
的李海红，来不及接受记者采访，他抱歉
地说一声：“出差一个星期刚回，几个厂家
都等着交流。”他的公司代理了榄菊、雕
牌、纳爱斯、冷酸灵等著名国产日化品牌，
多个品牌代理销售额做到西南城市第一，
代理的榄菊，在广东之外首个年销售额过
千万元，在业界有“西南日化王”之誉。

正在海弘日化交流的中山榄菊销售
有限公司重庆负责人朱利平，向记者说
起集团总裁骆建华与代理商的一场“赌
局”，就是哪个代理商年销售额过千万

元，就奖励一辆汽车，广东省外第一个拿
到奖励的是重庆海弘日化，2013年获得
一台价值 12万元的东风产莲花牌中巴。
公司将座椅拆掉，拿来当货车使用。目
前，海弘日化公司已经有20多台货车，货
车每天从仓库出发，穿梭于重庆主城区，
给逾千个网点配送货物。

好不容易忙完跟品牌企业负责人的
交流，李海红向记者补充了与骆建华的另
一场“赌局”，那是在代理销售额突破1400
万元的时候，骆建华承诺当年若实现目
标，由李海红自己选择一个奖品。后来，公
司代理销售榄菊最高达到1650万元。

早在 20多年前的 1996年，重庆还没
有成为直辖市，从货郎起步的李海红还
是四川永川一个日化品牌批发商，开始
批发榄菊。重庆 1997年成为直辖市后，
榄菊在重庆只有一个总经销商“华轻”，
李海红从“华轻”进货。当年，“华轻”在
重庆销售额只有 800多万元，主要市场
在永川和万州。1998年，榄菊进行渠道
改革，各市经销商直接跟榄菊签代理协
议，李海红成为永川区三个代理商之
一。2005年海弘日化成立后，获得榄菊
重庆主城区代理权，恰好迎来榄菊西南
市场黄金期。

文/本报记者 李丹丹 图/本报记者 黎旭升

听李海红讲发生在榄菊身上的日化
行业之争，最浓墨重彩的是消杀领域的冠
军之争。1997年，蚊香行业冠军是湖南斑
马，卖的是木粉绿蚊香，李海红就是斑马
永川经销商。榄菊当年还只是一家名不见
经传的蚊香企业，卖的是新产品——炭粉
黑蚊香，相对于木粉，炭粉的燃烧不会产
生太大的烟雾，但行业认知度还不够。那
时，当地流行本地产坨坨木粉绿蚊香，价
格便宜，一盒有30圈，而榄菊等蚊香一盒
只有5圈。

那一年湖南水灾造成局部交通一度
中断，正是蚊香销售旺季，湖南斑马蚊香
无法调运，广东榄菊蚊香乘虚而入，迅速
抢占西南市场，转变了消杀领域市场格
局。榄菊蚊香也逐渐凭借品质将斑马蚊
香以及本地的坨坨闻香抛在了后面，后
者甚至淡出了市场。

近几年，消杀领域冠军之争变成榄
菊与立白超威的较量，双方交叉领先。据
行业披露的销售数据，2016年，榄菊成为
消杀行业老大，去年，榄菊被超威超越。

李海红说，今年前九个月，榄菊销售额又
超越超威。

而今，创办于1982年的榄菊，早已不
只是一家蚊香企业，已发展壮大成为中
国家庭卫生杀虫行业领军企业，坐拥世
界最大的家卫杀虫产品基地，几乎参与
了中国家用杀虫行业所有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制（修）订。榄菊在国内投资建立
了六大生产基地，海外销售远至东南亚
和非洲，而榄菊的日化产品也逐渐在市
场上攻城略地。

跟着榄菊成长的“西南日化王”

见证消杀领域冠军之争2

传统代理商
的战略转型3

云贵川渝最大代理商重庆海
弘日化有限公司的工作会议。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海红见证了榄菊的
成长历程。本报记者 孙俊军 摄

继2017年底我市职业（技工）

院校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项目评审

办法实施后，近日市人社局又修订

了《中山市职业（技工）院校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资金实施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为《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稿》提出，市人社局

拟每年遴选不超过5个重点或特色

专业，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建设补

助。10月9日，记者采访了解到，《征

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征集社会各界

意见，截止时间为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