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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提高我市人民监督员的政治意识、法
治素养和履职能力，前日，市司法局举办了人民监督
员专项业务培训班。全市 42 名市级人民监督员和
各县（市、区）司法局、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工作
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组织学习了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了 2018 年度
韶关市司法局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通报了
2018 年韶关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年度考核结
果，并安排部署了 2019 年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相关
工作。

此次培训邀请了市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给大家
讲授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实务。会上，3 位人民监督
员代表作了工作经验介绍。 何莎莎

收藏、把玩仿真度很高的名车、豪
车模型，是许多爱车族的业余爱好。
但是你是否知道，也许哪天你在某市
场羡慕不已的某款世界“名车”可能就
产自韶关始兴。这家工厂不仅能生产
各种仿真汽车模型，连嫦娥三号探测
器、嫦娥登月车等个性化的仿真模型
也能定制。带着对韶关制造的浓厚兴
趣，近日记者对该企业进行了走访。

园林式环境清新宜人

万达工业（始兴）有限公司（简称
万达）位于始兴县太平镇江口万达工
业园。国道 323 线在工厂门口经过，交
通十分便利。从车水马龙的国道进入
厂区，优美的环境让人有一种别有洞
天的感觉。厂里树木林立，芳草凄凄，
假山流水，鸟啼虫鸣，座座整齐的厂房
在绿叶青草的衬托下颇有清新雅致之
风。

随行的始兴县经信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万达企业直属香港美昌集
团，成立于 2003 年 9 月，是较早落户该
县的企业，也是该县规模最大的一家
企业，高峰期员工人数达到 5000 余
人，目前也有员工 3500 多人，为解决
当地就业，推动始兴经济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企业大却显别致。记者注意到，
不仅厂房周边进行了绿化，就连一些
走廊、厂区空闲余地、拐角处等地方也
尽可能地进行了绿化与美化。“真是一
座园林式的工厂！”每一个来访者都不
禁发出这样的赞叹。

“环境影响心情，心情决定品质。”
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万达致力于
打造园林式的工厂不仅仅是为了视觉
上的美观，而且是与该企业秉持“以人

为本”的发展理念息息相关。该企业
认为，人是企业最重要的生产力，只有
创造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良好的发
展环境，充分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
和主动性，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才能保
证企业的青春与活力。

精益求精打造产品品牌

万达是个模具厂，以生产各种精
致的汽车模型为主。公司办公楼二楼
是产品展览室，走进展览室犹如走进
了一个汽车模型的博物馆，琳琅满目
的各种汽车模型让人应接不暇。“我公
司是韶关唯一一家出口免检产品的生
产企业，目前打造的 urago 与 maisto 等
品牌在业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该企
业负责人自豪地说道。

据介绍，该企业按比例生产 1：10、
1：12、1：14、1：18 的合金模型仿真车，
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经典“豪车”在
此都能一睹“芳容”。“根据市场需求，
我们会向汽车生产商购买生产仿真模

型的专利，然后再投放市场。”该负责
人说道。

生产仿真模型贵在逼真，其设计、
生产注定是个精细活。一个巴掌大小
的汽车模型，要做到车门能打开、方向
盘能控制车轮转动、汽车前后盖能翻
转，少不了精密零部件的组合。据悉，
一台小小的仿真汽车模型其零部件就
有几十到上百个，这些零部件生产所
需的一系列流程都在万达的生产线上
完成。“零部件自己加工、组装，既保证
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又降低了成本。”
该负责人说道。

除了精心打造主营品牌满足市场
需求外，万达还能根据客户要求提供定
制个性化产品的生产加工服务。嫦娥
三号探测器、嫦娥登月车、透明外壳的
汽车发动机等平时难得一见的仿真模
型都是万达倾心之作。据悉，这类模
型广泛用于教学、科研等领域，是追求
科技脚步的学子们梦寐以求的辅助教
学工具。

注重技改不断开拓创新

万达丰富的产品库得益于该公司
拥有一个由高素质人才所组成强大的
精英团队。根据图纸进行产品开发设
计、加工制造，并形成生产能力，这是
万达的日常功课。此外，该公司还组
织了技改团队，充分利用机械臂等智
能技术，改进生产线，实现从人工操作
到自动化、智能化的转变。

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是万达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进行技术
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个模具
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注塑成形的几个
连体的零部件被生产出来后，立即被
外面的机械手“拿着”进行自动分离。

“以前这些零部件需要人工进行剪切
分离，自从采用机械手后，效率大为提
高，必要时还可以 24 小时运行，不必
担心耽搁交货时间了。”该企业负责人
介绍道。

“把繁重的、危险的工作交给机器
去做。”这是万达进行技改的思路。在
万达技改车间记者看到，这里有的机
器正在试运行，有的还在调试安装
中。该企业负责人指着一台机器告诉
记者，这台机器正在改装自动电镀生
产线，该机器投入生产后，就可以把工
人从危险的电镀岗位上解放出来。在
另一条正在试运行的全自动生产流水
线上，机械手能自动识别不同颜色的
零部件并准确地“挑”出来进行再加工。

技改车间各种“高科技”让记者长
了不少见识。企业负责人表示，这些
设备有的还在实施改造中，有的已经
达到了相关的技术标准可以生产，但
还需进一步调试完善以达到量产的标
准。“未来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工作都
可以交给机器完成，工人们只需照看
好机器就行。”该负责人对企业未来的
技术发展充满了信心。
韶关日报记者 袁少华 通讯员 黄升鸿

本报讯 昨日上午，副市长高冬瑞带领市生态环
境局、市住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以及武江区、浈江
区、曲江区政府分管领导等，对市区扬尘污染防治工
作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组一行乘车沿途督导检查市区扬尘污染防治
工作情况，听取有关部门对各区大气污染、道路环境和
扬尘整治工作的情况汇报。对检查中发现的裸露土方
覆盖不彻底、现场道路未完全硬底化、未及时清扫路面
尘土等问题，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高冬瑞指出，各部门要明确责任，从严管理，强
化督导督查，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要严格落实监管
责任，督促施工工地严格落实“六个 100%”要求，对
落实不到位的工地要进行停工整顿；要加大道路冲
洗和环境卫生管理力度，增加清洗频次，清除路面积
尘，确保城市道路干净整洁；要坚持精准执法，切实
增强部门联动性，坚持问题导向，对重点区域、路段
展开集中整治，实行严管重罚，将扬尘污染遏制在源
头；要强化检查整改,加大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 韶关日报记者 吴嘉宁

始兴县商业局食品公司拟投资2000万元，选址于始
兴县产业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北侧地块，建设始兴县食品公
司兴民肉联厂年宰16万头生猪、1万头肉牛建设项目。项
目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投资1200万元，年屠宰生猪
8万头，肉牛2000头，二期工程投资800万元，年屠宰生猪
8万头，肉牛8000头。主体工程包括生猪屠宰车间（含待

宰间、）、牛屠宰车间（含待宰间）、污水处理站、无害化处理
间、配电房、隔离、急宰、综合楼、宿舍和门卫室等。项目劳
动定员65人，实行每天一班8小时工作制，年工作365天。

现将项目有关情况公示，并征求意见，详情请登
录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网站查询，网址：http://epb.sg.gov.
cn/zwgk_1547/hpgs/201903/t20190315_802655.html。

始兴县商业局食品公司始兴县食品公司兴民肉联厂年宰16万头生猪、
1万头肉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厂址
位于乳源瑶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拟投资 23000 万
元，在公司现有厂区内，建设“绿色环保型高比容电
极箔整体升级项目”。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化成一
车间 22 条化成箔生产线进行提速改造；扩建化成二
车间 20 条低压化成生产线；腐蚀四车间已建、在建

的 16 条硫酸体系高速高压腐蚀生产线进行提速改
造；扩建腐蚀五车间 5 条硫酸体系高速高压腐蚀生
产线进；腐蚀四车间进行节水改造等。现将项目有
关情况公示，并征求意见，详情请登录韶关环保局
网站查询，网址：http://epb.sg.gov.cn/zwgk_1547/hpgs/
201904/t20190408_806808.html。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绿色环保型高比容电极箔整体升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本报讯 为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持续深入推进
巩卫工作，昨日上午，市国卫办督导组对市辖三区巩
卫公益广告及健康教育宣传栏进行了检查。

检查中，督导组主要发现了以下问题：浈江区解
放路等路段的垃圾箱上的公益广告脱落，东河北路
金色江湾旁一栋旧楼上还残存违规医疗广告；武江
区怡华路御龙湾 a3 地块二期、芙蓉大道南几个工地
等工地围挡公益广告残旧、破损，朝阳小学志愿者服
务岗帐篷破损；曲江区马坝大道北路边多处广告牌
残旧、破损，路边商铺杂草多，环境较差。

记者看到，曲江马坝大道北与环城公路交叉口大型
广告牌设置了“争做文明市民，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
的巩卫公益广告，为当前的巩卫工作增色不少。但在该
道路111号附近的一家汽车修理店旁却废旧轮胎露天
堆放，周边杂草丛生环境较差，极易孽生病菌、蚊蝇、蟑
螂、老鼠，存在传播疾病威胁市民卫生健康的隐患。

市国卫办督导组成员表示，各辖区要对标国家
卫生城市的标准，自查自纠，对辖区内尤其是重点区
域、重点的环境卫生、市容市貌进行大力整治。由于
我市对户外广告进行了整治，剩余的广告牌主要是
围挡广告。检查发现市区大部分围挡公益广告都已
经残旧、破损。如果不及时更换或拆除，这些广告将
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及卫生状况。对此该工作人员要
求，各区各部门要及时更新这些围挡公益广告内容，
加大巩卫宣传的力度，为巩卫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督导组还对健康教育宣传栏进行了检查。武江
区朝阳小学的健康教育宣传栏较为标准，曲江区铁
五小区虽然也及时更新了宣传栏内容，但宣传栏没
有标注时间及第几期等关键信息。督导组提醒，各
单位(包括机关、医院、学校、小区、广场、公园)等要
设置固定的健康教育宣传栏并定期更换，每季度一
期，一年四期，宣传栏右下角要标明出版年、月，第几
期等内容。韶关日报记者 袁少华 通讯员 成伟三

市领导带队检查大气扬尘
污染防治工作强调

严格落实
“六个100%”要求

用心做产品 用智谋发展
——万达工业（始兴）有限公司走访札记

万达工业（始兴）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流水线上生产。

韶关日报记者 刘嘉健 摄

（上接A1版）
在 创 森 总 体 规 划 达 标 期

（2018-2021 年），我市将统筹投入 30
多亿元，以“大地植绿、心中播绿、全
民享绿”为目标，推进五大生态体系
建设，实施 24 项工程任务落实，包括
森林生态体系建设、森林服务体系建
设、森林产业体系建设、森林生态文
化体系建设及森林支撑体系建设。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工程规划、绿美南粤三年行动计
划、韶关城区新一轮城市提升计划、
各县（市、区）城市建设规划、乡村绿
化美化等项目工程。点上打造“精
品”，做精中心城区城市公园、街心公
园、街道绿地、城区门户绿化等绿化
景观；线上营造“风景”，做靓通道绿
化、水系绿化，构建绿色生态廊道；面
上增加“绿量”，加快森林小镇、绿美
古树乡村、绿化美化示范村创建等建
设，做大绿化总量。

同时，我市还着力构建市县两级

联动、全域创森的模式。始兴县在
2018 年列入省创森试点县之一，可望
在 2019 年通过验收，成为全省第一个
县级国家森林城市。全市其余 6 个县
（市）充分吸收始兴县创森试点的做法
和经验，同期开展创建县级国家森林
城市，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首个全
域国家森林城市地级市，力争在 2021
年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创森，全民共建共享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韶关全市
上下最坚定的共识，而国家森林城市
创建则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有力抓手。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市民可以得到哪
些实惠？作为一名普通群众，又可为
韶关创森做些什么呢？

有人说，一棵树就是一台吸尘器，
一片林就是一座制氧站。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可以充分发挥森林在降减雾
霾、净化空气、释放氧气、保持水土、涵
养水源、防风固沙、减弱噪音、调节气

候、防灾减灾、美化环境等诸多方面的
生态效益和特殊功能。

当前，生态环境已成为城市综合
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生态优势是城市
未来发展的核心优势。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形成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城市
森林体系，提高生态承载能力，可进一
步提升韶关的城市知名度和竞争力。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在改善城乡
生态状况、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

可带动苗木花卉产业、林果种植业和
城郊观光、采摘、休闲等多种形式的生
态旅游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繁荣城乡
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增加市民
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在创建过程中通
过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倡导生态道德，
传播生态文化，将生态理念在人民心
中深植，让人人都成为创森的活跃因
子，人人都是创森的践行者，形成全民
植绿爱绿护绿的良好氛围。

在大地植绿、在心中播绿，方能迈
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铿锵步伐！

（紧接A1版）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多
视角、全方位，将宣传工作做到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让森林防火法规和知识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将巡护责任落到山头地块
以问题导向堵塞工作漏洞

记者了解到，我市各地进一步明
确了县、镇、村三级防火责任，建立了
县领导包镇、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
山头路口责任机制，并将责任细化落
实到每个岗位、每个人员，确保每一
个区域、每一个山头都有专人巡查、
专人负责、专人监管，实现网络化管
理。公安、民政、应急管理、教育、林
业等部门结合各自防治职责，切实履
行行业管理责任，并积极动员干部职
工参与值守巡护工作，全力配合，形
成工作合力。同时，充分发挥镇村基
层党组织和基层林业站的作用，在重

点森林景区、重要林区、交通要道以
及公墓、散坟聚集地设置防火临时检
查站并配备专职检查人员值班把守，
对进山的车辆和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警示教育、收缴火种，把火源隐患堵截
在山下林外。

清明节期间，市委督察室联合市
林业局、市应急管理局分 5 个工作组
对全市 10 个县（市、区）进行督查，以
发现问题、堵塞漏洞为导向，采取明察
和暗访相结合、随机现场抽查的方式，
重点督查森林防火宣传、主要进山路
口森林防火检查点设置、护林员巡山
护林在岗、镇村干部值守等工作落实
情况及违法用火和森林火灾案件查处
等情况。督查组每天将督查发现的问
题在政府工作群上进行通报并向有关
县（市、区）进行反馈，有针对性地提出
整改意见、建议，确保问题得到及时的
整改落实。

让违法案件发挥震慑作用
让文明祭祀新风落地生根

在野外用火重点防护期，全市森
林公安开展严厉查处违规野外用火打
击山火肇事者专项行动，市县两级统
筹整合地方公安和森林公安警力和技
术力量，派出警力联合森林防火检查
站严查扫墓人员携带火种和违禁品进
山，并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查处违规野
外用火行为。对拒不执行政府禁火令
的违法人员一律依法给予治安拘留、
行政罚款等处罚，并将典型案例通过
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形成有效震慑。
据统计，4 月 5 日-7 日，全市山火案件
报告数为零，森林公安机关共查处违
规野外用火案件 8 宗，其中行政拘留 4
人、行政处罚 4 人。

在强化森林防火措施的同时，韶
关各地各部门还着重从思想根源上，

积极扭转群众烧纸钱、放鞭炮等祭祀
陋习，树立文明祭祀新风，最大限度减
少森林火灾发生。如仁化县创文、民
政、林业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网上祭
祀、鲜花祭祀、植树祭祀等文明健康安
全的祭祖仪式，通过献一束花、植一棵
树以及清扫墓碑、颂读祭文等方式寄
托哀思，以肃穆、环保、节约、安全的文
明方式缅怀逝者。南雄市文明办、民
政局向该市广大市民发出“文明祭祀
绿色清明”倡议书，并以“鲜花换香烛”
的形式，倡导市民争做文明祭祀带头
人，为打造绿色南雄贡献一份力量。
目前，韶关严控野外用火、保护生态环
境的森林防火工作举措已得到市民的
广泛认可和赞赏，文明健康、绿色生态
的祭祀理念已逐步流行，全市上下着
力营造了一个清风徐来、节日清朗、环
境清净的良好氛围。

让森林走进城市 让城市拥抱森林

“一核七星、三屏六廊、多节点”空

间布局

一核：即以中心城区（三区）为韶

关市城市森林体系建设的核心区域，

打造“三山嵌城、三江贯流、组团隔离、

绿星棋布”的城市特点绿地布局；

七星：即为 2 市、5 县的城市建成

区，建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森林生态体系；

三屏：即为南岭生态屏障、东部生

态屏障和东南部生态屏障，建设粤北

生态屏障；

六廊：即为沿武江、浈江、北江干

流、滃江、新丰县江、南水河等六条河

流，精心打造绿色景观生态廊道。

多节点：即为各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及各镇、村等多节点，

建设完善的森林生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