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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湖2023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
园区表彰大会举办

“松湖数智”
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

本报讯（资深记者 张华桥）3月16日，由东莞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松山湖产业发
展局指导，松山湖产业园区发展促进会主办的“从共生
到共振——松山湖2023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园区
表彰大会”在中集智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活动期间，

“松湖数智”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

政、产、学共论高质量发展

在全省、全市吹响高质量发展的号角之下，作为实
体经济的发展载体，松山湖产业园区如何实现高质量
发展？

在松山湖2023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园区表彰
大会期间，围绕松山湖2023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会领
导专家分享了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故事，为松山湖产
业高质量发展鼓士气、添动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朱峰表示，松山湖产
业园区是东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平台、主引擎，是制
造业当家的重要载体，要在新的高度挺起园区高质量
发展的产业“脊梁”。

“在产业发展的新逻辑下，我们需要解放思想、放
开手脚，我们更需要抱团发展，由共生到共赢。”松山湖
产业园区发展促进会会长马鹤鹏表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
江认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首先是产品的高质量。
像德国、日本在制造业层面上，企业做产品是做到极
致。第二是服务的高质量。以政府公共服务的高质
量来推动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第三是建立现代
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当家推进高质量发展，不能够忽
略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在东莞。更重要的是创新，是
从0-1，比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外部内部
都有很多竞争。要发挥松山湖、东莞的优势去引进、
去孵化，逐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从而实现高质量的
发展。

“松湖数智”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

当天，在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松山湖管委会相
关部门负责人的见证下，“松湖数智”数字化平台正式
上线。

记者现场获悉，“松湖数智”数字化平台上线
后，将实现各产业园区数据互通汇集，通过云端大数
据分析实现产业链招商，以数据资源驱动招商创新
模式，让园区企业的招商运营具备核心竞争力，提高
政府数据采取的管理能力和对接效率，提升园区载
体数字化管理运营能力及园区产业空间价值运营
效能，为特色园区载体建设运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赋能。

据悉，东莞市松山湖产业园区发展促进会是由东
莞市松山湖区域内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以及从事产业
园区咨询、规划、设计、招商、投融资、招投标及其他服
务性的企事业单位组成。促进会现有成员包括中集智
谷、光大We谷、中天国际金融园、天安云谷、中以产业
园、万汇云谷、林润智谷、中国电子等8家发起单位及
60余家园区载体及企业会员单位。

石龙博物馆“感恩斋藏品展”开幕

逾百件名家真迹
惊艳亮相

本报讯（记者 陈沛鸿）继广九铁路111周年展、
居巢居廉作品展之后，石龙博物馆再迎重磅展览——
3月18日，石龙博物馆“感恩斋藏品展”开幕。本次展
览云集关山月、黎雄才、邓白、陈永锵、方楚雄、苏华等
岭南当代翘楚精英的真迹墨宝百余件，作品之精、规
模之大、档次之高、名家名作之多，创石龙博物馆历年
之最。

本次感恩斋藏品展，是石龙博物馆“大美于斯”系
列展览品牌的又一次文化艺术盛宴，展出感恩斋主人
黄发收藏多年的系列书画珍品。开幕式上，黄发将《居
廉画作——白牡丹》等5件名家珍品捐赠给石龙博物馆
收藏。黄发表示，石龙文化底蕴深厚，许多名人在石龙
留下足迹。这次展览在石龙博物馆举行，感到十分高
兴，也希望各界人士来石龙看展，欣赏名家名作的同
时，感受石龙独特的文化气息。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次展览有多幅关山月、黎雄
才、邓白、陈永锵、方楚雄、苏华等岭南当代翘楚精英的
真迹墨宝，平常难得一见，这些珍品既有借助山水和花
鸟抒发情怀，也有追求诗意的文人绘画，或展现祖国山
河壮丽，或写照当下美好生活，不仅展示了书画名家的
艺术成就，更让观众得到“美”的熏陶和涵养。

在众多佳作中，一幅由黎雄才书写的作品，与石龙
有着深厚的渊源。1984年，庆祝石龙举重选手曾国强、
陈伟强夺得奥运金牌的联欢会，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举
行，出席联欢会的黎雄才即席挥毫，写了“积健为雄”四
字赠予曾国强的教练、陈伟强的叔叔陈满林。时隔近
40年，这幅作品首次在石龙展出，意义非凡。

为了办好本次展览，石龙博物馆筹备已久，一方面
精心布展，另一方面编印“大美于斯”系列丛书——《感
恩斋藏品选集》，实现展览与画册同频共振，努力让观
众得到“美”的熏陶和涵养，激发出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进一步增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力量。

本次展览从即日起持续至6月6日，广大书画爱好
者不容错过。

本报讯（记者 林朝丰）3月
1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吕成蹊
赴虎门镇、滨海湾新区调研督导
地铁2号线三期工程建设，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
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坚定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吕成蹊一行先后前往2号
线三期虎门北站、滨海湾站项目
部，听取各站点规划建设情况介
绍，现场协调临时用地、征地拆

迁、管线迁改等方面问题，指出
要严格按照时间进度，扎实细致
做好各项工作，为工程建设创造
良好条件。

吕成蹊强调，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按照国家和省市的决策部
署，把握消费复苏的有利时机，大

力推动工业投资，为东莞高质量
发展增添新动能。要加强沟通协
调，形成工作合力，加快各类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进度，持续优化完
善城市基础设施。要进一步鼓足
干劲，好上加好、快上加快，全力
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据介绍，2号线三期工程起
点位于虎门火车站，终点位于滨
海湾新区中海路路口的交椅湾
站，线路全长约17.13km，共设9
座地下车站，项目于去年8月下
旬正式开工建设，计划2027年
开通运营。

吕成蹊调研督导地铁2号线三期工程建设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厚街
“最美志愿者”和“中国

好人”化身宣讲员

3月14日，在厚街镇，“最美
志愿者”卜莎莎和“中国好人”陈
志强化身宣讲员。

卜莎莎带来了一堂生动的
雷锋精神主题宣讲，她分享自
己 10多年来从事志愿服务的
故事。作为厚街镇宝屯社区志
愿服务队队长，卜莎莎至今参
与开展近 800场志愿活动，服
务超 3万人次，累计参加志愿
服务时长 3207 小时。她不仅
自己投身志愿服务，还积极发
光发热、组建团队，将志愿服务
团队发展壮大，她组建的志愿
者队伍由起初不到 10人发展
到至今573人。卜莎莎带领队
员累计向社会提供超76000小
时服务。

宣讲中，卜莎莎呼吁大家，
只要有一颗向善向上的心，有一
分热，发一分光，去为他人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积极服务、回
馈社会，就是传承雷锋精神。

陈志强是在东莞打拼的江
西丰城人，从生产线上的备料
工，到公司管理层，再到自主创
业的民营企业家，“诚实守信”一
直是他奋斗路上的座右铭，靠着
奋力拼搏和时代机遇，实现人生

“蝶变”。

宣讲中，陈志强娓娓道来，
讲述自己数十年来一直践行着
诚实守信的人生信条，面对困
难和诱惑毫不动摇，从一名打
工仔，一步一个脚印，将企业做
大做强的同时始终不忘回报社
会，先后向社会捐赠公益款
450多万元，资助贫困群众200
多人。

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既有深
度，更有温度，现场群众听得津
津有味，不时响起一阵阵掌声。
在互动环节，大家畅所欲言，和
宣讲员相互探讨爱心志愿，感悟
雷锋精神，氛围浓厚。

茶山
“中国好人”讲述自己

的志愿服务故事

3 月 14日上午，在茶山下
朗村菊隐公祠，茶山镇莞邑百
姓宣讲员、“中国好人”、东莞市
红十字会志愿者刘建江，以

“‘红’心向党，大力弘扬雷锋精
神”为主题，讲述自己投身“红
十字”志愿服务的故事，并结合
本地村民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真
实案例，讲述志愿服务的深远
意义和重要性，以身边人、身边
事，宣讲新时代雷锋精神，传播
社会正能量。

刘建江无私奉献的故事，让
在场的志愿服务队代表深受启
发和感动。大家纷纷表示，会坚

持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用实际行动帮助身
边更多有需要的人，为建设友爱
东莞出一份力！

横沥
“东莞好人”向学子们

开展宣讲

3月13日，横沥镇莞邑百姓
宣讲员、五星级志愿者、2022年
第三季度“东莞好人”林春秀在
横沥中学开展宣讲。林春秀以

“学习雷锋正当时，志愿服务我
践行”为主题，就志愿服务、志愿
服务的意义和自己参与志愿服
务的经历等进行宣讲，鼓励同学
们在实践中磨砺担当的品质，提
升志愿服务意识，努力投身新时
代文明实践，用实际行动让雷锋
精神永远传扬下去。

林春秀自2016年起至今，
参加志愿服务时长已超过4700
小时，策划参与超1200场志愿

服务活动。她的故事引发了学
生们的共鸣。同学们现场纷纷
主动分享自己参与志愿服务的
体会，表示要勤奋学习，立志成
才，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

“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该学
习并传播雷锋无私奉献的精神，
奉献爱心，助人为乐，也希望更
多的同学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
中来，感受雷锋精神的温暖。”学
生李子涵听了宣讲后说。

“中国好人”“东莞好人”“最美志愿者”化身宣讲员

讲好新时代雷锋故事
激发崇德向善的力量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
为。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
和践行新时代学雷锋文明风尚，连日来，“中
国好人”“东莞好人”“最美志愿者”等先进典
型纷纷走进基层、校园，化身宣讲员，讲述志
愿服务、崇德向善故事，让雷锋精神在新时
代绽放出成风化人的璀璨光芒。

本报记者 范德全 镇街供图

■“最美志愿者”卜莎莎分享自己10多年来从事志愿服务的故事

■“中国好人”刘建江讲述自己投身“红十字”志愿服务的故事

■本次展览规模之大、名家名作之多，创石龙博物馆历年
之最 本报记者 陈沛鸿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桂清）
“离开水还能存活2天，上海客
户在家里收到鱼，还是鲜活
的。”3月 17日，记者在麻涌松
湖水产探访时，松湖笋壳鱼养
殖领头人萧劲松正忙着与客户
商议预制菜定制。他们将笋壳
鱼制作成酸菜鱼、剁椒鱼头等
系列预制菜产品，借力第七届
食博会·预博会“线上+线下”渠
道，让越来越多的客户品尝笋
壳鱼的鲜美。

改进技术，实现48小时
“无水活鱼快递到家”

笋壳鱼鱼肉鲜美、骨刺少，
老少皆爱。

在洪梅，萧劲松整合了500
多亩的水域，专司笋壳鱼养殖。
笋壳鱼对水质的要求极高，在自
然环境里只生长在水质清澈的
江河底部，为了把笋壳鱼“请”到
池塘里，萧劲松真是费尽了心
思。他引来了珠江入海口的咸
淡水，采用先进的“盐水浴”养殖
办法，既能杀灭水中的许多细
菌，又保证了笋壳鱼的健康。

笋壳鱼吃的也是要精心准
备，因为伙食的好坏直接决定

了笋壳鱼蛋白质的含量。萧劲
松专门买来蛋白质含量极高的
池鱼，把池鱼打碎，变成鱼泥投
喂。

“精细投喂。”萧劲松不断地
总结经验，选择每天下午两点气
温最高的时候投喂，因为这个时
候气温最高，水草光合作用最强
烈，水中含氧量也最高，是笋壳
鱼一天中最活跃的时候。只有
这个时候笋壳鱼才会懒洋洋出
来觅食。

沉浸鱼塘近20年，萧劲松
带着员工，历经六年时间试验，
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品种——松湖玉女笋壳鱼，它是
用泰国纯种与澳洲纯种杂交出
来的，继承两个品种的最优基
因，“肉质细嫩、骨刺少、蛋白质
含量高。”

特别是2019年，萧劲松改
进包装技术，创新利用高性能透
明塑料袋和医用纯氧，不添加其
他任何成分，实现48小时“无水
活鱼快递到家”。

从此，笋壳鱼不仅在国内
“游”进千家万户的餐桌，更是飞
越重洋，成为加拿大及欧美等国
家和地区家庭的美食。

借力食博会，让预制菜
走进万户千家

如今，预制菜正成为风口，
笋壳鱼自然紧跟潮流。

萧劲松告诉记者：“我们不
仅有鲜活的笋壳鱼，还开发出酸
菜鱼、剁椒鱼头等预制菜系列产
品。”当前，松湖水产正积极筹备
参加第七届食博会·预博会，希
望借力展会平台，让更多客户品
尝到笋壳鱼的鲜美。

在萧劲松看来，东莞有完整
的产业链，特别是在预制菜方
面，不仅有鲜美的原材料，还有
丰富的食品配料，更有精细加工
水平，可以生产出琳琅满目的预
制菜系列产品，满足吃货们对舌
尖美味的追求。

事实上，早在五年前，松
湖水产就和佛山的一家预制
菜加工厂合作，将笋壳鱼处理
成“净鱼”卖到东北用作烤鱼
原料。

如今，萧劲松正筹划在东莞
建立加工基地，充分利用东莞的
精湛技术和新鲜食材，打通预制
菜的上下游产业链，千方百计让
笋壳鱼“游”进千家万户，让更多

人分享预制菜的千姿百态，即使
厨艺小白也能做丰盛大餐。

第七届食博会·预博会期
间，观展游客在展会现场就能品
尝到鲜美的笋壳鱼。对此，萧劲
松充满信心。在不断提升保鲜
技术的同时，松湖水产还积极优
化质控体系。

如今，松湖水产销售的水产
品以追溯二维码为载体，推动了

追溯管理与市场准入相衔接，实
现了水产品从池塘到餐桌全过
程追溯管理，做到了信息可查
询、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跟踪、责
任可追究。“借力食博会，切入预
制菜风口，期待笋壳鱼游进大家
的‘菜篮子’里。”萧劲松坚信，东
莞有能力打造预制菜产业高地，
大家有信心丰富“菜篮子”扮靓

“菜盘子”。

②

笋壳鱼：

从东莞“游”上千家万户餐桌

■第七届食博会·预博会期间，观展游客在展会现场就能品尝到鲜美的笋
壳鱼 本报记者 周桂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