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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昌铝厂有限公司

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新合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华豪铝型材有限公司

广东中联铝业有限公司

广亚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南华铝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兴亚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广源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金协成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罗南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罗翔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坚美定制门窗系统有限公司

广东华赛特幕墙门窗有限公司

广东伟业幕墙门窗有限公司

四会市国耀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荣兴铝型材有限公司

广东金华海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季华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桃园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汇银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展宏幕墙门窗配件有限公司

广东永兴铝型材厂有限公司

广东高登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丰铝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港信铝业有限公司

经考核，确定以下28家企业为南海出口铝型材质量安全示范区首批示范企业。经考核，确定以下28家企业为南海出口铝型材质量安全示范区首批示范企业。

(共28家，排名不分先后)

南海出口铝型材质量安全示范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6月27日

南海出口铝型材质量安全示范区
首批示范企业名单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贝娜通讯
员/李智勇）“这次交流活动实在太
难忘了！”6月24日，香港明爱庄月
明中学20多名师生结束了在南海
一中为期3天2夜的交流活动，带着
南海的旅游纪念品、南海一中学生
赠送的小礼物，以及对南海的美好
印象回到了香港。

学生结对学习收获友谊
20多名香港明爱庄月明中学师

生到访南海第一天，首先参观了南
海一中的自助图书馆、传媒培训基
地、体育训练馆等教学设施。

随后，香港学子与南海一中高
一的38名学生组成结对学习小组
——2名南海一中学生对1名香港明
爱庄月明中学学生，“通过结对学习，
让南海和香港的学生之间互相交流
和学习，希望他们能从中收获这份珍
贵的友谊。”南海一中校长罗立波说。

香港明爱庄月明中学学生李梓
杰说，内地的教学方法系统而详细，

数学课程较香港难，与香港教学模
式有较大区别。其结对学习对象之
一的南海一中学生香林担当起辅导李
梓杰数学的责任，在香林的帮助下，李
梓杰慢慢了解了内地的教学方式。

李梓杰的另一位结对学习对象
方译是他的“知心姐姐”，方译时常
跟李梓杰聊天，与他分享小秘密
……就这样，两地学生的友谊在点
滴交流中不断加深。

南海一中学学生揭慧怡觉得与
香港学生相处很开心，她说：“他们
都很开朗，乐于表现自己，英语口语
很不错，这点值得我们学习。”

两地师生同赏南海美景
本次活动主办方特意安排了两

校师生参观西樵黄飞鸿狮艺武术馆、
西樵山、南海博物馆、千灯湖等景点，
向师生们展示了南海的历史文化，以
及城市发展与经济建设成果。

“舞狮表演实在叹为观止！”“黄
飞鸿武功太厉害了！”“从西樵山上

俯瞰城市的全景实在太棒了！”“南
海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让人感到
很舒服。”“盐步秋茄和罗村竹笋都
很好吃！”……香港师生们互相分享
着自己对此次行程的感受。

本次活动由旅港南海商会发
起，南海区港澳台工作办公室及南
海区教育局共同协办。在总结会
上，南海区港澳台工作办公室主任
陈慧介绍了南海的发展现状，以及
南海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鼓励两地师生为未来发
展作准备，并希望以后将此类交流
活动继续办下去。

“我被南海一中浓厚的学习氛
围感染，这是南海教育的一个缩影，
为南海教育取得的成果点赞！”香港
明爱庄月明中学校长彭耀钧说：“让
香港学生走出去，亲身感受内地的
巨大变化，有利于学生以更开放、主
动的心态与内地交流。”与此同时，
他也邀请南海一中的师生回访香港
明爱庄月明中学。

香港师生南海体验高中生活
两地学生结对学习，同赏南海美景，品味南海文化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飘飘 通
讯员/曹红娟） 近日，在南海区第
十一届中小学生校园艺术暨学生
文明素养展示活动中，南海一中学
生以情景朗读《永远的格桑梅朵》
获金奖。这是南海一中坚持多样
化人才培养模式取得的又一成果。

小组合作、辩论、演讲等灵活
多变的课堂形式，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24小时自助图书馆、
木棉传媒中心、文化科技节等丰
富多彩的平台，为学生了提供多
样化的成长空间。近年来，南海
一中一直坚持以普高办学为主
体，以艺体办学为补充，构建学生
多元成才的立交桥。

24小时自助图书馆
营造校园文化氛围

“老师，我们的阅读课要在自
助图书馆上。”南海一中学生提到
的自助图书馆，就是今年3月成立
的南海区首家校园24小时自助图
书馆，其占地150多平方米，全景
落地玻璃，宽阔明亮，馆内有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中国史地、语言文
学、美术、哲学、心理学等22个种
类书目，大受学生欢迎。

至今短短几个月，借书量已
经超过过去几年学校图书馆的借

阅量。“阅读不仅是一种学习途径，
更是青年学子的成才方式。”南海
一中校长罗立波表示。南海一中
致力于打造人文校园，提出了“办
学就是办文化”的办学思想，24小
时自助图书馆的建设便是这一理
念的成果。

除了在阅读上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外，南海一中还提倡教学创
新，鼓励小组合作、辩论、演讲、实
验和探究进入课堂，打破以往外
界对高中教学“枯燥无味”的印象，
让学生的学习过程多样而灵活。
此外，学校还开设创新班和小班

实验班，深入挖掘学生的潜能，为
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在
培养尖子生方面卓有成效。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南海
一中升学率逐年上升，在今年的
高考中，重本人数首次突破二百
大关，达到242人（不计传媒、美
术、音乐等特长生单考），重本上线
率达 22%（重本率首次突破
20%）；本科人数首次突破九百大
关，达978人，本科率达90%。

在这个成绩的背后，也少不
了南海一中团结务实的教师团队
的默默付出。“我们学校认为，教师

第一，学生为本。教师强，学生才
强，学校更强。”罗立波说。学校通
过建设立体的教师发展培训、考
核等机制，增强教师队伍的综合
素质，提高教师队伍的凝聚力，为
学生成长发展提供更好的指引。

传媒音乐美术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多样

在南海一中，除了官方微信
公众号，另一个微信公众号“南海
一中木棉传媒”强势崛起。后者
是南海一中学生自己运营的，“我

们的官方微信号还PK不过他们
呢，他们的推送做得很有趣，粉丝
数比我们还多。”南海一中负责官
方微信号运营的老师黎倩文笑着
说，满脸骄傲。

运营“南海一中木棉传媒”的
学生是南海一中有名的木棉传媒
中心的成员，他们在这里玩转传
媒技术。事实上，传媒、美术、音乐
教育等都是南海一中的校园特
色。“我们认为没有差生，只有差
异，要尊重学生个性，注重人的发
展。”罗立波说，南海一中立足于学
生的全面发展，关注生命个体，为
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成长空间，让
每一位学子的才情得到释放，潜
能得到挖掘。

在南海一中，特长生培养与
文理科考生培养是互通的，如果
特长生的专业技能比较强而文化
基础比较弱，便可插班到普通班
加强文化科学习。那些科科精通
的学霸，自然能如鱼得水，而有些
学科不平衡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发
展专长另辟蹊径，多元化的人才
培养方式，让学生能在“边走边看”
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求学路。

普通文理考生培养与艺体特
长生培养双管齐下，南海一中的
高考录取率年年爆惊喜，越来越
多的学生被名校录取。如文理科
考生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山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录取，体育考
生被北京体育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录取，传媒考生被中国传媒大
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美术学院、
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录取，美术考
生被中央美院、中国美术学院、中
国江南大学等名校录取等。

南海一中：构建学生多元成才的立交桥
成立区内首家校园24小时自助图书馆，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打造人文校园

■南海一中的学生正在认真听课。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摄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杨
世聪 通讯员/陈淑娟）“希望你开
笔后，学习蒸蒸日上，早日成才。”
给蒙童（未参加开笔礼的小朋友）
手心点墨后，知名岭南文化学者
关建人语重心长地寄语蒙童。6
月24日上午，狮山罗村首届“状元
文化周”在罗村状元文化公园启
动，200名小朋友参加状元开笔
礼，破蒙启智。

参加开笔礼
诵读千字文

古时，开笔礼是极为隆重的
典礼，对每个读书人来讲有着重
大的意义，被称为人生四大礼之
一。本次状元开笔礼活动还原尊
重儒家的传统。关建人作为启蒙
老师，给200名小朋友讲授人生
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并教他们
读书、写字。

开笔礼意义非凡，关建人说，
古代未曾参加开笔礼的小朋友，
被称作蒙童，开笔就是门槛、标
志，开笔之后学童开始逐步摆脱
蒙昧，走上读书识字之途。“旧时
家长选择为子女开笔的老师是很
慎重的，德高望重、为人学问都是
很好的人，才能作为学童的榜样，
激励他们。”

开笔礼当日上午，艳阳高照，
但所有学童和家长对开笔礼都不
敢怠慢。正衣冠、行礼、诵读《千
字文》、启蒙描红、手心点墨、击状
元鼓、饮益智茶、登状元山……一
系列仪式感极强的环节后，200名
小朋友走上启蒙之路，投入知识
海洋。“我希望开笔后读书会越来
越聪明，能健康成长。”罗村中心
幼儿园小朋友蔡婉君笑着说。

“这样的方式挺好的。”家长
莫有凌说，平时家庭教育也会注
重国学教育，但是开笔礼能够让
孩子、家长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文
化。

深挖状元文化
激发文化活力

本次开笔礼是狮山罗村首届
“状元文化周”的子活动，此后还
将举办“状元文化”青少年征文、

“小记者”状元行等系列活动，不
断弘扬和传承状元文化。

因明朝状元伦文叙墓位于狮
山罗村，状元文化也因而成为狮
山罗村四大文化之一。活动还邀
请了伦文叙后人来到现场，见证
文化盛会。“狮山罗村以状元文化
动员、引领年轻一辈学习，吸收老
祖宗留下的文化精神内涵，这非

常值得称赞。”伦文叙第23代后人
伦汝财说。

一直以来，狮山罗村都致力
把四大文化（孝德、咏春、花灯、状
元）融入城市的市政建设中，创建
了状元公园、孝德景观大道、叶问
纪念馆以及孝德湖公园，让本土
市民在享受美丽景观设施之余，

感受传统文化活力。
为更深入挖掘历史人文资

源、传承弘扬伦文叙状元精神，
狮山罗村也对状元文化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探索，利用传统与现
代、创新相结合，打造出更丰富的
活动模式。“两代人共同体验中华
传统文化魅力，营造出热爱学习

的家庭氛围，使状元文化进一步
成为辐射全市的重要文化品牌之
一。”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
委员、副主任甘少常表示，希望进
一步培养文化发展的沃土，让文
化推动狮山社会经济发展，推动
建设生态、生活融洽发展的特色
小镇。

狮山罗村启动首届“状元文化周”，200名小朋友参加开笔礼

诵读千字文 学当小状元

■小朋友参加开笔礼。 特约通讯员/吴泳 摄

学生参观气象局
探秘气象知识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陈钰
君）“这次活动中，我们既开阔了眼
界，又学到了很多关于气象方面的知
识，真是受益匪浅。”日前，好友营爱心
学堂组织了30多名桂城新市民的子
女开展“认识城市之旅——走进佛山
气象局”活动，他们参观了佛山市气象
局，探究了“观云测雨”的奥秘。

参加活动的学生钟蕙攸觉得，气
象局一直都是一个“高大上”的名词，
此前，她对气象局的了解几乎空白。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有机会去了
解气象局的“庐山真面目”。

另一名学生王琳兴奋地说：“原来
我们看到的天气预报虽然只是短短的
几分钟，其中却蕴含了大气观测、数据
传输、收集处理、数值预报、预报分析、
制作预报这6个步骤。当中的复杂分
析、精心制作，无不体现出气象局工作
人员对待工作时兢兢业业的态度，这
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除了参观气象局，好友营爱心学
堂还邀请了佛山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
李彩玲给学生们开了个科普小讲堂，
讲解了暴雨洪水、冰雹等各种气象灾
害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科学防范气
象灾害等知识。

“现在大部分孩子，特别是新市民
子女对社会的认知较为片面，我们希
望通过举办这样的参观活动，增长他
们的见识，同时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
让他们更好地融入佛山。”好友营爱心
学堂社工范晶晶说，希望通过举办各
种活动，引导孩子们从不同渠道、不同
角度去接触佛山的人和事，慢慢帮助
他们融入佛山这个大家庭。

此外，爱心学堂还会在即将到来
的暑假，开展夏令营，陪伴新市民子女
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执法人员带领市民
检查学校食堂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沈芝强
通讯员/赵婷） 6月23日，2017年食
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在全市范围
内同步举行，南海区、九江镇两级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市民代表等，参观九江中学
的食堂。

当日上午，执法人员领着参观队
伍，先后对九江中学食堂的点心间、清
洗间、加工间、仓库、自检室等食品安
全功能间，进行全面检查。食堂负责
人在介绍点心间时说：“为保持食物的
质量和口感，我们只会在糕点中加入2
种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而且
加入的量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除此以外，其他食物不使用食品添加
剂。”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食堂点
心间干净整洁、工具摆放有序、标识清
楚到位，再加上封闭式管理和完善的
排风设备，充分保障了点心的安全卫
生。此外，执法人员还当场检查了食
品添加剂的台账，核查相关数据，确保
食堂食品安全。

九江中学食堂的各种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完善，台账记录及时，人员职责
分明，食品加工布局流程科学，得到现
场参观人员的肯定。

同时，区食药监局九江分局的食
品流动检测车也开到了九江中学，对
食堂当天的蔬果进行快速检测。一学
生家长选取了菜心和西红柿，要求执
法人员检测，他说：“现场台账虽然到
位，但亲眼看到检测结果才放心。”经
过检测，结果显示其选取的蔬果样品
无农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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