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为
聚焦船艇行业发展，助力行
业转型升级，挖掘企业实际
需求，展示近年来国际船艇
行业以及粤港澳大湾区船艇
创新发展的成就，日前，中大
创新谷开展“2019年新兴产
业培育工程之船艇篇——走
进船艇产业链”调研活动。

本次活动由高栏港区
产业发展局、平沙镇产业统
筹发展办公室指导，全国游
艇制造产业联盟、庖丁技术
转化中心、中大创新谷联合
主办，先后走访了太阳鸟游
艇(珠海)有限公司、珠海杰
腾造船有限公司、江龙船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
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
参与调研的专家包括吉林
大学珠海学院特聘教授、

“长江学者”杨柏，华南理工
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副院
长陈超核，吉林大学珠海学
院化工与新能源材料学院
副院长江连海等。

调研人员听取了高栏港
区关于船艇行业规划、建设
项目推进进度及产品生产等
介绍，结合高栏港区实际情
况，就高栏港区船艇建设进
展开展研究和讨论。

太阳鸟专注于高性能复
合材料船艇的研发、生产和
推广，是国内规模大、设计和
研发技术水平高、品种结构
齐全的复合材料船艇企业之
一。在参观生产基地时，太
阳鸟生产总监廖宜波介绍了
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状
况，针对目前公司重点关注、
部署的军工电子板块，高性
能船舶模成型复合材料以及

防污防腐材料，与调研专家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杰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8年，专业致力于
豪华游艇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每艘游艇的制造都严格
遵循ISO9001：2000国际质
量管理体系。

海星游艇在中国60英
尺以上中大型游艇市场占有
率高达50%以上，在中国市
场80英尺以上游艇市场占
有率超过70%，并持续保持
领先地位。海星游艇是中国
游艇制造商中，唯一进入全
球80英尺以上游艇30强企
业。目前，企业针对整体生
产流程寻求自动化升级，急
需制造类院所或优质企业提
供定制化的半自动产品，希
望后续能够在这一块实现技
术的升级和对接。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主要研发生产的“铝合
金-玻璃钢复合型高速船”

“多功能钢-玻璃钢复合型

豪华商务游艇”“钢铝水上执
法船”，是国内优秀的高性能
全钢质、全铝合金及多材质
复合船艇供应商，已取得各
项专利100余项，是中国渔
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指定的
中国渔业装备行业“钢-铝
船舶研发生产基地”和“钢-
玻璃钢船研发生产基地”。

为整合国内外游艇设
计、制造、配套资源，以技术
对接、科技项目对接、产业
资源对接、创新人才服务、
科技创新思维服务、科技金
融服务等形式为船舶游艇
企业服务，庖丁技术转化中
心将与中大创新谷、全国游
艇制造联盟联合打造游艇
交流合作协同平台——创
新中心。以加速国内游艇
产业上下游资源集聚，综合
世界游艇发展的经验与教
训，进一步提升我国游艇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
游艇自主设计、自主建造、
自主运营。

三单位到平沙开展船舶游艇企业需求调研

助力船艇行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正
在平沙镇投资2.4亿元建设
大型豪华游艇项目的海星游
艇迎来喜讯。近日，国际著
名游艇行业媒体《BoatInt-
ernational Media》每年发
布的《全球订单大全》中，海
星游艇成为中国游艇制造商
中唯一进入全球80英尺以
上游艇 30强的企业，位居
2018年中国游艇订单榜第
一名、全球超级游艇订单排
行榜第 16 名。自 2014 年
起，连续四年进入全球超级
游艇榜单前30强，成功晋级
国际知名品牌，跻身众多国
际一线品牌之中。

由美国知名权威杂志
《BoatInternationalMedia》
评选的年度榜单，是整个游艇

行业极具影响力的风向标，榜
单搜集每个船厂在上一年度通
过支付定金而进行确认的80
尺以上游艇的订单，报告了每
个年度游艇产业的确切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榜
单前20强中诞生了两名“全
球新星”，分别是来自中国的
Heysea Yachts（海 星 游
艇）以及意大利的 Can-
tiere delle Marche。

2017年 9月，Cantiere
delle Marche在法国戛纳游
艇 节（Cannes Yachting
Festival）携33.10米的新艇
Galego参展大放异彩，2018
年度更是以354米总长度挤
进20强排在全球榜单第19
位。

而近年来发展势头强

劲的 HeyseaYachts（海星
游艇），自 2014 年度进入
全球榜单前 30 强位居 25
位开始荣登国际舞台。让
人惊叹的是，在 2018 年度
的全球榜单中，以在建超
艇项目 12 个，总长度 400
米位列第 16名，已经发展
成为一个国际品牌，遥遥
领先于中国同行，在众多
国际知名大品牌中也不甘
示弱。这家创立才短短10
年的中国企业可谓是“中
国智造”的典型代表与“工
匠精神”的传承者，近两年
来逐步拓展了全球销售网
络，成功打入了欧洲、美
国、亚洲、澳大利亚、新西
兰、迪拜、东南亚及马耳他
等区域市场。

全球超级游艇制造商榜单公布

海星游艇排名升至第16位

太阳鸟游艇。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5月
11日至12日，珠海台创园永呈
园艺公司举办恐龙主题欢乐谷
活动，吸引许多市民带着孩子前
往观赏。

活动现场，恐龙主题欢乐谷
内大量逼真的恐龙模型、丰富的
恐龙种类、生动的场景再现、详
细的科普知识，将原始的恐龙与
原生态踏青结合，在娱乐的同时
注重科普知识教育。高仿真的
皮肤、电脑控制活动自如的身

体、语音控制系统发出的震撼嚎
叫，使恐龙如同真的复活一般，
让前来参观的大人和孩子们嗷
嗷尖叫。

一名观众兴奋地表示，在
这里，见识了霸王龙、黄河巨
龙、翼龙、永川龙、镰刀龙、特
暴龙、犹他盗龙等各种恐龙，
它们不仅身躯庞大，还能动，
更能发出逼真的吼叫声，穿梭
其中，仿佛置身于亿万年前的
侏罗纪世界。

台创园举办恐龙主题欢乐谷活动

观众仿佛置身侏罗纪世界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讯
员丘雅）5月 12日是国家防灾
减灾日，今年主题为“提高灾害
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5月6日至12日为防灾减灾宣
传周。为进一步深入开展防灾
减灾知识宣传工作，5月9日上
午，前西社区邀请珠海市气象局
在该社区党建示范基地开展“防
灾减灾知识进社区”宣传讲座。

结合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
安全防线”的主题，市气象局与
前西社区共同制定了详细的活
动方案。讲座中，工作人员利
用幻灯片向居民介绍各种自然
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
等身边常见灾害事故的应对防
范措施，重点对暴雨、雷电、冰
雹等气象灾害基本知识和防御
进行了细致讲解。以大量发生

在身边的案例，普及灾害常识
和避灾自救技能，增强了社区
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了
社区居民风险防范应对能力。
气象志愿者们还通过宣传栏、
宣传画、LED屏、发放防灾应急
手册等形式向辖区居民宣传讲
解相关法规政策和防灾减灾知
识，就居民比较关心关注的气
象问题进行答疑解惑。通过此
次宣讲，普及推广气象防灾减
灾知识和科学避灾自救技能，
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灾害风险
防范意识，为社区防灾减灾构
筑了一道生命防线。

市气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职能部门通过向基层群众传播
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将气象防灾
减灾“最后一公里”的距离缩短
至“零”，既密切了党群关系，又
凝聚社会及社区“正能量”。

珠海市气象局走进社区

传播气象防灾减灾知识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为了让
高栏港区广大女职工感受到工会
组织的关爱，5月12日，由高栏港
区总工会、平沙镇总工会、平沙工
友驿站联合组织的“关爱女职工，
情暖母亲节”亲子瑜伽活动在工
友驿站活动室举办，吸引了11组
职工家庭报名参加。

为了让妈妈们和孩子们在
玩中训练，在训练中增强体能，
本次活动邀请了专业瑜伽老师
授课，伴随着轻柔的音乐，老师
耐心地教着、示范着，活动中充

满了家长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场面十分温馨。通过瑜伽体式
动作教学，让孩子与妈妈有了更
亲密的接触，在体式互动环节中
孩子与妈妈配合默契。亲子瑜
伽互动结束后，孩子们给妈妈们
送上了爱的祝福与亲情的拥抱。

本次活动，孩子通过与妈妈
亲密接触后，感受到妈妈的辛苦
与付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
用自己的小手去呵护妈妈、关爱
妈妈，让每一天都是温暖的母亲
节。

平沙工友驿站举办亲子瑜伽活动

11组职工家庭报名参加

恐龙主
题欢乐谷内
大量逼真的
恐龙模型深
受小朋友喜
爱。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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