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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而冠” 顺德龙江“两展”开幕

龙江家具企业上市联盟正式启动

家具产业是龙江的根和魂，“为美

好生活而制造”已成为龙江家具人的自

觉追求和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 3 月 16

日上午， 第 40 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和

第 30 届亚洲国际家具材料博览会

（下

称“龙家展 ”）

在顺德龙江开幕，现场客

商云集，共赴这场家具行业的盛会。 开

幕式上，龙江家具企业上市联盟正式启

动，龙江家具文化纪录片《家居里的中

国》也同步签约启动。

“二十而冠”，龙家展逐渐打造成一

个集行业交流、贸易成交、渠道扩展等

功能于一身的商贸平台，为参展商与宾

客创造价值。 现在的龙家展是广东四大

家具展会之一，是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家

具展会，推动龙江成为全国重要的家具

产业基地。

本届龙家展采用五大展馆联展，线

上线下联动的创新模式———前进汇展

中心和亚洲国际家具材料交易中心两

大主会场，玛奥汇展、米兰汇家居展贸

中心、 世博汇三大分会场形成五馆联

展，同步以云端展与渠道直播的新零售

手段，为展品展出和客商参展提供了全

天候的宽阔平台。

龙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春刚表

示：“龙江镇党委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

推动家具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 2018 年

以来， 龙江全力攻坚村级工业园改造，

提升家具产业发展土壤，为家具企业发

展腾出空间、造好环境、打造载体。 ”他

说，通过村级工业园改造，我们为一批

优秀的本土家具企业增资扩产提供了

土地载体，并已经完成了供地。

开幕会上，家具企业上市联盟的成

立，将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加快推进

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 强化集群优势、

品牌优势，开辟龙江家具企业规范高效

发展的新局面。

据悉，早前，龙江已出台了家具产

业“振兴十条”和“扶强十条”，发挥家具

全产业链的优势，向产业聚集和产业链

延伸要效益，推动龙江家具向“微笑曲

线”两端发展，以创新设计引领龙江家

具产业迈向中高端。龙江还将以“科技+

金融”推动家具产业升级转型，支持家

具龙头企业股改上市，打造“数字化”工

厂；支持职业教育发展，推动产学研融

合发展，加强产业人才支撑；挖掘龙江

家具文化底蕴，以文化助力打造千亿家

具产业集群、 全球高端家具产业中心，

努力争创全国家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

展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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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佛美术界学者齐聚石湾共话当代艺术

日前，广东千禧一代艺术群体特展

研讨会在广东新石湾美术馆学术报告

厅举行， 广佛两地的美术界专家学者

共聚一堂， 围绕何为“千禧一代”、 当

代艺术特点、 民营美术馆对当代艺术

的推动作用、 民营美术馆浪潮下的新

石湾美术馆、 对青年艺术家的寄望等

话题进行了讨论， 为当代艺术的发展

提出了新的建设性观点。

据了解， “千禧一代” 是指出生

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 伴随着电脑和

互联网成长的一代。 这一群体个性张

扬， 乐于尝试创新， 在艺术创作中直

接呈现了新锐艺术的鲜活生态。 广东

省美协专职副主席王永认为， 广东是

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 需要多元的艺

术呈现， “千禧一代” 既有岭南艺术

革新的精神传统， 也有自身独特风格

的创造力， 将为广东的艺术面貌注入

新的活力。

与 此 同 时 ， 记 者 获 悉 ， “在

场———广东千禧一代艺术群体特展”

于 1 月底在新石湾美术馆开展， 目前

仍在热展中， 展览将持续至 3 月 30

日。 据了解， 本次展览展出了广东 13

名青年艺术家的 40 件作品， 涵盖油

画、 国画、 雕塑、 装置等门类， 呈现

了“千禧一代” 艺术家面对当代社会、

当代生活的新探索、新实验，使观众能

更多元、更全面地了解广东当代艺术的

最新面貌。

展览策展人陈晓勤表示，当今的交

流方式不需被局限在传统框架之内，希

望借由这个展览，引起学界与公众对广

东千禧一代艺术家的关注。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通讯员 李彩兰

佛山移动为民服务暖人心

实施“民心服务工程” 推出“八大服务举措”

如何让客户话费算得清、优惠对得

上、收费看得懂？今年“3·15 消费者权益

日”， 佛山移动在禅城区王府井广场开

展现场咨询宣传活动，让消费者进一步

了解资费透明情况。

2021 年， 在广东移动的统一部署

下， 佛山移动大力实施“民心服务工

程”，面向社会推出“八大服务举措”，围

绕透明消费、信息安全、数智服务、民生

服务四大重心，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贡献

力量。

凝心聚力为民服务，

民心工程提升客户满意度

针对不同的疫情防控场景， 佛山

移动探索出多样化支撑。公共出行方

面， 基于 5G 健康码智能通行系统，

高效完成“人、证 、码 ”三合一验证 。

在线医疗方面 ， 推广部署互联网医

院， 为患者提供一站式互联网诊疗服

务。 个人防疫方面，在“广东移动智慧生

活”APP 设置防疫专区， 提供特色防疫

信息化服务。

老年群体如何享受关怀服务？ 佛山

移动在 10086 服务热线设

置“尊长专席”，65 岁以上

的老人拨打 10086 可直达

人工专席， 享受 1 对 1 的

咨询与解答服务。 在营业

厅设置低柜柜台和爱心

座椅，制定老年人智能手

机使用手册、防诈骗指引

等“适老”资料。 在“中国

移动 10086” 微信小程序

及“广东移动智慧生活”

APP 上线老年人关怀版本， 提供大字

体、简约界面操作服务。

5G时代提质增效，

数智服务创造优质体验

据了解，目前佛山移动已在全市建

设 5G 基站近 5000 个，推动 5G 深度融

入社会各个环节， 提升定制化网络体

验，保障公众网络安全稳定、行业支撑

敏捷高效。

佛山移动全面推出宽带 24 小时服

务，接到客户办理装移机及上门维修需

求后，2 小时内有专人联系客户预约上

门服务，24 小时内完成安装或修障。 目

前佛山 98%的房屋楼宇已覆盖移动宽

带，全体智慧家庭工程师为客户的网络

保驾护航。

在信息安全方面，佛山移动严格保

护客户信息，实现新入网客户实名登记

率 100％。 同时，大力整治垃圾短信、骚

扰诈骗电话等不良信息，营造清朗网络

空间。

“民心工程”惠人民，为民服务暖人

心。 佛山移动将始终以人民和社会经济

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全力推进信息发

展红利全民共享、信息发展成果普惠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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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移动

“八大服务举措”

阳光消费，更放心。 持续落实

三项增值业务透明消费举措 ，保

障客户消费知情权和选择权。 安

全守护，更安心。 保护客户个人信

息，大力整治垃圾短信、骚扰诈骗

电话等不良信息。

5G

融合，新业

态。 推动

5G

深度融入社会管理、

行业应用和客户生活的各个环

节，促进千行百业提质提效。 粤享

5G

，新体验。 开发手机客户端“粤

享

5G

”，聚合

5G

生态链上各方创

新应用，为客户带来沉浸式的

5G

应用体验。 适老服务，添暖意。 在

10086

服务热线、营业厅等线上线

下渠道推出关爱老年人服务。 线

上服务，新守候。 官方线上渠道提

供五大类

200

多项服务 ，

7x24

小

时为客户在线守候。 疫情防控，添

助力。 针对公共出行、在线医疗、

个人防疫等不同场景， 为疫情防

控提供有力支撑。 千兆宽带，添精

彩。 全面推出宽带

24

小时服务 ，

自约定时间起 ，

24

小时内完成安

装及网络测通。

顺德龙江“两展”开幕式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