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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东莞清溪保税物流中心

去年进出货值超61亿美元

1月9日， 牡丹江和甘孜州

九龙县绿色食品推介会在东莞

茶山生产力促进中心举行。 据

悉， 本次推介会邀请了当地优

质企业随团参与， 现场很多特

产被消费者“抢购一空”。 参展

企业代表现场表示， 此次展会

对企业发展和品牌打造等多方

面均有重要的意义。 希望以后

可以多举办类似活动， 让企业

及产品真正走出去。

在推介会上， 据甘孜州九

龙县委常委、 副县长莫伟鸣介

绍， 九龙县藏乡农产品销售公

司同茶山生产力促进中心签订

了产销战略合作协议， 隆之汇

公司代表同广东壹号食品有限

公司签订了牦牛产业战略合作

协议， 同时各企业与东莞供销

社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这

一系列协议的签署， 意味着为

九龙农特产品走进广东， 走进

东莞打开了一扇大门， 也意味

着东西部合作更加紧密。

东莞茶山生产力促进中心

负责人表示，为了助力东莞“食

安城”创建，茶山生产力促进中

心搭建集采食安大数据服务平

台， 为食品产业提供全产业链

式专业服务。 本次推介会推动

促进中心与牡丹江和甘孜州绿

色食品对接， 带动三地的农业

发展， 增强中心农产品保障供

应能力。

东莞市发改局援建办主任

胡德安表示， 举行牡丹江和甘

孜州绿色食品展， 是东莞对口

支援甘孜州九龙县， 以及与牡

丹江市对口合作以来， 务实推

动经贸合作的重要举措。 2018

年9月和11月，东莞分别组织了

一批东莞企业赴牡丹江市和甘

孜州考察， 促成了一批项目的

交流与合作。

东莞与牡丹江、 甘孜州虽

然山水相隔， 但经济的关联度

大、产业互补性强。 东莞拥有近

6万家工业企业， 产品门类齐

全、质量优良，符合东北地区和

西部地区的市场需要。 而牡丹

江和甘孜州生态环境优良，特

色农产品在东莞饮食市场大受

欢迎。 加强两地之间的产业合

作和经贸往来， 共同开拓内需

市场， 不仅可以为莞货西行东

出、 龙江特色产品和川货南下

提供便利， 也有利于牡丹江和

甘孜州扩大开放之门， 吸引东

莞乃至珠三角企业到牡丹江和

甘孜州考察投资， 开辟逐步承

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通道， 为东

北和中西部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清溪宣

记者近日从东莞清溪保税物流中心

管委会获悉， 去年该中心累计进出车辆

31915辆， 进出车次61931辆， 进出货值

617661.51万美元。

据介绍，清溪保税物流中心

（

B

型）

一

期项目自封关运营以来，在招商引资方面

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据统计，2018年在

清溪保税物流中心开展业务的企业有

1552家，其中清溪镇企业138家，同比增加

42家，增长44%；非东莞地区企业超过600

多家。 辐射范围已扩大至全国多个省份，

为东莞以及珠三角乃至国内多个省份的

外贸进出口通关提供了快捷有效的服务，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作用日益

凸显。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29日，该

中心累计进出车辆31915辆， 进出车次

61931辆，进出货值617661.51万美元。

据了解，清溪保税物流中心

（

B

型）

项

目一期用地面积约12.4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约10.2万平方米。 当前，清溪保税物流

中心共有10家进驻企业，合计租用仓库面

积53622平米，占总仓库面积69.64%，堆场

14300平米，占总堆场面积100%，所有进

驻企业及其承租的仓库、堆场均通过海关

登记备案，并已在保税中心内正常开展业

务。

黄埔海关驻凤岗办事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清溪“B保”运营以来，协同有关部门

组织镇台商会、港商会、倍增企业召开政

策宣讲会，协助海关开展“百企行动”，将

以往企业“跑腿”变为政策红利“送货上

门”；主动借鉴自贸区改革经验，积极开展

跨境电商、分送集报、先进区后报关等多

项新业务，并尝试探索开展仓储货物按状

态分类监管，帮助试点企业有效拓展业务

类型，使其更具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

第四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4月在莞举行

第四届中国

（广东）

国际印刷技术展

览会

（

PRINT CHINA 2019

）

将于4月9~13

日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据悉，

截至目前，此次展会的展位销售已接近尾

声，预计参展企业1200余家，展出面积14

万平方米，将吸引中国及世界各地的专业

观众超过20万人次。

本次展览会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

工业协会、广东省印刷复制业协会和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联合主办，东莞市

中印协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印协

华港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 1月9日，

“PRINT CHINA 2019 国际媒体周”活动

在东莞龙泉国际大酒店举行。 来自俄罗

斯、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孟加拉、泰

国、美国、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印刷媒体、印刷行业协

会及亚洲印刷联盟代表，以及主要参展厂

商代表共计近200人参加活动。

会上， 广东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 经过三届的成功举办， 中国

（广

东 ）

国际印刷技术展已成为展示产品、

传递信息的有效平台， 是贸易洽谈、 交

流合作的重要渠道， 是印刷行业发展的

“风向标”， 为广东省及全国印刷业市场

挖掘潜力， 增强活力， 满足内需， 走向

国际， 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希望

第四届展会真正成为世界印刷行业前沿

技术产品的展示舞台、 名优精品的聚集

地、 信息交流的会聚点， 成为指引当今

印刷产业发展方向的盛会。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据统计，截至2018年5月，广东省现有各类印刷企业1.61万家，全省印刷工

业总产值2345亿元， 从业人员65万人， 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规模印刷企业

829家，对外承接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印刷品，承接境外印刷业务工业

总产值

达

390亿元。 全省有19家印刷复制企业入选全国印刷复制示范企业名

单，占全国总数的近五分之一。 在沪、深两市上市印刷企业5家，在新三板及境

外上市的公司数量近20家，位居全国的前列。

记者近日从谢岗镇获悉，

1

月

6

日

谢岗振华学校举行 “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揭牌仪式， 并聘请前

AC

米兰青训队主教练

Edu

先生为该校

足球队总教练， 计划在三年内培养一

支市级青少年优秀足球队。

活动上 ， 振华学校与华文教育 、

中天足球俱乐部三方就共建足球培训

基地及学校足球队达成协议。

Edu

先

生在现场进行足球教学公开课。 据介

绍，

2018

年

8

月， 振华学校获国家教

育部评定为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 ”。 近年来 ， 振华学校通过丰

富多彩的校园足球活动， 打造精彩纷

呈的校园足球文化， 全面提升校园足

球水平，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

展。

振华学校德育校长李双全说：“挂

牌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可以更好地鼓励、激励、鞭策我们在今

后进一步开展校园足球的课堂教学 ，

以及在组织管理等方面有所提升。 ”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谢岗宣 摄影报道

牡丹江和甘孜九龙县

绿色食品东莞受欢迎

前AC米兰青训队主教练执教谢岗一学校校队

计划三年培养一支市级青少年优秀足球队

1

月

8

日晚， 东莞市行政中心广场

都市彩虹剧场灯光绚烂多彩， 现场坐

满了志愿者和市民， 大家一起观看了

由珸琹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

当晚， 珸琹组合演唱了十多首歌

曲，大部分是他们的原创作品，比如为

文化志愿者创作的主题曲 《爱的神

画 》、 为 莞 马 创 作 的 主 题 曲 《

JUST

RUN

》、为网红小说《斗罗大陆》创作的

歌曲 《献祭 》，还有曾获得广东省群众

原创文艺作品评选一等奖的作品 《雪

花训》等。 另外，古琴演奏家康夫、“小

冯绍峰”曾志祥、“东莞民歌王子”彭若

坚也助阵演出。

珸琹组合是国内首个梦幻流行花

腔组合、珠江艾茉森签约艺术家，由东

莞市文化馆青年才俊巫锡卉、 覃妮组

成。接下来，他们将于

1

月

13

日晚，在东

莞市横沥镇金牛公园为外来工送去一

场以 “小城大爱 幻声花语 ”为主题的

演唱会， 感恩外来工为东莞建设作出

的积极贡献， 为他们送去文化暖流和

新春的祝福。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李丹 利民 摄影报道

珸琹组合献歌东莞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