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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记者近日从塘厦获悉，今年“五一”

期间， 塘厦镇将举办 2019 第一届东莞

塘厦汽车消费文化节活动，据主办方介

绍，本届汽车消费文化节由东莞市汽车

行业协会主办， 活动场地面积达 30000

平方米，目前有奔驰、宝马、雷克萨斯、

凯迪拉克、丰田、沃尔沃、大众等主流汽

车品牌参加，后续将有更多品牌参与到

本届汽车消费文化节。

近日，塘厦镇商务局召开“2019 第

一届东莞塘厦汽车消费文化节”工作协

调会，塘厦镇副镇长陈广莲表示，举办

汽车消费文化节活动旨在提升林村汽

车产业城知名度，强化林村汽车产业城

在临深片区的辐射能力。

据了解，第一届东莞塘厦汽车消费

文化节于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3 日在塘

厦体育馆南区停车场举行。 据介绍，本

届汽车消费文化节集塘厦及附近镇街

汽车流通企业、 金融保险等服务商，多

品牌联合，优惠多多，融合全产业链服

务项目。 主要活动有新车、平行进口车、

新能源汽车、房车销售展示，分为 4S 品

牌形象区、新能源汽车区、汽车体验活

动区等多区域；更有汽车后市场展销及

服务体验、老爷车展示、激情汽车漂移、

汽车模特秀表演、美食嘉年华、汽车摄

影大赛等 10 项活动助力。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塘厦宣 秋平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叶惠涛

近日， 记者从大朗镇毛织办获悉，

第十二届中国

（ 大朗

）毛织服装网上设

计大赛现已正式接受报名。 作为大朗

“织交会”的专项活动之一, 中国

（ 大朗）

毛织服装网上设计大赛由中国毛纺织

行业协会主办，东莞市毛织服装设计师

协会承办。 第十二届大赛以“潮·悦”为

主题，秉承着大朗的一贯特色，以毛织

为亮点， 结合现代设计师的裁剪与设

计，将时尚、文化与毛织融合在一起,为

大朗毛织注入新鲜血液。

选手有机会直接晋级

30

强

中国 (

大朗

) 毛织服装设计大赛自

2003 年开办以来，着力于发掘和培养更

多优秀的时尚毛织服装设计师，每年吸

引大量在校师生以及职业设计师进行

创意切磋和才华较量，成为国内时尚毛

织类目中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赛事之一。

今年两次比赛继续实行“两赛联

动”的创新举措，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大

朗)毛织服装网上设计大赛的“金奖”和

“最具商业价值”奖的选手，可直接获得

第十七届中国(

大朗

)毛织服装设计大赛

30 强晋级名额，可谓是为设计师们又开

辟了一条“让创意产生价值、让梦想照

进现实”的“捷径”。

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大赛时间为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0 日。 据介绍，此次大赛不收取任何参

赛费用，参赛对象面向国内外服装专业

院校、艺术院校师生，企业在职设计师，

自由设计师等，年龄不限，均可报名参

加。 报名流程可具体登录官网 dlmz.cfw.

cn 或者 CFW 服装设计网 art.cfw.cn 在

线投稿。 本届大赛设金奖 1 名，可获奖

励 5000 元人民币。 获奖选手可以参加

大朗毛织夏令营和毛织设计培训，并且

在毛织企业进行实操培训。

作品要求：男女装不限，作品充分

体现毛织服装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

感和文化品位，具有商业价值，完整的

系列化及服饰配套， 每个系列设 5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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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图中， (

规格 ：

297

毫米

x420

毫

米 ，即

A3

尺寸 ，原大

300DPI

、格式为

JPG

格式的图片

)， 并在左上方标明作

者及作品名称。 须另附工艺制作图一

张，尺寸与效果图一致，注明毛纱和面

料小样。

记者从谢岗获悉，谢岗黎村村环窑

贝塘亲水绿道工程快推进二期工程建

设，预计今年 6 月份完工。

据介绍，谢岗黎村村环窑贝塘亲水

绿道工程是谢岗镇美丽幸福村居工程

项目之一，黎村村环窑贝塘亲水绿道二

期工程于 2018 年 11 月开始动工建设，

目前挡土墙已经完成，凉亭框架结构初

显，拱桥基本做好，目前已已完工程量

的一半。 据介绍， 二期工程主要包括

2500 平方米的窑贝广场、约 1 公里长的

绿色步道两个项目， 总投资约 700 万

元。

黎村村党工委委员罗金棠说介绍，

二期和一期是一个整体， 建成之后，整

个绿道环绕窑贝塘， 长度大概有 2.2 公

里。 此外，为了方便村民出行，黎村村今

年内除了计划实施通往旧屋和离屋分

社的村道建设和墩头上桥鱼塘综合整

治项目外，还将启动旧村首期约 300 亩

的城市更新前期服务工作， 改变旧村

“脏乱差”的面貌，为村民提供优质舒适

的生活环境。 住在窑贝塘附近的村民罗

杨森告诉记者，经过整治后村内的村居

环境焕然一新。 晚上 7 点钟之后，很多

本地村民和外地务工人员都过来这里

散步。

罗金棠表示，村委会收购一些旧的

厂房、物业，通过‘工改工’项目，盘活闲

置的资金，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进一步

完善公共设施配套。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谢岗宣

面对今年荔枝成花数量骤减、荔

枝减产已成定局的局面，位于新围的

厚街云雾荔枝专业合作社抱团取暖，

探寻荔枝高产优产新出路：合作社计

划建立荔枝优质品种转换区，力争在

两三年内建成多品种、高质量、高效

益的名果耕作区。 日前，东莞厚街云

雾荔枝专业合作社举行了荔枝品种

改良嫁接技术交流会，并特邀华南农

业大学及市农业办专业人士、资深荔

枝种植大户举办荔枝病虫绿色防控

与统防统治融合示范推介会。

荔枝“黑马”逆袭保高成花率

“厚街镇荔枝成花率低是因去冬

早春气温偏高，土壤湿度偏大、空间

温度小以及光照时数少、阴天持续较

长所致， 加上去年荔枝迎来特大丰

收，树体营养严重亏空，营养积累与

消耗失衡， 因此造成荔枝成花率骤

减。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高级园

艺师、曾兼该校中国荔枝研究中心副

主任王泽槐近期经过对多地荔枝园

实地走访、比较分析，总结出了东莞

荔枝成花率偏低的多种原因。 当然，

荔枝品种今年并非集体“唱衰”，很多

“适应力强”的荔枝“黑马”浮出水面。

今年， 除了广东晚熟品种荔枝桂味、

糯米糍的成花量比 2017 年、2018 年

减少仅剩 10~20%外，早中熟品种如妃

子笑、白糖罂成花较好，有的甚至达

到 90%；管理好、控梢促花技术到位的

果园成花率高。

究其原因，业内人士分析，糯米

糍和桂味受天气影响较大，遇到去冬

今春的境况出现少花少果的惨淡情

况概率偏大。 而观音绿、仙进奉等荔

枝品种在花芽分化期间受天气影响

不大，甚至不受影响，成花率高、不易

裂果，甚至产量高、果质和果色优，在

市场销路好。

针对未成花的荔枝树如何处理等

问题，专家支招，一方面，可通过回缩

修剪、抑制顶端优势，调整树形结构，

达到树形矮化、树形结构合理，更新复

壮。 另一方面，高接换种，优化品种结

构，筛选适宜当地气候条件、有市场优

势的优良品种， 如广西优质品种或高

接广东晚熟新优质品种， 包括井岗红

糯、红蜜荔

（ 冰荔

）、仙进奉、观音绿、岭

丰糯，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提升

荔枝产业整体素质和经济效益。

拟建品种转化示范基地拓新机

作为东莞荔枝的主产地之一，厚

街镇以种植糯米糍和桂味为主， 经过

这次“大考”，厚街云雾荔枝专业合作

社将建立品种转化示范基地， 力争在

两至三年时间内建成多品种、高质量、

高效益的名果耕作区。

新围现有荔枝果农 1120 个种植

户， 共计种植荔枝达 2.5 万亩。 据该

合作社社长李福明透露， 合作社将把

基地变成果农学习课堂， 培养一批优

秀人才最终带动整个合作社社员。 定

期组织果农到周边镇街有经济效益的

果场参观取经。 同时引进优质、 畅销

的荔枝品种培植发展， 并多渠道采集

更换优良品种， 全面进行合理调整。

届时， 合作社鼓励种植大户划出

部分果树培植嫁接， 既免费提供种苗

又将派技术人员开展现场指导， 并将

实行奖励制度。 “合作社率先向果农

推广嫁接质量高、 产量高的优质荔

枝， 从目前来看， 岭丰糯、 观音绿、

塘厦红、 仙进奉等品种在市场上供不

应求， 将作为嫁接首选品种。” 李福

明表示。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何津津

毛织服装网上设计大赛开启

截至6月10日，金奖得主可在毛织企业进行实操培训

首届东莞塘厦汽车消费文化节“五一”举行

荔农抱团觅良招

建优质品种转换区

谢岗黎村亲水绿道六月完工

大朗镇

厚街镇

黎村村环窑贝塘亲水绿道工程。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