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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作家出任反诈骗形象大使

佛山顺德公安“千人千场”反诈骗主题征集活动近日启动

4 月 9 日上午， 在佛山市公安局的

指导下， 顺德区公安局联合顺德图书

馆、顺德区作家协会在顺德图书馆举办

“千人千场” 反诈骗宣传活动之主题文

章和宣传口号征集活动启动仪式，顺德

区公安局副局长何欣全、顺德图书馆馆

长舒翔、顺德作协副主席王茂浪等领导

出席，顺德作协会员代表、十镇街文学

会会长、 师生代表等 100 多人参加，12

名作家出任顺德区公安局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形象大使。

近年来，利用通信工具实施的非接

触式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多发高发态

势。 为进一步提高市民防范意识，顺德

区公安局举办顺德区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主题征集活动，邀请顺德区范围内的

作家、院校师生、广大市民参与创作，用

文学作品帮助身边的人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 本次征稿类型有主题文章和宣传

口号两项，征稿起止时间 2019 年 4 月 9

日至 2019 年 6 月 1 日， 具体的征文启

事已在“顺德警察”、“顺德图书馆”、“顺

德作协”微信公众号发布。

公安局副局长何欣全在致辞中表

示，为了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渗透到顺

德区各行各业，走进文学界，顺德区公

安局特别发出邀请，希望通过顺德作家

的影响力，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揭露诈骗

手法， 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让

更多人擦亮双眼，不要上当受骗，形成

携手共筑安全防范网的新局面。

当天，在顺德区公安局和顺德区作协

经过前期的共同研究，在顺德作协区属和

十个镇街的文学会班子中，诚挚邀请黄伟

成先生等 12名顺德作家为顺德区公安局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形象大使”，当天

进行了简单的颁授聘书仪式。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王国威

通讯员 梁晓茵

盐步内衣下周亮相

深圳国际品牌内衣展

近日， 记者从大沥镇宣传文体办获悉，4月

20日，由“盐步内衣独家荣誉冠名的2019‘第七

届’魅力东方·时尚盐步”中国国际内衣创意设

计大赛决赛将登陆深圳会展中心，亮相SIUF中

国

（深圳）

国际品牌内衣展。

据悉，魅力东方·中国国际内衣创意设计大

赛是目前中国内衣行业覆盖面最广、参赛选手

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专业大赛之一，本届大赛

共吸引了300余家专业院校、50余所社会教培机

构的众多专业设计师人才参与。

今年，为助力本届大赛，盐步内衣企业联盟

的6家知名内衣企业还为部分选手提供了技术

支持。 除了大赛决赛以外，在本次的SIUF中国

（

深圳

）国际品牌内衣展上，来自盐步的内衣企

业还将带来精彩的时尚内衣专场秀。

大沥盐步是国内最早生产内衣的地区，盐

步内衣已成为全国中高档品牌内衣最集中的产

业集群之一。目前，盐步内衣生产及关联企业已

超过800家，拥有超过300个自主品牌，在中国内

衣15个消费主导品牌中，盐步内衣就占了7个。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通讯员 刘成

近日， 佛山市禅城区交通运输

局启动绿景路

（汾江路至文华路）

及

季华三路

（江湾路至禅西大道）

慢行

系统升级改造工程。目前，绿景路工

程已完成施工招标工作并办理施工

许可，全部手续已完成，开始围蔽施

工； 季华三路工程已办理完成工程

施工许可，即将开工建设。

绿景路工程预计 10月完工

绿景路

（汾江路至文华路）

慢行

系统改造工程范围东起文华中路，

西至汾江南路，全长 2.2 公里。 该项

目目前开始围蔽施工，预计 2019 年

10 月完工。 现状路面两侧多为商住

区，路面破损比较严重，路面多个位

置断开，人车争道情况较突出，存在

非机动车道乱停车现象。

此次改造， 非机动车路面将重

新铺设，设置机动车、人行道、自行

车道分离， 沿路加装阻车设施及过

街位置标志， 加装护栏、 阻车警示

桩。同时，因地制宜设置自行车停车

点、 小车停车位， 满足不同出行需

求。项目以疏代堵，力求做到实现机

动车、自行车、行人各行其道、舒适

出行。

季华三路工程

采取分段围蔽施工

此外，季华三路

（江湾路至禅西

大道）

慢行系统升级改造工程改造

路线长度约 1900m， 采取分段围蔽

施工，每段约 600 米。目前工程施工

许可已办理完成， 待全部手续完成

后就可以开工建设。

现状的季华路为城市快速路，

道路两侧设有慢行系统， 为人行道

和非机动车共用， 未划分专用的非

机动车道，路权不清晰，且部分人行

道砖破损和不连续， 路缘石材质不

统一，盲道样式和宽度不统一。商铺

前空间较窄， 机动车停车会占用部

分慢行系统空间， 影响了行人的通

行空间和出行安全。

针对现存问题， 此次改造将划

分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在非机动

车道上进行沥青铺装， 人行道重新

全面铺装花岗岩， 统一路缘石的材

质及盲道的样式和宽度，增设护栏、

停车位、 指引牌， 完善慢行系统指

引。 同时，在商铺与人行道之间，因

地制宜增设机动车停车位和单车停

车架。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禅城启动两路段慢行系统提升工程

绿景路段工程预计10月完工 季华三路路段即将围蔽施工

4 月 9 日，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佛山

顺德）

基地及香港科技大学-博智林联

合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广东佛山顺德博

智林机器人实验中心举行。 活动上，香

港科技大学、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

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签署了“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

（佛山顺德）

基地”三方

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同为“港澳青年创新

创业

（佛山顺德）

基地”揭牌。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郭文

海肯定了此次合作的重要意义， 他说：

“碧桂园集团博智林机器人公司成立八

个月以来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进展。 新时代大湾区的发

展， 离不开港科大和博智林的科研实

践。 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人

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

对此，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表

示：“我们与博智林合作在机器人及其

相关的领域上推动研发， 鼓励创新，栽

培人才。 博智林的投入和应用场景将有

助科大继续履行其使命”。

记者了解到，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佛

山顺德

)基地由香港科技大学、佛山市顺

德区人民政府和博智林机器人公司共

同支持。 博智林机器人公司将发挥其市

场、产业、资金等方面的优势，香港科技

大学发挥其在人才、 科研等方面的优

势，顺德区政府则提供灵活的政策扶持

及完善的配套建设。 引入中山大学顺德

研究院、 佛山湘潭大学绿色智造研究

院、东北大学顺德研究生院等高水平科

研平台，力求营造一个在粤港澳大湾区

适合科技创新、创新创业的产城人结合

的科技城。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王国威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佛山顺德基地揭牌

冼英伟当选

乐从镇镇长

4 月4 日下午， 乐从镇召开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

闭幕。 会议依法进行投票选举，冼

英伟当选为乐从镇人民政府镇长，

郑建华当选为乐从镇人民政府副

镇长。

乐从镇正面临粤港澳大湾区、

中德工业服务区、佛山三龙湾创新

集聚区、顺德率先建设省高质量发

展机制体制创新实验区等多重机

遇。 新当选的乐从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冼英伟表示：“区域优势叠加，

乐从基础好、载体多、平台定位高、

开放程度高， 但仍要抢抓机遇，推

动乐从高质量发展，做到城市高品

质建设，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民高

质量生活”。

冼英伟还表示，2019 年乐从镇

要对标一流的城市形态，按照生产

生活生态融合共生的思路加速城

市蝶变， 以佛山中心城区形态提

升、国家特色小镇、国家水利风景

区建设为抓手，全面优化提升交通

网络、中心城区形态、基础设施、城

市精细化管理；紧抓三龙湾高端创

新集聚区发展契机，立足中德工业

服务区核心区所在地的开放优势，

内挖潜力、外引资源，优化存量、扩

充增量，切实增强全镇经济创新力

和竞争力，面向湾区打造现代服务

业和科技转化的产业高地、龙头节

点； 进一步实施精细化的城市管

理，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坚持

把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出发点

和落脚点，从群众最关心、最需要

的事项入手，集中财力补齐民生短

板，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翁嘉杭

顺德公安首邀作家出任反诈形象大使。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