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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步将在华衍学校设4个公办班

两个小学班和两个初中班，提供约200个学位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日前，记者从东莞市寮步镇教育局

与华衍学校合作办学、寮步镇香市中学

教育集团签约揭牌仪式上获悉，今年寮

步镇将在华衍学校设立4个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班， 为户籍学生提供约200个公

办学位。 当日，寮步镇香市中学分别与

石龙坑小学、华衍学校签订集团办学协

议，正式成立香市中学教育集团；寮步

镇教育局与华衍学校签订合作办学协

议。 此次签约标志寮步镇积极探索集团

化办学与合作办学新模式，开创共同发

展新路径，实现优势资源共享，进一步

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据悉， 香市中学的前身是寮步二

中，创办于1981年。 2002年，寮步镇政府

以寮步二中为基础，融汇寮步中学分流

过来的部分师生， 兴建了这所高标准、

高起点的新型现代化学校。 华衍学校是

由东莞市华衍教育集团倾力打造的一

所集小学、 初中于一体九年一贯制，走

读、寄宿双轨运行的民办学校。 石龙坑

小学创办于1938年，前身是现在的韩氏

宗祠。 目前，该校已成为一所办学基础

坚实、教学质量稳定向上、学校发展和

谐、具有以信息技术为主重点和以毽球

运动为次重点的教育特色的小学。 这三

所学校组团发展成立香市中学教育集

团，既有统一的协调，又相对独立，将实

现互惠互助、共同成长。

东莞市寮步镇副镇长曾明山表示，

集团化办学是学校组团发展的模式，以

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等

方面统一管理，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

享。 寮步镇将以组建“香市中学教育集

团”为依托，不断探索集团发展的路子，

放大集团办学的效应，促进教育向优质

化、均衡化方向发展。 他希望香市中学

教育集团以创“市内一流”为目标，认真

制定行动计划，细化工作措施，力争三

年内把集团学校建成东莞市内优质品

牌学校。

与此同时，寮步镇宣传教育文体局

与华衍学校将加强合作， 探索与实践

“民办学校开设公办班”。 寮步镇宣传教

育文体局将选派管理团队进驻华衍学

校，并在华衍学校设置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班，实施公办班与民办班并存共进机

制，全面提升办学质量。 今年秋季，寮步

镇将在华衍学校设立4个公办班，包括2

个小学班和2个初中班， 每个班招生约

50人， 为户籍学生提供约200个公办学

位。

长安“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大赛落幕

日前， “学习身边英雄， 传承

红色基因” ———东莞市长安镇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我和我的祖国”

（加多宝

杯 ）

征文大赛颁奖礼在长安镇图书

馆举办。 比赛吸引了长安 30 所中小

学学生的 390 件作品参赛。 最终金沙

小学陈禹心的 《我的英雄梦》 等 5 件

作品获得小学组的一等奖； 长安中

学李明

洺

的作品 《我的青春， 我的

国》 等 3 件作品获得中学组一等奖。

30所学校 390件学生作品参赛

据主办方介绍， 该征文比赛由

共青团长安镇委员会、 东莞市爱国

拥军促进会、 长安镇教育局共同举

办， 大赛以“我和我的祖国” 为主

题， 比赛分为中学组和小学组进行，

采取组织推荐投稿和自由投稿参赛

的方式。 大赛自今年 3 月 16 日启动

以来， 受到长安镇各中小学的积极

响应， 共有 30 所学校的 390 件学生

作品参与初评， 其中 289 件为小学组

作品， 101 件为中学组作品。

经过专家复评， 最终金沙小学

陈禹心的 《我的英雄梦》、 长安镇第

一小学梁家铭的 《我的航天梦， 我

的中国梦》 等 5 件作品获得了小学

组的一等奖； 长安中学李明

洺

的作

品 《我的青春， 我的国》、 东莞市机

电工程学校陈芷冰的作品 《我能》

等 3 件作品获得了中学组一等奖。

颁奖礼上还举行了生动活泼的

获奖作品朗诵会， 通过学生们现场

朗诵获奖作品， 展现此次征文大赛

的成果。

引导青少年吸取红色文化精髓

长安镇团委书记李巧娟表示，

此次征文大赛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五四运动 100 周年的一次重要

活动， 旨在鼓励长安镇青少年了解

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的历史知识，

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 传承红色

基因。

征文比赛期间， 主办方还举办

了“身边英雄” 故事会等相关活动，

丰富比赛活动形式。 李巧娟表示，

此次征文大赛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

一个多月， 但是活动形式却非常丰

富生动， 从学生与老兵“大手牵小

手” 共同启动， 到故事会、 朗诵会，

可以说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征文大

赛， 也是给长安青少年们上了一堂

接地气、 贴近生活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

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中银基金荣获金基金TOP公司大奖

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基金奖于4

月25日公布， 中银基金第五次摘得其中

顶级大奖———金基金TOP公司大奖。

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金牛奖、 上海

证券报主办的金基金奖以及证券时报主

办的明星基金奖是行业公认的最权威的

三大奖项， 其中的公司类奖项含金量最

高，尤其受到瞩目。在2019年的“颁奖季”

中， 中银基金跻身十大金牛基金管理公

司之列， 荣膺2018年度十大明星基金公

司，并获颁金基金TOP公司大奖，成就三

大权威奖项大满贯。

东方基金固定收益产品规模增长

基金一季报披露的数据显示， 一些

基金公司的招牌产品， 获得了投资者持

续净申购。 例如东方基金凭借在固定收

益领域的长久耕耘， 一季度多只产品规

模赢得了净增长。 东方基金在固定收益

产品的日益积累奠定了实力地位， 从而

捕获了大量粉丝。

根据基金一季报， 东方基金旗下债

券类产品，如东方强化收益、东方双债添

利A/C、东方添益等一季度基金份额变化

率分别增长 24.58% 、61.43% /740.15% 、

106.60%； 货币类产品东方金元宝份额变

化率增长70.36%。

农银汇理趁市场“火热”推可转债基金

近期，可转债市场分外火爆，农银汇

理等公募基金也顺势推出可转债基金。

可转债兼具股性和债性，当股市低迷时，

投资者可选择持有债券吃利息； 当股市

由熊转牛， 投资者可将可转债转换成股

票，分享股市红利。 顺应市场行情，农银

汇理基金于近期推出了一只主要投资于

可转换债券的基金： 农银可转债债券基

金。 投资农银可转债债券基金与直接投

资可转债相比，其投资策略更为多样化、

组合也能更为分散化、 获取的市场信息

也更丰富。

富国睿泽回报混合正式发行

今年以来A股涨势喜人， 市场赚钱

效应较去年大幅好转，投资者情绪升温，

新基金发行也迅速回暖。据了解，富国基

金打造的权益产品富国睿泽回报混合型

基金于5月6日正式发行， 该基金旨在寻

求A股市场长期确定性回报， 强调严格

控制回撤，追求净值的长期扎实增长。

资料显示， 富国睿泽回报股票投资

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40%-80%， 稳健中

性的仓位有利于把握权益市场上涨机

会，同时注重控制回撤，顺应震荡修复行

情下的稳健投资需求。

慧商云集获2019全球总裁创新峰会大奖

4 月 15 日， 在以“共建共享·创新

发展” 为主题的 2019 全球总裁创新峰

会上， 慧商云集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峰会

“年度最具投资价值创新企业” 大奖，

慧商云集总经理卢庆初在峰会“严选创

新企业·挑战 90 秒路演” 环节上作出了

精彩演讲， 表示慧商云集将更好地以科

技创新， 赋能企业、 代理商、 销售商和

消费者。

据悉， 慧商云集科技有限公司是经

国家工商总局授权批准， 在深圳前海深

港合作区注册，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

科技创新型企业， 并已正式上线云及志

和

（原： 云汲至和）

创新型电商应用平

台。 该平台是具备多端口可分拆的独立

APP 商城系统， 主要解决实体企业在互

联网化过程中遇到的获利、 实施、 兼容

等问题， 为企业实现多样销售结合、 工

作效率提高、 研发时间及成本投入节

省、 业绩快速提升的发展目标。

签约仪式。

图为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