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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镇举行乡村振兴战略加温鼓劲推进会

人居环境改善项目按下“加速键”

□

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罗舒

7 月 26 日， 东莞市茶山镇举行乡

村振兴战略加温鼓劲推进会。 会议提

出， 要奋力推动全镇乡村全面振兴，

全力建设“湾区宜居小镇、 品质活力

茶山”。 其中， 各村要对照“干净整洁

村” “美丽宜居村” “特色精品村”

的创建标准要求， 加快推进去年既定

的 246 个人居环境改善项目， 确保在

国庆、 春节两个重要节点前竣工亮相

一批。

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据了解， 去年以来， 茶山镇乡村

振兴工作扎实推进， 实现了良好开局。

今年开始， 茶山镇调整策略， 按照每

条村三年最高1500万元的标准进行补

助， 补助资金不再受年度限制， 进一

步推动各村人居环境改善三年行动规

划提前实施。

记者了解到， 目前， 全镇三年总

投资约5.5亿元的246个人居环境改善项

目中， 已竣工40项； 该镇还加快推进

“厕所革命”， 58间厕所已建成验收；

两违整治力度不断增强， 已完成今年

整治任务的80%以上； 整治广深铁路沿

线违法行为633宗， 清理违法构建物

190宗共约15000多平方米， 沿线景观

环境整治成效初显； 增

埗

、 超朗等两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点已投入使用。

在乡村产业方面， 今年上半年村

组两级实现总收入3.02亿元、 纯收入

1.82亿元， 分别增长20%和30%。

在基层治理方面， 创新实施片区

调度的“智网工程” 运行模式， 对各

村

（社区 ）

精细化管理工作及“洁净

城市” 实行“红黑榜” 制度， 全面提

升各村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最新公布

的 《东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2019年第

二季度工作情况通报》 中， 茶山镇考

评情况位居全市第一。

重点打造四大连片美丽乡村示范区

根据会议部署，下一阶段，茶山将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推动乡村生态振

兴，打造高品质“美丽家园”“美丽河湖”

“美丽廊道”“美丽园区”“美丽田园”。 黎

寿康在会上表示，各村要对照“干净整

洁村”“美丽宜居村”“特色精品村”的创

建标准要求， 加快推进去年既定的246

个人居环境改善项目， 确保在国庆、春

节两个重要节点前竣工亮相一批。

茶山镇委书记黎寿康提出，全镇要

树立连片打造的观念意识，重点打造圆

头山乡村休闲片区、 冲美博头生态片

区、寒溪水卢边“红色基因—生态旅游”

片区和超朗南社古村落旅游片区这四

大连片美丽乡村示范区。

会议提出，重点整治广深铁路茶山

段两边景观，必须在国庆节前全面整治

清理沿线500米范围内的田间窝棚、旧

建筑立面。 着力打造彩色林，今年年底

前所有村

（社区 ）

完成“三清三拆三整

治”环境整治任务的目标要求。

此外，还要全面组织开展“清理非

法排污口、清理水面漂浮物、清理底泥

污染物、清理河湖障碍物、清理涉河湖

违法违建”“五清”行动，并将“五清”行

动纳入河长制、 塘长制巡查重要内容，

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全镇内河涌、池塘

“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

东坑镇党政代表团赴浙江考察学习

对标先进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7 月 22 日至 24 日，东坑镇党政代

表团先后前往浙江省宁波市、 杭州市

学习考察， 重点就人居环境整治、“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美丽乡村建

设等工作进行深入走访学习， 以助推

东坑高质量魅力小城建设。

在宁波市南塘河历史街区， 党政

代表团深入了解宁波旧城改造、 街区

功能改造及业态提升等方面的经验和

做法。 代表团认为当地围绕文脉与商

业并重做好文章的理念值得学习。 此

外， 代表团还重点考察了历史文化名

村溪里方村“村民说事”制度、古建筑

活化利用等工作。

在宁波市高泥村， 当地负责人详

细介绍了高泥村特色产业发展、 人居

环境整治等情况。 该村充分利用“山、

海、田”资源，把特色民宿、美丽庭院、

田园风光和人文历史四大要素有机组

合， 使村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迅速提

升。 东坑镇委书记唐耀文在参观时表

示，高泥村雨污分流做得清晰明了、巷

道干净整洁等做法值得东坑各村

（社

区）

借鉴学习。

在杭州考察期间， 代表团先后实

地考察余杭区小古城村、 白沙泉并购

金融街区以及青芝坞等地， 重点就村

民自治、美丽乡村建设、城中村改造等

工作进行深入了解。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东坑宣

东坑加快建设高质量魅力小城

近日， 东莞市东坑镇举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暨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推

进会，对东坑镇学习借鉴浙江“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全力加快建

设高质量魅力小城。

会议播放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和

城市精细化管理等方面 2 个宣传片和

东坑镇 1 个人居环境暗访片， 并解读

了《东坑乡村振兴工作补助方案》《城

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宣传方案》以及《城

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 和《考核办

法》。

据悉， 为积极探索和建立具有东

坑特色的乡村精细化管理体系， 东坑

镇出台《东坑镇深化乡村精细化管理

行动方案》和《东坑镇城市管理考核办

法

（试行 ）

》，即通过奖惩结合的方式，

对全镇 16 个村、社区重点考核市容管

理和环境卫生，全力打造“干净、有序、

安全”高质量乡村环境。

谢岗为960个井盖安装防坠“弹簧床”

井盖像镶嵌在城市道路上的一

颗颗“安全螺丝钉”， 尽管微小，

但不可或缺。 近日， 记者从谢岗城

管执法分局获悉， 谢岗镇中心区范

围内的960处井盖已安装防坠网，

为市民在雨天外出多加了一层地面

安全防护网。

记者在花园工业区看到， 工作

人员在井盖处， 通过电钻在离地面

10厘米处的井内壁打孔并安装镀锌

挂钩， 将绿色的尼龙网紧紧地缠在

挂钩上， 并用胶带加以固定， 类似

一张小小的弹簧床。 装配到位后，

工作人员随即在网上进行了承重测

试。

据介绍， 防坠网用防腐蚀的高

密度尼龙绳按特殊方法编织， 韧性

好， 安装后的防坠网， 至少可承受

250公斤的重量。

目前， 谢岗镇中心区广场中

路、 振兴大道、 花园工业区、 银湖

工业区等重要路段、 工业区， 共有

960个井盖已经加装了防坠网。

谢岗城管执法分局工作人员介

绍， 一旦井盖被洪水冲起来或者丢

失， 防坠网都会对行人起到安全保

护作用。 防坠网投入使用后， 谢岗

城管执法分局将定期对其进行安全

性检查和维修。

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去年以来，茶山镇乡村振兴工作扎实推进，实现了良好开局。

工作人员正在为井盖安装防坠“弹簧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