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想学习中式面点制作吗？ 想学会

咖啡拉花吗？ 更有花式调酒、 糖艺展

示、多重好礼等着你！ 8月17日

（ 本周

六）

下午两点，由东莞市高技能公共实

训中心主办， 信息时报东莞办事处承

办的“走进粤菜师傅工程———弘扬工

匠精神 展示最美手艺” 活动将于莞城

万科广场举行。 多位优秀的手艺人讲

师将现场教学， 参与活动还有多重好

礼相赠， 包括包括莞城万科广场内多

个商家的现金券、代金券等。

本次活动将邀请多位优秀的手艺

人， 对糖艺制作、 咖啡拉花、 花式调

酒和中式面点四个项目进行展示并与

市民互动。 多位手艺人将在现场“开

讲”， 教会市民掌握一定的咖啡拉花

理论知识、 中式点心制作以及调酒技

术。 市民还可以在讲师的指导下动手

操作， 优胜者可获得神秘礼物一份。

记者了解到， 去年以来， 广东省

大力开展“粤菜师傅” 工程， 通过大

规模开展粤菜师傅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 提升粤菜烹饪技能人才培养能力

和质量； 创新“粤菜师傅+旅游” 等

模式， 促进城乡劳动者就业创业； 创

新“粤菜师傅+岭南饮食文化” 等模

式， 打造“粤菜师傅” 文化品牌。

据悉， 东莞对“粤菜师傅” 工程

高度重视， 通过实施“粤菜师傅” 培

育行动计划、 “粤菜师傅” 就业创业

行动计划和“粤菜师傅” 职业发展行

动计划等系列措施， 促进城乡劳动者

技能就业、 技能致富。

事实上， 推进“粤菜师傅” 工

程， 正是东莞打造“技能人才之都”

的其中一个缩影。 近年来， 东莞市提

出打造“技能人才之都”， 加快提升

人口素质， 推动“数量型人口红利”

向“质量型人口红利” 转变， 争创新

时代人力资源红利， 培养一支适应东

莞产业发展特点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这批高技能人才队伍里， 并不局限于

制造业， 而是包含了和行各业具有

“工匠精神” 的技能人才， 这当中也

少不了餐饮从业人员的身影。

本次“走进粤菜师傅工程———弘

扬工匠精神 展示最美手艺”活动，正是

为了帮助市民了解粤菜师傅工程，扩

大“粤菜师傅”的影响力，将东莞的“工

匠精神”延伸至第三产业，推动东莞服

务业的提升，助力东莞打造“技能人才

之都”。

责编：黄淑仪 美编：梁文珊

综合

2019.8.14��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C07

·新东莞

市高训中心携手信息时报东莞办事处将举办“走进粤菜师傅工程”活动

手艺人现场教学 丰富好礼等你来

活动信息

时间：

8 月 17 日

（ 本周

六）

下午两点

地点：

莞城万科广场

项目：

糖艺制作、咖啡

拉花、花式调酒、中式面点

展示与互动

报名方式：

工作时间

拨 打 报 名 热 线 0769 -

22482535。

8月11日， 2019年广东公益体彩进

社区

（ 东莞站）

启动仪式在南城西平

世纪城国际公馆社区广场举行， 这标

志着广东体彩25周年公益宣传系列活

动在东莞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指导， 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

广东正洲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承办。

本次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精彩纷呈，

包括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 国民体质

监测、 健康服务指导、 圆梦微心愿、

爱心图书回收、 趣味有奖运动等， 吸

引了众多居住在周边的市民前来体验。

记者了解到， 2019年“广东公益

体彩进社区” 东莞站的活动在近期将

陆续展开10场活动， 持续到9月下旬。

每场活动除了有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

外， 还有丰厚的奖品。 此外， 国民体

质监测活动将同步开展。

据悉， “广东公益体彩进社区”

是集全民健身、 公益宣传、 市场推广

为一体的品牌活动， 是广东体彩25周

年品牌宣传的重要举措。 “我们的目

的是在活跃社区文化， 丰富百姓娱乐

生活的基础上， 通过‘一站式’ 宣传

服务让社区居民全面认识体育彩票，

切身感受体育彩票社会责任担当， 巩

固体育彩票的公益公信正面形象。” 广

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赵建新表

示。

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8 月 9 日，工银瑞信粤港澳大湾

区创新 100ETF 正式获得证监会批

准。 工银瑞信成为首家申报、首家获

批的基金公司。 作为国内首只横跨

沪深港三大交易所的跨境 ETF，也

是国内首只跟踪标的为粤港澳大湾

区创新 100 指数（以下简称“湾创

100 指数”）的 ETF。

工银瑞信作为行业综合实力领

先的资产管理公司， 率先申报湾创

100ETF， 旨在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 为广大投资者提

供分享湾区发展红利、 把握战略投

资机遇的高效配置工具。 近年来，工

银瑞信高度重视日益增长的被动产

品市场需求，加速布局 ETF 产品线，

致力于建立丰富、 多元的工具型产

品体系以满足各类投资需求， 同时

带来指数管理规模和行业排名的快

速提升。

经过逾十年的指数投资长期管

理实践， 工银瑞信目前拥有国内先

进的 ETF 做市商管理体系和 ETF

系统管理体系，涵盖投资管理、风险

控制、基金估值、份额登记、业绩分

析、实时监控等全部 ETF 管理流程，

全面保障 ETF 的平稳运作和精细化

管理。 截至 6 月末，工银瑞信指数投

资中心管理被动产品 16 只，股票指

数基金管理总规模达 240 亿元，股

票 ETF 基金规模 183 亿元， 均位列

行业第一梯队，产品线涵盖宽基、行

业、主题、海外等。

资讯

首只沪深港跨境

ETF

亮相

工银瑞信湾创100ETF率先获批

2019年广东公益体彩进社区（东莞站）启动

日前，“南风新意———七人画展”

在东莞东城碧桂园广东 33 小镇华南

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由华南美术馆

和岭南美术馆共同主办， 展览共展出

7 位艺术家———王民平（特邀）、李劲

堃、林蓝、杨晓洋、郑阿湃、叶向明、江

山创作的 33 幅精品力作。展期将持续

至 8 月 31 日。

中国大城市专业画院学术年会常

务副主席、 成都画院名誉院长王民平

则表示， 岭南绘画风格对中国艺术与

创新起到了一种引领和带动作用。 通

过全国大城市画院和 33 小镇的合作，

可以把 33 小镇作为全国大城市专业

画院学术年会联络处， 打造为全国的

专业画院提供信息交流和学术交流的

平台。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摄影报道

“南风新意———七人画展”亮相东莞

茛

现 场

有 精 致 面 点

教学。

公益体彩进社区启动现场。

荨

调 酒

师 将 表 演 花

式调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