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类别分

从区域分

数说·首批乡村振兴项目

数量

39个

33个

23个

21个

20个

19个

18个

项目

农业生产基地类

农产品加工类

农业旅游类

文化旅游类

民宿建设类

乡村建设类

服务设施类

数量

16个

8个

57个

26个

19个

21个

26个

区域

从化区

黄埔区

白云区

增城区

南沙区

花都区

番禺区

城区 5 宗物业招租，

有意者请电：87126344

周先生。（非诚勿扰！ ）

广告

越秀区东兴南路 35

号办公物业招租，有意者

请电：87126344 周先生。

（非诚勿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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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穗农宣）

昨日， 中共广州市委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广

州市乡村振兴合作项目招商推介会”，

为首批广州市乡村振兴合作项目做现

场推介，并为已达成投资意向的12个项

目进行现场签约。 记者从招商推介会现

场获悉，首批推介的乡村振兴合作项目

为173个，计划总投资额达250亿元。

首批合作项目来自番禺、 从化、增

城、南沙、花都、白云、黄埔等七个涉农

区，涉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旅

游、文化旅游、民宿建设、乡村建设、服

务设施等七个大类，涵盖了农业农村发

展的一二三产业。 不少项目具有浓郁的

岭南特色，如有发展丝苗米、迟菜心、龙

眼、荔枝等岭南作物生产加工业，也有

发展观赏鱼类、龟鳖类养殖业，还有发

展岭南古村落、岭南特色小镇、岭南特

色民居休闲旅游业。

记者注意到，乡村旅游相关项目共

有102个， 占全部乡村振兴项目比例近

六成。 其中，黄埔区一口气推出16个乡

村旅游相关项目，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

该区长洲岛上将新建现代农业产业园，

计划投资额达20亿元，目标是建设“广

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广东农业公

园”，导入彩色农业、创意农业、康体项

目、科普项目等，并梳理包括黄埔军校

旧址、游艇项目、古村资源等资源，形成

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此外， 产业园类合作项目10余个，

投资额近70亿， 超投资总额四分之一。

其中，花都区拟建设中国-以色列(

广州

)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项目(

暂定名

),

向以色列出口优质果蔬产品, 并进行双

方人员培训合作和技术交流。 白云区拟

建设广东智慧农业产业融合孵化园项

目，积极利用高科技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基地，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据广州市农业农村局介绍，首批广

州市乡村振兴合作项目已形成《广州市

乡村振办合作项目招商手册》， 有意向

的企业可关注“广州市乡村振兴”微信

公众号进行了解，并通过与项目联系人

直接洽谈合作，也可通过联系广州市委

乡村振兴办或项目所在区乡村振兴办

协调联系项目合作。

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昨日，记

者从市政府官网获悉，《广州市村级工业

园整治提升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 《实

施意见》）

已于日前印发。《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至2023年， 村级工业园管理体制

机制与发展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健全，并

打造出一批生态优良、产业高端、功能完

善、运营专业、经济效益可观、社会效益

显著的典型示范园区。

在市级统筹引导下， 由各区推荐试

点项目，并提交试点项目策划方案，开展

试点遴选。 重点就村级工业园较为集聚、

规模较大的区域进行试点，涵盖白云区的

化妆品产业、番禺区的珠宝产业、花都区

的皮具皮革产业、海珠区的服装产业等。

此外， 村级工业园试点项目还有望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 达到整治提升环境

标准和招商目标的试点项目， 按照建设

总投资额

（剔除土地取得

成本）

的20%给予一次性

奖励，单个园区累计不超

过1000万元。 对单位面积

产出增长较快的试点园

区，择优给予建设运营方

一次性奖励， 标准为50万元/万平方米，

单个园区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此前市工信局曾透露， 目前全市村

级工业园总面积约132平方公里， 其中，

白云、 番禺和花都的村级工业园面积占

全市前三， 超过全市村级工业园总规模

的80%。 接下来三年按照完成20%~30%比

例的目标，力争完成全市20~30平方公里

整治提升的目标， 全力推进村级工业园

整治提升。 接下来，还将加强智慧监管，

将村级工业园基础数据库纳入智慧广州

时空信息云平台统一管理， 通过“一张

图、一个平台、一套机制”的管理方式，加

强对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绩效进行全方

位的跟踪管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通讯员

粤仁宣）

未来的家政行业会是什么样？ 月

嫂还会难找吗？“南粤家政”工程给出了

答案。 昨日上午，“南粤家政”工程促进就

业工作在茂名正式启动。

据广州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朱

德毅介绍， 粗略估计目前广州家政从业

人员超过35万人，广州至少需要100万家

政从业人员才能满足初步需求。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

《广东省实施“南粤家政”工程促进就业

工作方案》。《方案》力争到2021年，实现

“南粤家政” 培训就业的“十百千万”目

标， 即建设扶持50家省级家政服务培训

示范基地；建设扶持100家家政服务龙头

企业； 动员引导1000个以上有资质有能

力的培训机构参与培训； 以及每年开展

家政服务类培训20万人次以上， 带动就

业创业40万人次以上。

为实现这一目标，《方案》围绕4项计

划和4个重点培训项目展开。“南粤家政”

的4项计划是：技能提升行动计划、就业

创业行动计划、 品牌创建行动计划和权

益保障行动计划；4个重点培训项目则涵

盖“母婴”“居家”“养老”和“医疗护理”4

个方面。

作为“南粤家政”工程的启动地，茂

名的家政服务培训兴起较早。 据了解，广

东省从事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有21.6%来

自茂名。 记者来到茂名诚信家政和虹祥

家政两家家政服务公司进行采访。 诚信

家政创始人杜晓娟说， 这些年市场对家

政服务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 培训家政

服务人员的老师很稀缺。 虹祥家政董事

长吴雯敏则表示，“目前孕婴员的缺口比

较大，现在一般是10个人抢一个月嫂，提

前半年预定”。

广州推出首批173个乡村振兴项目，乡村旅游相关项目占比近六成

黄埔长洲岛拟建“广东农业公园”

广州将打造一批村级工业园区示范典型

单个园区最高可获奖1000万元

“南粤家政”工程促进就业工作启动，据了解

广东保姆两成来自茂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

珍 通讯员 商旅公司 熊晶 马

利娜）

当前正值暑运返程高峰

之际，但广州出发有低折扣可

享。 未来一周

（

8

月

23

日

～8

月

29

日）

，广州出发飞往华东

方向机票价格有所下降，去往

哈尔滨、沈阳、长春均有 4 折

以内机票可买； 飞往武汉、海

口、揭阳等持续 1.5 折起特价。

异地飞往广州方向：厦门

至广州最低特价 3.5 折 ，480

元起； 武汉至广州最低特价 2

折，380 元起；昆明至广州最低

特价 3 折，540 元起；成都至广

州最低 3.4 折，570 元起；重庆

至广州最低 3.5 折，520 元起；

海口至广州最低 3.1 折 ，520

元起； 揭阳至广州最低特价

2.1 折，200 元起。

据悉， 即日起到 9 月 26

日，广州出港直飞国际航班部

分日期已出现最大优惠价格。

如曼谷往返 1230 元起； 大阪

往返 1150 元起； 法国巴黎往

返 3050 元起。

暑运末期还有

“白菜价”机票

广图人文馆可用

读者证办理阅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川

通讯员 曾茜）

从即日起，广州

人文馆开始试行读者证管理

阅览服务，读者可凭广州图书

馆有效读者证办理阅览手续，

比起此前需填写《广州人文馆

读者取书记录单》 的方式，可

大大节省时间。

未办广州图书馆有效读

者证的读者，暂时可继续使用

填写《广州人文馆读者取书记

录单》的方式办理阅览手续。

茂名家政从

业人员正在接受

培训。

信息时报记者

晏文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