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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长安加紧推进茅洲河整治二期项目景观提升工程

4.37公里休闲新去处年底“上线”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长安宣

东莞长安又将多一个休闲好去处。

记者获悉，目前茅洲河流域综合整治

（东

莞部分）

二期项目景观提升工程正在加

紧推进，工程将对新民排渠河道两岸现

状进行景观提升及重点打造，最终实现

新民排渠“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

的目标。 这个休闲新去处预计在今年11

月30日完成初步验收，年底“上线”。

近日， 记者在新民排渠下游附近看

到，施工人员正在操作工程机械进行现

场作业。 据介绍，该工程从6月30日开始

入场施工，目前正加紧推进。“现场正在

进行桩基工程的水泥搅拌桩和预制桩施

工，目前桩基工程基本上快完工了，即将

进行挡墙施工、堤防工程。 ”中电建水电

七局工程部技术人员刘俊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 本次工程项目设计分为重

点打造段及景观提升段两部分， 全长

4.37公里，范围为东引河至河口。 该项目

计划9月底完成整个堤防工程，11月30日

完成景观提升工程初步验收。

该工程重点打造段全长约1公里，两

侧景观设计宽度约12米， 用地面积为

34608平方米， 景观设计包含河道两岸12

米范围及新民排涝泵站内部分。其中河道

两岸包括铺装、公厕、绿化、驳岸等设计，

新民排涝泵站内部包括绿化、停车场等设

计。 而景观提升段全长3.37公里，两侧景

观设计宽度约6米，用地面积为39499平方

米。景观设计包含河道两岸6米景观带，范

围内以贯通滨河园路及提升景观绿化为

主，部分地点设置亲水平台。

工程总体设计理念为“生态、人文、

共融”，以修复生态为前提，提升整体景

观风貌，以完善滨水交通为基础，提高场

地利用率，以绿化塑造为基底，强化感官

冲击， 以水韵人文为指引， 打造特色空

间。 总体构架为“一廊、三区、四景”，“一

廊”为滨水绿廊，“三区”为市井共融区、

缤纷休闲区、生态活力区，“四景”为翠岸

回首、碧水寻馨、融创绿岸、乐活水岸。

东坑镇试行

党员包片联户

今年 7 月， 东莞市东坑镇党

政代表团赴浙江学习乡村振兴等

领域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做法，并

结合本镇实际， 推动各项工作落

实见效，选取寮边头、东坑、井美、

黄屋等 4 个村试行党员包片联户

工作。 近日，试点村分别召开动员

部署会议，明确各项工作要求。

目前东坑镇已制定《东坑镇

村

（社区）

党员干部联户工作实施

方案》。 为了推动党员联户工作得

到实效， 该镇近期组织部门印发

了《东坑镇村

（社区 ）

党员干部联

户工作实施方案工作指引

（试

行）

》， 进一步明确了队伍的组成

和人员职责， 引导 4 个村细化党

员干部包片联户的工作要求，通

过季度考核、 党员星级评定等方

式，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争

取在全镇各村

（社区）

中率先做出

成效。

据悉，今年以来，东坑镇坚持

强化党建引领， 大力推动了基层

党的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的落

实。 而此次实施的村

（社区）

党员

包片联户工作， 目的是打造贴近

群众的基层服务队伍， 初步建立

村

（社区 ）

党员评星等级工作，探

索更贴合东坑农村实际的基层治

理新格局， 提升基层管理服务水

平和党员服务群众水平。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东坑宣

桥头大力治超

查获一套牌泥头车

日前， 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

市桥头镇获悉，为深入推进“除隐

患、防事故、保大庆”交通安全整

治攻坚战，近段时间来，桥头持续

加大力度全面治超， 对超速、逆

行、 超载等6类交通违法一查到

底。 行动中， 在热心群众的举报

下，查获一辆套牌泥头车。

8月20日，桥头交警大队接到

热心群众报警称， 在桥头镇光明

路某汽修厂内有两辆外观及车辆

号牌都一样的大型汽车。 接到报

警后，交警立即前往现场。当民警

到达现场时，看到一对“双胞胎”

泥头车并排停着， 于是联系了其

中一辆车的车主前往协助调查。

车主到场后表示， 两辆车都

是他的，其中一辆有合法手续的，

另一辆则是套牌车， 他心想着反

正是用回自己的车牌， 应该也不

算违法。目前，套牌车辆已被交警

扣回停车场， 而该司机也将面临

相应的处罚。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莫衬玲

茶山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 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8月27~28日，茶山镇党政代表团前

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实地考察了昭

阳区苏甲乡益雄药业种植基地及2018

年对口帮扶的苏甲乡井底小学项目、昭

阳区万亩苹果产业园、昭阳区妇幼保健

院、凤凰中学等地，了解产业扶贫、劳务

协作、教育医疗帮扶等情况。

产业扶贫 提升原产地农民收入

整合产业扶贫资源，拓展产品营销

渠道，茶山镇一直努力协助对口帮扶昭

阳区补齐这一短板。 8月28日，东莞市泽

景果品物流与昭通绿健果品签订采购

协议，2000吨昭阳苹果将通过泽景物流

农产品销售产业链，销往全国各地。

泽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泽辉

表示，为了配合东西部产业扶贫，公司

已经走访过7个果场。 因为洒渔镇占有

昭通1/3产量的苹果， 所以接下来会在

洒渔镇再采购5000吨苹果，在云南昭通

采购总量预计有1万吨。 为了方便公司

采购和分拣工作，计划在云南建一个包

装、配送车间，并再建一个大型的、标准

的冷库，方便苹果的储藏，进一步完善

产销链。

据了解，2019年， 东莞泽景物流有

限公司还与昭通海升集团公司，联合帮

扶贫困户入股昭阳区永丰镇万亩苹果

园基地， 双方签订了3000吨的采购协

议， 帮扶了500多户贫困户增加收入和

分红。同时，联手东莞市供销社成立“供

联泽景公司”，搭建“扶贫展馆”“帮扶驿

站”和“供联e家”等精准扶贫平台。

强化村村结对 村企结对

据了解， 2018年， 茶山镇向昭阳区

捐赠了30万元专项帮扶资金， 用于修建

苏甲乡井底村小学运动场， 目前该项目

已经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 同时， 通过

开展村村合作、 村企合作， 实现茶山镇

塘角村、 茵茵股份有限公司与苏甲乡井

底村结对， 当时村、 企捐赠的10万元，

也用于改善井底小学教学设施建设上。

在人才支援上， 2018年， 茶山镇委

派了茶山中学优秀教师、 茶山医院资深

医师到昭阳区进行支教、 支医。

在茶山镇与昭阳区苏甲乡举行的东

西部扶贫协作联席会议上， 苏甲乡党委

副书记、 乡长熊雷介绍了2019年脱贫攻

坚工作开展情况。 据了解， 2019年苏甲

乡严格执行贫困户脱贫5条标准和贫困

村出列7条指标， 完成317户1326人稳定

脱贫和4个贫困村出列， 贫困发生率降

到1.5%； 巩固提升2014年~2018年已脱

贫的2272户9939人贫困人口， 巩固8个

已退出贫困村的脱贫成果， 确保各项指

标达标。

会上， 茶山镇委书记黎寿康代表茶

山镇向苏甲乡捐赠了50万元帮扶资金，

比去年增加20万。 同时， 茶山镇下朗

村、 京山村与苏甲乡井底村签订村村结

对协议； 东莞泽景果品物流园有限公

司、 东莞市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苏甲乡井底村签订村企结对协议。

黎寿康表示， 茶山将进一步加大资

金帮扶力度， 强化村村结对、 “万企帮

万村” 工作， 进一步加强人才支援力

度， 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茶山宣

茅洲河整治二期项目景观提升工程正在加紧推进。

茶山镇向苏甲乡捐赠

50

万元帮扶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