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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

该大赛是东莞首届以女性为主题的创业大赛

□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莞萱萱

记者从东莞市政府获悉，2019

年“天安数码城杯”东莞市女性创

新创业大赛决赛今日举行，该大赛

是东莞首届以女性为主题的创业

大赛，届时将邀请知名专家评委和

创业大咖，评出前6个项目于9月下

旬总决赛角逐冠亚季军。

本次大赛一共设置一等奖2

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6个、最具人

气奖1名， 合计奖金达50万元。 其

中， 企业组一等奖奖金最高达8万

元，团队组一等奖奖金为5万元。

除了奖金资助外， 符合条件

的大赛获奖项目还可享受孵化场

地保障、 素质提升资助、 创业补

贴政策、 人才评选推荐、 人力资

源服务、 荣誉授予等创业政策支

持。

此外，该赛事还在东莞市妇女

联合会的微信公众号“东莞女性”

启动网络投票活动，本次网络投票

是入围决赛的30个项目，15个企业

组和15个团队组项目，获得票数最

高的参赛项目将获得“最具人气

奖”，创业奖金1万元整。

昨日， 东莞市城建局召

开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 按照

中央、 省委、 市委要求， 对

市城建局开展主题教育进行

动员部署， 进一步调动全体

党员干部职工的主动性、 积

极性，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各

项工作。 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党组书记、 局长祁志强表示，

下半年的工程建设任务非常

艰巨繁重， 作为城市建设

“主力军”， 要深刻认识主题

教育对市城建局职能定位的

放大效应， 更好履行财政投

资项目集中建管职责， 为建

设“湾区都市、 品质东莞”

做出城建局应有的贡献。

祁志强表示， 近年来 ，

市城建局围绕影响和制约工

程建设管理的问题， 先后组

织开展党员大调研活动， 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接下来 ，

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

署， 围绕集中建管模式的创

新发展、 工程建设中遇到的

“瓶颈” 问题， 以及市城建局

如何在大湾区建设中更好地

发挥作用、 加快推进污水治

理项目、 重大科技类项目等

深入开展调研， 真正把情况

摸清楚， 把症结分析透， 研

究提出解决问题、 改进工作

的办法措施。

当前，市城建局承建的石

马河流域综合治理、东引运河

流域樟村断面综合治理、虎门

港综合保税区、松山湖材料实

验室、南方光源研究测试平台

等五大重点项目， 不仅时间

紧、投资大，且技术性强、品质

要求高，可以说，这些工程一

定程度上已超出了工程建设

的范畴。“我们要以此次开展

主题教育为契机、 为动力，进

一步发扬‘敢打硬仗、能打胜

仗’的城建精神，确保圆满完

成建设任务。 ”祁志强强调。

祁志强表示，今年一些项

目采用了新的建设模式，包括

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采

用“EPC+O”、虎门港综合保税

区采用“EPC”、职业技术学院

扩建项目采用社会代建等，这

些对我们而言都是新探索、新

尝试。要强化“本领危机”意识，

将主题教育同探索工程建设

管理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模

式密切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学

习、总结提升、创新探索，充分

发挥财政投资项目建管标杆

和领引作用，持续擦亮城市建

设“主力军”底色，彰显城建局

工程管理品牌。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庾小文

近日，东莞市茶山镇持续创新“1+N”

百姓宣讲点单服务套餐课程， 以学校师

生群体为中心， 在百姓宣讲活动中增添

“莞脉传承进校园”“应急救护科普课堂”

“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 等新菜单，通

过提升参与者“视、听、触”等全方位的感

官体验，深化宣讲效果，让百姓宣讲听得

见、摸得着、入得心，让国家政策有效地

和师生心灵形成共振。 截至目前，茶山镇

已开展各类型百姓宣讲活动27场。

推动“百姓宣讲

+

传统文化”进校园

为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茶山结

合打造“大湾区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地”的

工作实际，推动“百姓宣讲+传统文化”进

校园。 9月10日，该镇在镇中心幼儿园举

行“我和我的祖国”茶山镇百姓宣讲暨莞

脉传承非遗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追梦”百姓宣讲团成员李培

军以生动活泼的互动交流，向中心幼儿园

的师生娓娓讲述“茶山”的来源，并介绍茶

园游会、茶山公仔、绸衣灯公等茶山传统

非遗项目。 随后，非遗传承人以“非遗展

演”“非遗体验”等形式，带着孩子们零距

离体验茶山公仔、绸衣灯公、醒狮、木偶

戏、麒麟舞等非遗项目。 此次活动，进一步

展示了东莞、茶山非遗文化特色，促进非

遗知识普及，让孩子们实实在在了解本土

非遗文化，埋下文化自信的“种子”。

开展“百姓宣讲

+

急救科普”进校园

安全教育是学生的重要一课， 结合

校园安全工作，茶山镇开展“百姓宣讲+

急救科普”进校园。 9月11日，该镇宣教文

体局联同茶山医院在誉华学校开展“我

和我的祖国” 茶山镇百姓宣讲活动暨应

急救护科普课堂。

活动现场，“追梦” 宣讲团成员李梓

君用朴实的话语、真挚的感情，以“从医

初心”为出发点，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真

实而质朴的暖心故事， 展现医疗工作者

崇高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 随后，茶山

医院医护人员从气道梗阻发生的原因、

表现及危害，引出“海姆立克急救法”，并

通过图文并茂、 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等方

式，与师生现场互动，教授“海姆立克急

救法”的要领，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有效

提升了师生安全防范意识， 营造平安校

园的良好氛围。

将宣讲舞台搬到村口榕树、祠堂

茶山镇还依托南社古村落、 寒溪水

红色文化主题公园等本土丰富的爱国主

义教育资源， 9 月 12 日， 组织京华和新

华两所学校近 200 名师生代表分别到南

社村、 寒溪水村开展“我和我的祖国”

茶山镇百姓宣讲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

动。 此次活动， 打破“会议室” 宣讲，

将宣讲舞台搬到村口榕树、 祠堂， 以情

境式、 沉浸式的体验学习提升爱国主义

情怀。

师生们在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听

革命文化故事，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同

时，学生们通过实地参观南社古村落、寒

溪水红色文化主题公园、 罗氏革命史迹

陈列馆等场所，表达了珍惜和平、奋发作

为，争做合格少先队员，为祖国繁荣昌盛

贡献力量的热切向往。

截至目前， 茶山镇已开展各类型百

姓宣讲活动27场。 据介绍，接下来，茶山

“追梦” 百姓宣讲团将持续深入机关、农

村、企业、校园、社区、网络等阵地，全面

覆盖党员、群众、学生等社会群体，让有

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观扎根基层，起

到示范效应。

文

/

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罗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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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城建局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动员大会

聚力创新百姓宣讲模式，为师生定制特色宣讲体验

茶山镇已开展各类型百姓宣讲活动27场

茶山镇百

姓宣讲活动在

村口榕树下进

行。

项目名称：

弓叶科技———人工

智能机器人垃圾分选设备的研发和

产业化项目

参赛选手：

莫卓亚

项目介绍：

该项目聚焦当前国

家高度关注的垃圾分类内容， 探索

解决传统垃圾分类行业的痛点，把

原本应用于工业领域的“光机电视

觉一体化技术” 创新性地应用于垃

圾分选， 推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轻

型垃圾分选设备、重型垃圾分选设备、工业垃圾分选设备等高科技产品。

项目名称：

新型无机硅纳米材料

参赛选手：

周建兰

项目介绍：

新型无机硅纳米材料，具有原料绿色化、制造过程绿色化、产业链

下游应用绿色化等环保优势，更具有防火、自洁、高硬度、高耐候等性能特点,在建

筑金属装饰材料领域推广使用将会产生巨大的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项目名称：

纳米防污涂料

（ 团队组）

参赛选手：

葛沙琪

项目介绍：

该项目核心技术为纳米防污涂料， 由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Meital

Reches 教授发明，能有效防止生物污垢在物体表面的附着。 以海洋工业为例，与

传统涂料相比，该涂料采用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仅具有广谱防污能力，而且

不含杀菌剂杀虫剂、无色透明、生产涂布过程绿色环保，是一款革命性的替代产

品。 项目团队由葛沙琪博士组织，清华大学东莞创新中心孵化，依托低碳能源环

境技术研究中心蒋永东博士的设施设备和技术团队， 与清大菲恩等成熟企业合

作，力争在未来两年内成长为一个具有量产能力和超千万销售的成长型企业。

弓叶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垃圾

分选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