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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市石排

镇获悉，近期，石排镇委、镇政府印发了

《石排镇“智网工程”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 下称“ 方案”）

，设立 30 万元专项奖励资

金，通过加强“智网工程”队伍建设，全面

提升“智网工程”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行

力，确保“智网工程”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收到实效， 全力提高石排社会服务管理

水平。

方案提出，每年由镇财政设立 30 万

元专项资金， 对发现并上报较大问题隐

患线索的网格员实行首报奖励； 对获得

市镇或以上荣誉的“智网”工作人员进行

奖励；由网格中心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每

年评选 3 个优秀指挥调度站每个给予

10000 元奖励；每年评选镇“十佳优秀网

格员”每人给予 3000 元奖励；连续两年

获评镇级或以上“十佳优秀网格员”的，

可推荐为镇属聘员， 进一步拓宽网格员

的晋升空间，激发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

对因日常巡查不到位、 处置不及时而

发生一般性事故的网格员进行通报批

评；对线索隐患未发现、未上报、未处理

而引发重大事故的网格员扣减绩效工资；

对有渎职失职情形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

影响的，由纪检监察部门追究其责任。

在构建网格化管理长效机制方面，

石排为每个网格配备 1 名网格长

（ 村两

委干部兼任）

、2 到 3 名网格员，形成“2+

1”“1+1”工作机制，发挥网格长的统筹调

度作用，充分利用好镇村两级网格资源，

共同做好网格管理工作。

该镇形成协同管理的工作格局，发

挥“智网工程”信息化优势，明晰镇“智网

工程”指挥调度中心、入格部门和村(

社

区

)的职责，构建群众提供信息、网格员发

现线索、村

（ 社区）

属地管理、网格中心统

筹调度、 职能部门分工处置的协同管理

工作格局，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推动问

题隐患的及时发现和有效处置。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排宣

□文 / 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近日， 东莞市东城街道 2019~2020

年岁末年初“乐购东城”促进消费专项

行动启动仪式在东城万达广场举行。 活

动由东莞市商务局指导，东城街道办事

处主办，活动与全市“乐购东莞”联动持

续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据悉，今年东

城财政安排了 200 万元专项资金开展

此项活动。其中，80 万元用于购车补贴，

10 万元用于热水器补贴，80 万元用于

零售、餐饮、住宿优惠。

打造岁末年初购物狂欢盛会

东城街道商务局负责人在启动仪

式上表示，今年的“乐购东城”紧跟“乐

购东莞”活动的步伐，借助“乐购东莞”

的平台，积极发动辖区内超过 100 家商

家、品牌、门店，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

购车补贴、热水器补贴等方式，开展促

消费活动。

今年，东城财政安排了 200 万元的

专项资金开展“乐购东城”活动。 其中，

80 万元用于购车补贴，10 万元用于热

水器补贴，80 万元用于零售、餐饮、住宿

优惠。 活动期间，东城将举办嗨购双十

二、年货内购会，跨年盛典、冬季新品狂

欢季等一系列“乐购东城”嘉年华活动，

打造不间断的岁末年初购物狂欢盛会。

启动仪式上， 来自东城丰田汽车、

万里合众汽车、家乐福、东田百货、苏宁

易购 PLAZA 等等商家代表共同发起千

店齐优惠活动，提供吃、住、行、游、购、

娱等六大购物元素的优惠折扣，让市民

畅享各种惊喜福利。

可领电子消费券享多重优惠

本届“乐购东城”促消费专项行动

得到了多方行业的参与和支持。 活动期

间，将会发放“乐购东城”电子消费优惠

券，涵盖了零售、餐饮、住宿等各类优惠

资源。 市民游客只需登陆“乐购东莞优

惠券”小程序，领取“乐购东莞”和“乐购

东城”两种电子消费券，参与各项线上

主题优惠活动，即可享受合作商家消费

立减、超值套餐等多重优惠。

汽车“以旧换新”促消活动是本次活

动的重点之一，也是财政资金支持的重

点。 市民通过“以旧换新”方式，到东城

街道参与活动的企业购置新车，且符合

“乐购东莞”汽车“以旧换新”促消费活

动要求的，即可获得“乐购东莞”和“乐

购东城”两种优惠券叠加，按购车发票

金额享受2000元~4500元不等的财政补

贴。 期间还将推出新车购置优惠活动，

市民只需符合相关条件，到东城街道参

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即可

享受1500元~2000元不等的补贴优惠。

乐购之余，结合全市开展的“乐购

东莞 爱暖全城”公益主题活动，东城街

道的爱心慈善也一直在路上。 本次“乐

购东城”专项行动将开展“乐购东城 爱

暖全城”活动，由东城街道办事处发动

辖区餐饮企业捐献爱心餐，希望通过一

份份的爱心餐，将温暖传递到东城每一

个角落。

日前，记者从大朗镇获悉，为有效

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 大朗镇运用

多种手段、整合各方资源，积极推进信

访工作制度改革， 打造多元化的矛盾

纠纷调解平台，逐步构建了多层次、多

主体、多形式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据了解， 大朗镇以镇级调解中心

为枢纽，统筹全镇调解工作，统一登记

调解需求、 分类指派调解组织和调解

员兜底调处复杂案件，并以 51 个基层

调解组织为触角， 遍布全镇各村

（ 社

区）

、各行业协会、各重点企业，实现基

层调解组织全覆盖。 自构建“大调解”

工作格局以来，截至 11 月底，大朗镇

各级调解委员会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2850 件，调解成功率达 98%。

此外， 积极构建运转高效的单位

联合调处机制，由镇综治中心牵头，多

部门配合协调， 搭建调解信息共享平

台，共享排查发现重大矛盾纠纷，并组

建了 6 大类重点问题处置专责小组，

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动态管理， 强化矛

盾隐患联合排查， 共同推动纠纷及时

化解。 今年以来， 全镇信访量显著下

降，上半年受理案件 210 宗，同比下降

40.8%。

为探索纠纷线上调解新模式，大

朗还推出“互联网+调解”模式，实现

全镇各级调委会、调解员、特色调解

室、 调解程序等功能 24 小时可视化。

在“大朗普法”微信公众号上开通“法

律诊所”便民服务端口，配置专职专业

法律人士提供 24 小时免费法律服务。

今年以来，“法律诊所” 共为各类人群

提供法律服务 1460 人次，不断提高广

大市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大朗镇还设立镇访前法律工作

室，利用驻村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力

量， 免费为市民提供法律咨询等公益

法律服务， 引导市民依法理性解决诉

求。今年以来，访前法律工作室成功甄

别不属于信访范围案件 71 宗，大朗镇

服务站为 191 名市民提供法律咨询，

派出所调解室调解案件约 1000 宗。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刘苏东

11 月 30 日，大湾区 3D 科创实验

基地启动仪式在东莞市桥头镇力嘉环

保包装印刷产业园举行。据介绍，大湾

区 3D 科创实验基地的建设， 是桥头

包装印刷行业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进一

步体现， 也是企业走在文创与科技相

融合道路上的进一步探索。

据介绍，“大湾区 3D 科创实验基

地”已获得许多 3D 设备商、材料商、

各大院校、文化景区的关注，并在活动

现场进行签约。 力嘉集团打造的大湾

区 3D 科创实验基地， 已成功引进德

国现今的大型远距离扫描仪、 以色列

全彩多材料 J750 Polyjte 3D 打印机、

超大型多材料 FDM3D 打印机等先进

设备，将充分发挥基地平台优势作用，

大力推进苹果树创客空间、3D 打印博

物馆、3D 科创体验区、科创实验区、培

训中心、 数码工作坊、3D 艺术文化长

廊、创客公寓八大区域的建设，旨在构

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在 3D

打印技术、高科技人才培养、新产品应

用开发、 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研

究，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科技化高端之

路发展。

当天下午， 在桥头力嘉环保包装

印刷产业园行政大楼会议厅还举办了

大湾区 3D 科创论坛， 围绕 3D 打印、

工业设计、产业生态链、创客孵化、教

育专题等活动主题，邀请了 5 位 3D 方

面的专家进行宣讲， 给现场人员带来

一场 3D 文化交流盛宴。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莫衬玲

投200万元促进市民消费

岁末年初“乐购东城”促消费行动启动

石排设3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

打造优质“智网工程”队伍

大朗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

目前已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850件

大湾区3D科创实验基地正式落地桥头

“乐购东城”正式启动。

日前， 清风朗怀·廉政法治———

“长安选堂奖”东莞市第十一届青少年

书法现场大赛决赛在长安举行。 大赛

由长安镇人民政府、 东莞市书法家协

会主办，自今年 7 月 25 日面向全市青

少年征稿以来，至 8 月 30 日止，共收

到 885 件参赛作品。 经评选，最终 510

件优秀作品参加现场大赛决赛。 决赛

评选出金奖 20 名、银奖 30 名、铜奖 50

名、优秀奖 100 名、入围奖若干名。 荣

获今届大赛铜奖以上的作品拟于本月

在长安图书馆展出并编入专集。

主办方表示，本届大赛围绕“清风

朗怀·廉政法治”的主题，面向全市青

少年征集优秀书法作品。 通过组织作

品征集、 书法现场创作及作品展览等

活动，引导青少年自觉知法、学法、用

法、守法，营造知廉、敬廉、守廉、护廉

的社会氛围， 在全市青少年中掀起重

视书法、热爱书法、学习书法的热潮。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第十一届青少年书法现场大赛决赛在长安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