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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悦营销中心正式开放

1 月 11 日， 源悦营销中心正式对

外开放。 项目将推出建面约 90~130 平

方米 3~4 房。 当天随着醒狮点睛、剪彩

仪式的进行，在全场倒计时下，源悦营

销中心大门开启。 松山湖各界精英及

东莞主流媒体等数百位嘉宾齐聚一

堂，共同见证开放典礼。

据介绍，源悦联袂三大品牌团队，

从建筑规划、园林景观、室内设计等方

面，皆以前沿的审美，配合世界品牌奢

装、全屋中央空调、定制系统门窗等，

为都市居住美学进行一次革新。 项目

设有六大主题泛会所，以多元化空间，

满足生活与圈层交流等多重需求，也

是对时代人物平台、 资源构成的生活

文化的匹配与重塑。

深圳建鼎实业营销总监杨柳新致

辞时表示， 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慢

生活”显得难能可贵。 而源悦，正是基

于对城市人居的深刻洞察， 颠覆传统

住宅理念，将艺术融入生活，让艺术成

为生活的常态，为松湖 CBD 打造艺术

与生活兼具的、有温度的、有情怀的高

端居住区。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帮鲜生”真空包装推出春节优惠

记者从东莞市邦泽电子有限公司

（下称 “邦泽电子 ”）

获悉，该企业在国

内新上市的小家电品牌“帮鲜生”在春

节期间有不小幅度的优惠。 记者了解

到，“帮鲜生” 是邦泽旗下的小家电品

牌，目前在天猫、京东、小红书等电商

渠有销，该真空包装机拥有风冷系统，

实现了快速散热， 可持续工作 24 小

时，达到了“家商两用”的功能，在家就

可实现对食物的保质保鲜。

据了解， 邦泽电子是一家办公设

备和厨房电器的生产商， 其核心产品

有碎纸机、真空包装机等，从 2011 年

起开发自主产品超过 30 个品类。 2019

年，邦泽电子年销售突破 6 亿元，自主

产品

（品牌）

已占据总销售额的四分之

一，在北美同行的电商排名、品牌影响

力排名第三， 在亚马逊电商综合排名

第三。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当“红”不让 华泰柏瑞上证红利

ETF

即将分红

华泰柏瑞基金发布公告称， 旗下

上证红利 ETF 将于 1 月 22 日分红，

每 10 份基金份额将派发红利 1.44

元，除息日为 1 月 17 日。 截至上周

五，华泰柏瑞上证红利 ETF 规模已

经超过了 33 亿元，其基金份额连续

四年实现正增长， 场内成交额也逐

步提升。

据了解， 华泰柏瑞上证红利 ETF

跟踪的标的指数汇聚了 50 只现金股

息率高、规模和流动性皆优的个股，并

且根据股息率来分配成分股权重高

低、每年定期调整，使指数能够持续保

持高股息的优势。

业绩持续第一，工银瑞信斩获“离岸中资基金”六项大奖

日前， 由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

与彭博联合举办的“2019 年度离岸

中资基金大奖”获奖名单揭晓。凭借

短中长期持续优异的业绩表现 ，工

银瑞信旗下 2 只股票型 QDII 基金

一举斩获六项大奖。其中，工银全球

精选股票包揽“最佳总收益

（股票

类 ）

”1 年、3 年、5 年期冠军，工银全

球股票同样以始终排名前三的好成

绩 ，将“最佳总收益

（股 票 类 ）

”3 年

期季军和 1 年期 、5 年期亚军收入

囊中。

长安马自达召开

2020

年度经销商大会

2020 年 1 月 11 日， 以“聚力次

世代 筑梦新征程 ”为主题，长安马

自达在南京正式召开 2020 年度经

销商大会。 双方母公司领导以及长

安马自达公司领导、 来自全国各地

的经销商投资人、总经理齐聚金陵，

共襄盛举。

会议聚焦当前汽车市场发展态势

和机遇， 回顾总结了长安马自达 2019

年工作亮点，从市场环境分析、全新世

代产品、品牌产品营销、终端销售运营

等角度展开深度解读。 并以凝心聚力、

共筑未来的积极姿态对 2020 全年工

作进行前瞻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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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茶山宣

2019 年以来， 茶山围绕全市建设

“湾区都市、品质东莞”的战略部署和价

值追求，全力建设“湾区宜居小镇、品质

活动茶山”， 将城市管理工作作为重要

抓手， 坚持城市管理服务人民群众、服

务城市建设、 服务经济发展的理念，着

力做好城市品质提升、乡村振兴、城市

精细化管理、广深铁路整治、彩色林建

设和两违治理等重点工作。 在 2019 年

东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中，茶山第

一季度排名全市第二，第二、三季度排

名全市第一； 数字城管考核 2018 年、

2019 年连续排名全市第一；洁净东莞指

数测评活动中排在全市前列， 其中，在

2019 洁净东莞“蜜蜂奖”榜单中，镇委书

记黎寿康获行走东莞“蜜蜂奖”，茶山圩

社区被评为洁净东莞“蜜蜂奖”之村（社

区）， 寒溪水村被评为洁净东莞“蜜蜂

奖”之进步最快村（社区）。 2019 年违建

治理任务为 88 万平方米，已完成 107.8

万平方米，完成率达 122.51%，提前超额

完成市下达的任务；新增绿化及补绿复

绿约 51000 平方米。 城市环境和品质得

到了明显提升。

数字城管工作一直走在全市前列

“数字城管” 是东莞市城管局强化

监管、呼应群众需求、提升城市管理效

率的重要举措，茶山镇一直高度重视数

字城管工作，2018 年、2019 年连续排名

全市第一。2018 年共处置数字城管案件

10575 宗， 结案率达 99.17%；2019 年共

处置数字城管案件约 3.06 万宗，结案率

达 99.2%。 茶山城管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茶山组建数字城管专责队伍，从分

管领导、派遣员、处置员都明确岗位职

责，定人、定岗、定片、定量，严格按时、

按量、按质落实，奖勤罚懒，工作完成率

与绩效工资挂钩，成效显著，按期结案

率一直排在全市第一。

压实属地责任倒逼城市管理水

平提升

在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洁净城

市”方面，茶山从 2019 年 4 月份开始实

行“红黑榜”制度，每月对各村（社区）的

精细化管理工作及“洁净城市”工作进

行考核和问责，在全镇班子、各部门、镇

电视新闻上进行通报。 根据考核情况，

对排名倒数第一的村（社区）按情况实

行现场会剖析发言。 真刀真枪，问责到

底，绝不走过场，真正压实村（社区）的

属地责任，倒逼城市管理水平提升。

此外，茶山每月对保洁公司实行暗

检和明检，90 分以下的， 严格按照合同

标准对当月承包款进行扣除，压实保洁

公司责任。 并切实将“门前三包”落实到

实处，2019 年共签订 25270 份门前三包

责任书，同时全部配套安装“门前三包”

责任牌，实现全镇“门前三包”100%全覆

盖。 实行“一教育二警告三处罚”的人性

化执法方式，通过上门宣传、耐心劝导、

强化执法等方式持续发力，巩固成效。

高效回应群众需求保障群众生

活质量

据茶山城管分局局长余锐强介绍，

从 2019 年 1 月份开始， 分局严格实行

24 小时在岗备勤值班， 加强节假日、夜

间的应急管理和执法监督，有效保障城

市管理的连续性和高效性。

对违法建筑的夜间偷建、抢建行为

进行及时查处， 有效遏制新增违建；对

夜间偷运垃圾，严重影响茶山生态环境

的违法行为，实行全天候监管，成效显

著，2019 年以来未发生外运垃圾倾倒现

象；对群众反映影响日常生活的信访问

题及时回应和处理，尤其是夜间噪音扰

民、流动商贩阻塞交通等常见影响群众

生活的问题， 值班人员立即前往处理，

高效回应群众的需求，保障群众生活质

量。 充分发挥“头雁”效应，主动实行双

休日分局班子在岗值班制度，带队处理

各类难点问题，保证节假日和工作日的

环境卫生、市容环境管理和违建监管一

个样。

打造五彩缤纷的城市街头美景

2019 年，茶山镇制定厕所革命规划

建设指引，统一设计风格，共投资 1570

万元， 对全镇 66 间厕所中符合条件的

进行翻新改造，不符合条件的原址拆除

重建，全面提升茶山的厕所品质，目前

已全部完工， 超额提前完成 2020 年的

任务。 该镇以“南社古民居”古建筑为灵

感，整体厕所设计彰显了岭南文化特色

和风格。 以南社村古建筑群、牛过

蓢

古

村落和寒溪水村红色历史文化为主题，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厕所”、“旅

游厕所”。

茶山还结合“城市品质三年提升计

划”和彩色林建设要求，重点开展迎宾

大道绿化升级、茶山圩公园、寒溪水门

前塘公园、粟边公园、东岳公园等 12 个

彩色林绿化项目，并对安泰路、茶园路、

怡华路等 20 个重要街景和主干道出入

口进行景观提升改造，打造五彩缤纷的

城市街头美景。 建成区绿地面积达

1330.72 公顷，绿地率达 46.84%；公共设

施绿地达标率为 92.8%， 城市绿化景观

更加绚丽多彩。

接下来，茶山将进一步做好茶山公

园、宪法主题公园、中央绿化公园、河畔

公园的提升工作，打造靓丽优美城市绿

化环境，为群众提供各种锻炼休闲娱乐

好去处。 继续做好街头小景布置，全面

打造茶山镇多层次、多树种、多色彩的

城市街头绿化景观，全面提升茶山城市

品质。

茶山数字城管走在东莞前列

数字城管考核2018年、2019年连续排名全市第一

茶山完成

12

个彩色林建设项目，城市品质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