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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街：3年投6.6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厚街宣

近日，东莞厚街镇委书记、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组长刘学聪围绕

全面实施“1+9”三年行动计划和乡村振

兴战略，为全镇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关于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题党课。 据

悉，未来 3 年将投入 6.6 亿元，实施 32

个项目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力争到

2022 年取得显著成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发展短板

授课中，刘学聪围绕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交流和分

析，并结合考察体会，分享杭州、嘉兴等

地乡村改造先进案例， 对标厚街实际，

明确了厚街乡村振兴工作的目标任务。

从今年起，厚街将分 3 年投入 6.6 亿元，

实施 32 个项目， 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力争到 2022

年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

据悉， 市镇都出台了配套奖励政

策，鼓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比如

获评东莞市特色精品村， 市里将奖励

1000 万元， 镇里也按 1:1 的比例补助。

刘学聪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利好政

策多，但政策机遇期很短，转眼今年时

间已经过半，各社区各部门要以时不我

待的精神，在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的同时，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加快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确保脱贫攻坚战圆

满收官，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使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先一步。

“五大工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未来 3 年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刘学聪表示， 厚街将实施农村产业兴

旺、农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润化、和谐

农村善治等“五大工程”，稳步推进乡村

振兴。

其中，实施农村产业兴旺工程将安

排 1.08 亿元农村产业兴旺专项资金，

全力培育和推进农村产业发展。 实

施“一村一策”， 目前各社区已初步

上报“一社区

（ 村 ）

一策 ”项目 232

个，涉及建设资金约 24.92 亿元。 加

快项目建设，投入 6000 万元，推动各

社区发展新建生产性项目及投资回购

项目； 投入 1800 万元推动社区落实城

市更新项目等。

实施农村生态宜居工程将加快特

色精品示范村建设。 从今年起，市镇两

级 3 年内将投入 2.88 亿元用于支持社

区创建特色精品

（示范）

村。 优化乡村人

居环境， 确保 2020 年底前所有社区达

到干净整洁村标准； 投入 2200 万元鼓

励各社区自行开展“见缝插绿”等绿色

景观建设； 投入 4992 万元推动生活垃

圾 100%无害化处理。 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3 年投入 2500 万元， 规划建设至少

25 个综合停车场。

实施乡风文明润化工程， 将投入

1000 万元建立镇文明实践中心，选取 4

个社区建立社区文明实践站。 打造红色

文化基地， 投入 1078 万元改造升级大

迳社区红色主题展览馆，建成汪潭红色

主题公园。 改造升级村级社区综合服务

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点，计划今明两

年投入 3058 万元，分批对全镇 15 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站点进行升级改造。

实施和谐农村善治工程，将大力实

施“头雁”工程，立足做好 2021 年社区

换届选举工作。 加快推进共建共治共

享，投入 5000 万元加快构建“1+5+N”

基层社会治理指挥调度体系等。

实施生活富裕工程，则将统筹推进

次发达村加快发展，加强对次发达村的

精准帮扶， 力争在 2022 年消灭收不抵

支社区。

东城加快构筑农贸市场疫情防控“防火墙”

为切实加强辖区农贸市场疫情防控

工作，东莞市东城街道日前组织召开农贸

市场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会议通报了 6 月

19 日全市召开的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以及全市农贸市场从业人

员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会议情况。 同时，会

议要求各社区积极动员辖区农贸市场配

合街道医务人员快速完成核酸检测工作，

加快筑起农贸市场疫情防控“防火墙”。

在会议进行时，东城医院和市场监管

分局同步派出了工作人员到温塘鸿联市

场和温塘荣旺市场进行首轮核酸检测工

作。 截至目前，已完成上述 2 个市场所有

从业人员

（共

146

人）

核酸检测，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未发现新冠肺炎病毒携带者。

会上，东城强调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

作，尤其是核酸检测全覆盖工作与人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各部门必须迅速

进入战时状态， 抓紧落实好四点要求：要

提高责任意识，把握好农贸市场产品购销

渠道广、人员流动性强等特点，齐心协力

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突出工作重

点，按要求开展摸查排查和落实专人驻场

制度，强化农贸市场环境卫生整治和人员

管理；要强化督查检查，由专班结合各部

门职责，制定督查检查计划，强化农贸市

场检查；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多方位

深入开展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宣传，引导全

社会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接下来，东城将以农贸市场风险系数

高低为参考标准，合理、快速推动其余农

贸市场核酸检测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东城宣

第三期“以爱为盟”创益支持计划活动启动

入选项目最高可获6万扶持资金

近日，第三期“以爱为盟”创益支持

计划正式启动。 该计划由东莞市社会工

作协会、盟大集团联合发起。 入选的申报

项目， 最高可获得6万元的项目扶持资

金。从即日起至7月15日，可向东莞市社会

工作协会进行申报。

本次活动由东莞市社会工作协会、

东莞市社会组织创新服务基地技术服务

团队联合主办， 由盟大集团作为主要出

资方，东莞市东普公益慈善会、招商银行

南城支行参与出资，活动总金额达19.8万

元。 本期创益支持计划将对三个类别的

公益服务项目进行资助，其中A类6万元，

B类2万元，C类1万元。 项目实施结束后，

获得优秀项目的执行团队将额外获得

2000~6000元的奖金。

据介绍， 申报和实施项目的主体是

在东莞市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单

个申请主体可申报的项目数目最多为3

个；资助范围主要为发展创新类，包括立

足社区，具备社区营造、社区发展、社区

参与等主题方向， 如社区研学、 社区导

赏、社区历奇等体验式学习服务项目；反

映社区居民成长发展所需的主题项目，如

能力提升计划、成长体验营、社区关爱计

划等服务项目；申报单位认为具备发展创

新主题的其他服务项目；帮扶救助类为困

境群体帮扶项目，如助学、助老、扶弱、困

难家庭及特殊群体帮扶等主题项目。

若有意申请，可向东莞市社会工作协

会提交项目申请材料，由东莞市社会工作

协会对相关资料进行汇总。 详情可关注

“东莞市社会工作协会”微信公众号。申报

材料

（电子版）

需于7月15日17：00前发送

至电子邮箱dgsxyjb@163.com。

据统计，2018年~2019年，“以爱为盟”

创益支持计划共扶持了14个公益项目，扶

持资金总额达27万元。14个项目累计开展

了340余场活动，服务达2万余人次，联动

了1000余名志愿者参与，服务惠及高龄独

居老人、社区残障妇女、脑瘫儿童、社区困

境青少年、困境外来务工人员等。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林丹霞

广州白云市场监管局打假给力

宝马中国送牌匾致谢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

成立以来收益突破

700%

2015 年 6 月 12 日，上证指数走

出了历史上的次高点 5178 点，此后

5 年来市场持续调整， 目前徘徊在

3000 点附近。 在市场反复震荡中，

华泰柏瑞基金旗下多只权益基金却

跑出了“秒杀”指数的靓丽业绩，华

泰柏瑞价值增长就是其中之一。 根

据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6

月 17 日，华泰柏瑞价值增长的复权

单位净值达到了 8.1042 元，创成立

12 年以来历史新高 ， 累计回报

710.42%，年化回报将近 20%，获得

了海通与晨星三年、五年、十年期五

星评级。

长信基金黄韵：

大消费行业

值得长情以待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疫情影

响下，稳增长目标倒逼逆周期政策

加码。当前消费在经济中占有较大

比重，内需对经济的驱动力愈发重

要。 长信基金黄韵认为，消费行业

值得长情以待，寻找有质量的增长

来应对短期波动。后期将重点关注

两个维度，一方面是传统消费行业

中地位稳固行业发展向好的龙头

企业。 另一方面是新型消费，更多

的体现在传媒、互联网以及新兴商

业模式的公司。

近日， 宝马中国总部

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广州

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景泰工商所， 送上“执法

严明 维权先锋” 金色牌

匾， 感谢执法人员对假冒

宝马汽车零件的打击。

据了解， 为了保障宝

马车主的行车安全， 从今

年 4 月起， 宝马中国总部

陆续在全国多个省会城市

开展针对假冒宝马刹车

盘、 刹车片的专项调查查

处行动。 5 月中旬， 宝马

中国总部发现广州市白云区有一处

涉嫌加工销售假冒宝马刹车盘的窝

点， 遂立刻派专人向当地市场监管

局举报。 5 月 26 日， 根据商标权

利人提供的举报线索， 广州市白云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景泰工商所一举

捣毁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长安南街民

租房内的一处涉嫌生产假冒宝马刹

车盘窝点。 现场查扣涉嫌侵犯商标

专用权的刹车盘、 密封件、 防尘

罩、 皮带、 机脚胶等物品上千件，

涉案案值上百万元。

根据 《商标法》 相关规定， 鉴

于涉案数额巨大、 情节恶劣， 该案

件拟作刑事案件移送公安部门作进

一步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