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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脱贫！

碧桂园莞深区域结对帮扶英德两村显成效

松山湖启动二手房专项整治

近日， 东莞松山湖城市建设局

发布 《关于开展松山湖园区二手房

地产市场乱象专项整治的通知》， 启

动二手房专项整治， 业主违规抱团

涨价将重罚。

本次二手房市场领域乱象专项

整治重点打击三类行为： 一是房地

产经纪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主要包

括房地产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未

按规定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擅自开展房地产经纪业务；

代理销售机构现场销售人员与预

售方案申报人员不符， 或未办理

东莞市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信息

登记卡； 代理销售商品房时违规

收取佣金以外的其他费用； 未在

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房地产经

纪机构营业执照和备案信息、 服

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串通投机炒房团伙， 哄抬房价，

谋取不正当利益； 强制提供代办服

务、 担保服务， 或者以捆绑服务方

式乱收费； 发布虚假房源和价格信

息， 捏造、 散布不实信息， 或者曲

解有关房地产政策， 误导购房人；

为交易当事人规避房屋交易税费等

非法目的， 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

易价款的合同提供便利。

二是小区业主联合“操盘”， 集

体提高挂牌价， 或通过恶意诋毁、

人身攻击等手段， 逼使小区其他业

主以明显高于周边同类型二手房的

价格， 限定其存量房出售底价， 涉

嫌哄抬房价、 抱团涨价的行为。 三

是其他侵害人民群众合法利益， 扰

乱房地产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本次专项行动将与园区税务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松山湖分局、 不动

产登记中心等各相关部门联动， 并

与扫黑除恶和问题楼盘专项整治行

动相结合， 如有房地产经纪机构拒

不配合， 存在不报、 漏报、 瞒报、

错报等行为的， 松山湖城市建设局

将依法核查。

对于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

及个人， 将依法采取责令限期改正、

暂停网签、 暂停手续办理、 记入信

用档案、 典型案例公开曝光、 移送

相关职能部门等措施处理。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汇景控股计划建人工智能小镇

近日，记者获悉，汇景控股与东莞

市沙田镇政府达成意向，计划在沙田镇

建设人工智能小镇，打造一个涵盖人工

智能的先进示范平台。 未来，沙田人工

智能小镇将通过打造高品质空间，吸引

创新要素加速聚集， 助力产业转型升

级。 沙田人工智能小镇将立足大湾区建

设， 瞄准东莞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探索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推动东莞

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新模式。

据介绍， 在汇景控股的主导下，汇

景与浙江大学共建校级研究中心将落

户人工智能小镇，引进浙江省人工智能

科技企业“量知科技”进驻，意向引进上

市企业“中装建设”来莞投产 IDC 数据

中心。 这是一个高科技企业聚集发展、

产业服务功能完善、工作生活配套齐全

的新型现代化智慧小镇，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产业运营和宜居新城的标杆，

建设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特色小镇以及

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创新的示范点。

与此同时， 汇景控股携手浙江大

学， 将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相结合，共

建校级权威服务技术平台———浙江大

学·汇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联合研究

中心，助推科创成果孵化，以科技赋能

汇景产业，为公司发展注入新动能。 据

悉，研究中心业务范围涵盖成果转化与

孵化、战略研究咨询、共性技术服务和

业务获取渠道四大职能；可提供大数据

智能、产业经济规划与咨询、工业设计、

培训活动四大专业服务。

汇景控股将与浙江大学开展一系

列产、学、研企校合作，双方携手共建一

所产业商学院，定位为高水平专业培训

学院，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将围绕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过程中所需的创新型工程科技与管理

人才发展设立，以人工智能、智能制造、

数字经济、智慧管理等为主要培训内容

和方向。 由双方共同开发的群智服务平

台系统， 将面向东莞的人工智能产业

链、 文旅康养产业链和工业设计产业

链，提供一个具备产业创新大数据知识

情报搜集、 分析与监测的动态数据系

统。 此外，汇景控股还将提供配套齐全

的小区，为集团科创产业项目及邻近区

域内的相关入驻新兴产业解决后顾之

忧。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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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孩子们欢呼雀跃地走近围墙， 用心

地给自己喜欢的画涂抹着颜色……6月19

日， 东莞媒体采风团来到了英德市双寨

村小学， 实地走访碧桂园莞深区域开展

的艺术扶贫工作， 见证城市校园涂鸦艺

术课堂送进大山深处的校园。

碧桂园莞深区域成立八年来， 向社

会捐赠公益活动累计逾4亿元；其中在扶

贫领域，长期对口帮扶英德市大船顶村、

双寨村。 过去两年多来，碧桂园莞深区域

先后40余次走访慰问帮扶两村，扶贫行程

超过2万公里，通过党建扶贫、基建扶贫、

教育扶贫等方式为两条贫困村的群众输

送帮扶资源、信息和技能，传递真情与关

怀。

在各方力量的合力支持下，今年初，

英德市大船顶村、 双寨村两条扶贫村已

经实现100%脱贫。 碧桂园莞深区域党建

扶贫负责人柯兵表示， 脱贫只是乡村振

兴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将继续关注农村、

关注公益，积极回报社会，共建更美好的

家园。

艺术进校园 扶贫先扶志

“孩子 们 很 开

心”， 在一旁指导孩

子们涂鸦的艺术老

师文炫懿告诉记者，

这一节艺术课，30多

名孩子将共同完成

一幅80米的“作业”

———为最美的校园

涂上颜色。为此文炫懿等7名艺术老师花了三

天时间在围墙上绘下了草图， 还准备了防水

涂料，确保师生们的心血之作能安然度过整

个雨季。

“扶贫先扶志， 艺术扶贫不仅能孩子

们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树立对

美好生活的认知与向往。”柯兵表示，教育

帮扶是深远改变一个贫困家庭未来的长

远计划， 也是巩固扶贫成果的未来保障。

碧桂园莞深区域在党建扶贫过程中下大

力气去抓教育帮扶， 目前形成了爱心助

学、艺术扶贫、推荐入学、 岗位实习、励志

扶贫等全方位教育帮扶……帮助贫困学

生圆了上学梦，帮助他们打开视野，帮助

他们长远立志。

两年多来，莞深区域先后在两条扶贫

村组织绘画课、剪影课、励志课、涂鸦课进

校园活动，并向大船顶村捐赠书架、图书

一批，建设了爱心图书角，为两村贫困学

子发放奖学、助学金3.4万元，开展为期3

年的区域副总裁一对一结对助学帮扶贫

困大学生活动。

产业进乡村 家门口脱贫

“这几年双寨村变化很大， 村子中央

臭气熏天的旧养鸡场整改后变成了文化

广场，杂草丛生、寸步难行的小树林变成

了古树公园。 ”英德市旅游文体局驻双寨

村党建指导员梁敬带着媒体一边沿着宽

阔的硬底路参观村庄，一边介绍着双寨村

这些年的喜人变化。

该驻村干部表示，近年来，南粤集团、碧

桂园等企业还致力于产业扶贫， 先后为双寨

村引入光伏发电、 葛根种植以及种鸡养殖场

等产业项目，以巩固当地的脱贫增收成果。

这些项目不仅为村集体每年带来红

利，更直接为当地贫困家庭带来了脱贫致

富的机会。“双寨村一对夫妻在种鸡场上

班，一个月家庭收入8000元，在当地已算

中上收入水平了。”梁敬表示，种鸡场今年

还将扩大规模，预计可以帮助更多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

除了拓宽岗位帮助村民解决就业，碧

桂园还致力于技能帮扶，帮助更多村民完

成从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变。柯兵表

示，这些年碧桂园莞深区域依托集团的资

源，将粤菜师傅、产业工人、家政服务等技

能培训信息与就业机会送进两条扶贫村，

同时还主动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带薪实习

岗位，让他们通过参与扶贫、公益、行政、

仓库管理、会务接待、官微制

作、IT运维、 活动组织等工

作， 提前感受职场文化

与氛围， 为将来毕业找

工作增加履历与工

作经验。

八年莞深区域累计

向社会捐赠

4

亿多元

2012

年

4

月，碧桂园莞

深区域正式成立，“对人好对

社会好” 的企业精神在东莞

这座大爱之城结出累累硕

果。据统计，八年来莞深区域

在公益领域累计向社会捐赠

4

亿多元。

双寨村的扶贫只是碧桂

园集团扶贫公益的一个缩

影。 自碧桂园集团成立以来

为全社会捐款累计超

67

亿

元，全国帮扶项目涉及

16

省

57

县， 结对帮扶

9

省

14

县

33.7

万贫困人口。截至目前，

已助力

13

个贫困县脱贫摘

帽，脱贫超

31.8

万人。

双寨村焕然一新。

涂鸦艺术课堂送进大山深处的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