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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沥村尾村

美丽乡村建设

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晓妍

村尾莲池荷花争相竟开，花香与

清风迎面扑来，使人心旷神怡，目前，

银宝山新、泰亮、怡合达、华庄等 4个重

点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建设当中，厂房规

模日渐成型……在东莞市横沥镇村尾

村，可以感受到该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与

产业发展正在齐头并进加速发展。

近年来，村尾村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坚持以“抓环境建新村”、“抓环

境兴产业”、“抓环境惠民生” 为立足

点， 持续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环

境、文化、产业等齐头并进，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在该村落地开花，全力打造

富裕、生态、开放、宜居、和谐村尾。

“荷塘叶色”与粤剧文化齐发展

走进村尾村，一池碧绿无垠的田

田荷叶显得格外醒目，映衬着池边青

砖黛瓦的古村落， 交织成一副宁静而

美好的画卷，靓丽的莲塘如今成了横沥

镇一个热门“景点”。近年来，村尾村积极

配合“美丽幸福村居”及“一村一品牌”行

动计划，打造以文化产业、餐饮、休闲等

服务为主的“荷塘叶色”特色文化街，广

泛宣传“戏剧曲艺” 以及“太平楼”、

“麻石巷”等特色文化，盘活本村特色

资源，带动村民创业就业，打造特色

村尾，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荷塘叶色” 特色文化街是村尾

村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促进乡村

文化繁荣的重要举措，也是该村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缩影，而其

中的“民生微实事”———粤剧曲艺文

娱中心也即将完工，届时将成为该村

传播和传承粤剧文化的活动新阵地，

也为群众提供休闲娱乐好去处。

“何大仙诞是我村的传统文化，

有着深刻的粤剧文化底蕴，所以村民

们对粤剧的热爱程度都是比较深。去

年年底，在机缘巧合之下，我们村接

收到了陈协平先生移赠的凤凰粤剧

团，剧团的正式进驻使我村的粤剧文

化更上一个阶梯。我们将大力扶持剧

团，传承粤剧文化，立足于服务群众，

打造村尾特色的粤剧品牌。 ”村尾村

妇联主席香锦尚说。

全力推进“三二八”工程建设

2019 年， 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村尾村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三二八”工

程，即“三大板块、两个对接、八项工

程”。目前，“三二八”工程正在紧张有

序推动中，持续推进生态、产业振兴，

走一条属于村尾的乡村振兴之路，整

个村尾环境将焕然一新，农村居住环

境变得更优美。扎根村尾十几年的陈

先生感到特别幸福，想不到昔日破旧

的古村落如今“摇身一变”成为热门

景点， 周围还增加了不少的娱乐设

施，丰富了群众的休闲娱乐活动。

“三二八” 工程将推动集体经济

快速发展、提高村民的福利和收入水

平、完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美

丽幸福的宜居环境，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稳步进行，把村尾村建设成为新时

代各方面均衡发展的新农村。

该村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升级

改造项目。这是该村“三二八”工程的

三大板块之一，主要对接政府仁和水

项目， 推动该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加

强环境保护，将商业发展、村民增收

和民生改善紧密结合起来，发展集生

态、生活功能于一体的都市农业的特

色休闲生态园， 达到科学规划布局

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

美的效果，将村尾建设为宜居、宜业、

宜游的美丽乡村。

全力配合“四大项目”落地

随着横沥镇银宝山新、 泰亮、怡

合达、 华庄等重要项目相继落地，村

尾村的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了巨大收

益。该村在全力配合“四大项目”落地

投产的基础上，还计划在企业周边预

留 6 块土地对接这些项目，用于完善

企业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休闲小

公园，在提升企业环境之余为企业留

住员工，同时带动周边出租屋以及小

型加工业的经济发展，促进村民奔小

康，以达到双赢。

因此村尾村主要以整治环境带

动经济发展，从“新区、旧区、农田保

护区”三大板块，对道路、电网、下水

道、路灯等村内环境和基础设施进行

升级改造。 香锦尚介绍，“目前，我村

已经铺设了 8 公里泊油路，通过零散

区道路硬底化、 边角料绿化整治等，

改善全村人居环境，促进第二、三产

业的发展，提升村民私人物业的出租

率及租金金额，增加村民收入，从而

提高村民的幸福指数。 ”

石排开展楼宇式

分租厂房环境整治

日前， 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市石排镇

获悉，6 月 28 日，石排召开楼宇式分租厂房

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动员会， 集中整治楼宇

式分租厂房突出问题， 进一步提升石排生

态环境质量和环境综合管理水平。 会议对

《东莞市楼宇式分租厂房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方案》进行讲解，并对石排下来整治专项

工作进行部署。

石排镇委副书记、 镇长郑晓坚在会上

表示， 楼宇式分租厂房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是一项市镇村三级多部门联合开展的重要

行动，各相关部门、各村（园区）要提高站

位， 切实增强楼宇式分租厂房环境整治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要突出整治重点，突出常

态化监管，突出宣传引导，扎实开展楼宇式

分租厂房环境整治；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单

位要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切实以战时思

维、 战时状态和战时举措推动整治工作联

防联治，长效长治。

据了解， 本次行动整治对象为将独立

厂房或工业聚集区切割、 分租从事经营工

业生产的楼宇式分租厂房， 重点整治单幢

占地面积 2000 平方米以上或总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以上的分租厂房。 整治内容包

括无照经营、违章搭建、安全生产、环境安

全。 由村（园区）动员辖区内的分租主体自

主申报、拉网式摸排、督促厂房物业责任主

体自查自纠、 发现问题线索分类推送到各

职能部门查处；同时，镇级职能部门组织联

合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无照经营、 违法搭

建、安全隐患、非法排污等行为。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排宣

莞城“电商直播学院”揭牌

日前，东莞莞城“电商直播学院”正式

揭幕，作为东莞首个由镇街主导的“电商直

播学院”，标志着莞城针对电商拉动消费的

步伐迈出了新的一步。“电商直播学院”是

由莞城商务局、 莞城网信办和莞城人社分

局主办，是莞城电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揭牌后将结合“乐购莞城”系列活动助推企

业转型升级，开发新型销售模式。

莞城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过程中，受

到地理位置的影响， 在地域和交通方面都

不占优势，为此以“电商直播学院”总部为

突破口，在辖区多个商圈设立学院分点，共

享政府各项资源和配套政策，以点带面，以

面带全。 设立天宝建材设计城作为家装、设

计行业的学院分点，投放设计、建材、家装

等方面资源，以此作为试点，目前已经定制

了自身的线上交易平台和直播间， 即将推

出一系列分享学习活动。 设立地王广场分

点，主打教育培训类内容，将制订一套适应

自身的线上营销模式。

“电商直播学院” 主要围绕“乐购+电

商”、“电商+直播”、“直播+创业”、“创业+

孵化” 等多种模式开展系列主题授课、培

训、分享和交流等活动。 项目一经推出便吸

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非常契合当前

企业家们的迫切需求， 莞城街道办事处高

度重视这一项目，从政策、资金、资源等多

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各职能部门主动为

企业牵线、为“电商直播学院”搭台，除作为

“策划师”的商务局外，网信办、人社分局等

诸多部门纷纷加入， 从各自职能出发为该

项目提供支持和保障。

据介绍，莞城将以“电商直播学院”为

依托，各个学院分点作为载体，通过线上直

播方式可以更好地把莞城特色产品推销出

去，帮助企业抢抓线上直播销售的新风口，

发展直播、短视频等电商新业态，为推动莞

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动

能。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莞城宣

四名熊孩子用石块划花45辆车

修复价格约十多万元，事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四名熊孩子用石块划花了小区

内的 45 辆车，修复价格在 12 万元以

上！ 6 月 29 日，东莞市公安局樟木头

分局对这起案情进行了通报。

通报称，6 月 22 日 7 时许，东莞

市公安局樟木头分局接到多名群众

报警，称停放在小区内的车辆被人划

花。接报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经调查发现，6 月 21 日 19 时 30 分

许，四名儿童捡起路边石块将停放在

小区内的 45 辆车辆划花。

经汽修厂初步估算，被划花车辆

中的 37 辆修复价格合计约 12 万元

人民币

（另有

8

辆车辆因暂未提供修

复报价，暂未计入）

。

四名儿童的监护人对儿童的

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公开向遭

受损失的车主道歉， 并表示愿意

积极承担相应责任。 公安机关正

积极引导各方通过法律程序妥善

解决问题。 目前，事件还在进一步处

理中。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管萱萱

横沥村尾村全力打造富裕、生态、开放、宜居、和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