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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塘厦获悉，1月13日上午， 东莞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塘厦服

务中心

（下称“塘厦车管服务中心”）

在林

村汽车产业城揭牌启用。 这是临深片区

首个车管服务中心。

据了解， 该服务中心占地3600平方

米，设有验车场和办事大厅，配备20名工

作人员， 每天最多可办理300宗车辆业

务。办事大厅设12个窗口，并有车驾管自

助E终端、24小时交警服务厅， 可办理业

务包括机动车登记注册、 换发新能源号

牌、机动车转移登记、机动车转移迁出等

16个项目。

塘厦车管服务中心负责人蔡志行表

示，鉴于当前疫情情况，中心准备了洗手

液、口罩等，到中心办理业务的群众需要

佩戴口罩、出示粤康码、测体温。 该服务

中心可办理除车辆抵押登记业务以外的

所有车辆业务，可为塘厦、清溪、凤岗、樟

木头等周边镇车主提供服务， 辐射临深

片区，免去车主奔波劳累之苦，大大节省

路程时间。

同时， 塘厦车管服务中心验车区设

置了一个闭环流程通道， 车主在办理时

可以不中断全程办理。 车主在该中心选

择e通道办理业务， 全程时间不会超过1

个小时， 相关证件可在3天内寄给车主。

当天上午， 闻讯赶来的车主饮到了塘厦

车管服务中心的服务“头啖汤”。同时，市

民可提前在“东莞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预

约塘厦车管服务中心车驾管业务， 只需

跑一次就能办理。

近年来，临深片区经济发展强劲，加

之周边城市“限牌”，临深片区车驾管业

务增长迅猛。由于距离市区较远，群众办

理车驾管业务需往返较长路程， 费时费

力。 为此，市、镇联合在塘厦设立了车管

服务中心，方便临深片区群众办事，可办

理机动车登记注册、过户、变更等各项业

务。蔡志行介绍，设立塘厦服务中心是市

交警支队和塘厦镇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通讯员 秋平 俊豪

最高奖补5000元

厚街多家企业暖心行动鼓励员工留莞过年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厚街宣

春节越来越近了，但多地疫情仍不

稳定。 为响应“非必要不离莞”的倡议，

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东莞厚街有多

家企业制定了春节留莞员工奖励补贴

措施，鼓励员工留莞过年。 记者获悉，一

企业留厂过年员工最高可获得公司补

助5000元／人。

TTI：奖补春节留厂全勤员工5000元

东莞创机电业制品有限公司

（下称

“

TTI

公司”）

于近期实行留厂津贴措施，

留厂过年员工最高可获得公司补助

5000元／人。

日前，路过TTI公司的市民可以看到，

在TTI公司周边都挂起这样一条横幅：“2月

1日前入职TTI， 春节不回家除加班费，

（可

以）

多拿4000元留厂津贴；做完3月份，再

拿1000元。 ”格外引人注目。

记者询问得知，为了响应市镇关于

春节期间倡议员工留莞过年的号召，

TTI公司给予留厂员工特别津贴，在

2021年2月1日至2月28日留厂全勤的员

工可获得4000元留厂津贴， 在2021年3

月1日至3月31日留厂全勤的员工可获

得1000元留厂津贴，合计5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留厂津贴并不包含

加班费。TTI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

将严格按照劳动法规定发放加班工资。

其中，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是平时工资

标准的3倍， 周六日加班工资是平时工

资标准的两倍。

“目前企业大约有18000名员工，出

于安全考虑，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员工表

示愿意留莞过年。 ”TTI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 企业也将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让

员工在莞也能过一个安全温馨的好年。

鼎泰高科:�预计发放留厂过年

奖金近40万

位于厚街镇赤岭社区的广东鼎泰

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专门出

台了员工留莞过年的激励方案， 从1

月20日至春节后企业开工期间，留厂

过年的员工可享受节前在岗、节后提

前到岗，以及返乡和回厂车费补助等

多项奖励。

企业把往年发给每名返乡员工

600元的春节交通补助金， 今年用来

奖励每一名留厂过年的员工。 各项奖

励加起来， 每名留厂员工可获得超过

2000元的奖励，预计鼎泰高科发放员工

留厂过年奖励金共计近40万元。

鼎泰高科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

厚街有4家子公司， 员工人数为500人。

企业在奖励留厂过年员工的同时，还在

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除夕夜在

企业食堂为员工安排了年夜饭，春节期

间也会为员工加餐，并安排一些小规模

的游戏活动， 为留厂员工营造家的感

觉。 据统计，目前鼎泰高科已有近1/3的

员工选择留莞过年。

永益食品： 假期提供免费餐食

发千元红包

1月12日， 永益食品向全体员工发

出《关于倡导“员工春节期间留厂留莞

过大年” 的倡议书》， 明确春节放假期

间，公司为留厂员工免费提供就餐

（除

夕年夜饭、包水饺等）

，将向留厂人员每

人发放1000元春节红包及慰问礼包。 该

公司计划2月6日~18日放假， 期间也为

留莞员工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趣

味拔河赛、套圈圈、定点投篮赛、猜灯谜

等，活动参与者及观众均有奖品、纪念

品发放。

“我们公司拥有1200余名员工，来

自广东、湖南、广西、河南等地。 ”东莞市

永益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孙弥奇

介绍，为倡导员工春节放假期间留厂留

莞过年，公司加大防疫宣传，并制定推

出奖励措施，不少员工对这项措施十分

赞同，目前正在统计留厂员工人数。

寮步乡村振兴已完成投资87亿元

41项重点工作任务已基本完成，123个重点项目已开工105个

全域项目化推动乡村振兴，绘就美

丽乡村画卷。 从寮步获悉，截至2020年

12月底，寮步乡村振兴41项重点工作任

务已基本完成，123个重点项目已开工

105个，完成投资87亿元。

成立乡村振兴八大专项组

在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过程中，寮步

镇成立了工作专班，从相关成员单位抽

调了8名业务骨干， 专职负责镇乡村

振兴办公室日常工作。镇乡村振兴办

公室牵头将主要成员单位联动起来，

成立了组织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

兴 、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城乡融合、

农村综合改革和脱贫攻坚等八大专项

组，建立了“齐抓共管、共同进步”的良

好工作机制。

据悉， 寮步镇乡村振兴办公室将

28个村

（社区 ）

划分为4个片区，每个

片区包含7个村

（社区 ）

， 安排4名工

作人员负责联络各片区村

（社区 ）

乡

村振兴工作，通过采取“1+7”的工作

联络模式，进一步强化了镇对村的督

导力度， 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推

动乡村振兴工作由“散、广”向“聚、统”

一盘棋的转变。

目前，寮步镇已有15个村

（社区）

乡

村振兴办公室主任由该村党委副书记、

党总支副书记兼任，更多层次搭建了村

（社区）

乡村振兴工作平台，解决了过去

农业干部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统筹协调

力度不够的问题。 通过建立村

（社区）

乡

村振兴办公室，切实压紧了农村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责任，确保了全镇乡村振

兴战略落地见效。

专项整治提升村（社区）颜值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是重头戏。 比如，刘屋巷

村小村庄现在颜值大提升， 村前屋后、

村内巷道整洁干净；经过村里的统一规

划，乱拉、乱挂电线等现象也不复存在；

新建的公园让村民有了茶余饭后的休

闲场所。

据了解，在寮步镇乡村振兴办公室

的指导下，各村

（社区）

乡村振兴办公室将

本行政区域划分为若干片区，参考“两委”

干部对口联络村小组负责制， 制定了本村

（社区）

农村人居环境巡查工作分工表，明确

农村人居环境巡查区域及责任人， 以及村

（社区）

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整治责任主体，

解决了本村

（社区）

农田、林地、鱼塘、闲

置地等非市场化保洁区域环境卫生整

治主体不明确的问题。

同时，建立了本村

（社区）

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微信群，巡查责任人每周

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农村人居环境巡查

工作，重点巡查辖区内窝棚、垃圾以及

各类废弃物等，及时将巡查发现问题图

片及定位发送到微信群，由本村

（社区）

乡村振兴办公室通知清理单位进行整

治，并将整治后的照片汇入台账，解决

了非市场化保洁区域“三不管”的难题。

去年以来，各村

（社区）

共收到窝棚

线索1120多条，村巷道生产工具、建筑

材料乱堆乱放线索580多宗， 垃圾乱扔

乱放线索1820多条， 已全部整治完成。

各村

（社区）

在紧抓生产建设的同时，也

将人居环境整治提上了日程。

通讯员 周雪平

塘厦车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附近市民办车驾管业务不用再跑市区了

2020年权益类基金凭借高光

的业绩表现， 成为众多投资者投

资首选。但是，资管新规打破刚性

兑付以来， 对于稳健型投资者而

言， 长期表现稳健的固收类产品

则是资产配置中必不可少的“压

舱石”。 目前，东方红资产管理正

在发行“固收+”策略基金———东

方红锦丰优选两年定开混合基

金，获得了较高的市场认可。该基

金采用双基金经理制度， 由两名

实力老将胡伟、高德勇共同管理，

充分体现了东方红固收团队专业

化、系统化的团队能力，充分发挥

基金经理各自擅长的优势， 形成

互补。

东 方 红 新 发

“固收+” 产品获市

场认可

塘厦车管服务中心揭牌并投入使

用。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