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东莞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在东城街道东泰社区举行“老

兵驿站”揭牌仪式，并启动“情暖

老兵·走进东城”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 东泰社区“老兵驿

站”位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驿站

配备书吧、活动基地、调解室、便

民设施等设施设备供退役军人学

习娱乐。此外，驿站还以退役军人

需求为导向， 通过活动牵引和社

会参与， 深入提供退役军人常态

化联系、帮扶解困、思想疏导、矛

盾化解等各种贴心服务。

接下来，东城将坚持以“强镇

带村”为主线，以完善村级“老兵

驿站”为契机，持续开展“情暖老

兵”系列活动，不断提升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水平， 努力让退役军人

收获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荣誉

感。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东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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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头天摘牌，次日动工。 9

月21日， 谢岗爱培科机器视觉智

能产业园项目

（下称 “爱培科项

目”）

实现了从用地摘牌到动工的

“无缝衔接”。

据悉， 爱培科项目由深圳市

爱培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选址在谢岗镇赵林村，占地面

积27.97亩，容积率3.8，项目建筑

面积约70811平方米，投资总额2.7

亿元。 该项目主要从事智能家居

监控产品、智能行车产品、机器视

觉等人工智能影像科技产品的研

发设计、制造、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家居监控、行车记录仪等。预计

未来在谢岗新产业基地将实现15

亿~18亿元工业年产值，年产量超

千万台。

东莞爱培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爱培科项目是未来集研发、销

售、供应链、制造中心于一体的新

基地，将进一步扩大产能，投入全

自动化智能生产线， 建设全链条

产业链， 带动上下游企业利用爱

培科雄厚的技术研发能力、 全面

的产品布局、优质的客户资源、强

大的制造能力、 一体化的供应链

资源，为谢岗镇的发展添砖加瓦。

爱培科项目纳入了今年的市

重大建设项目， 将有力拉动谢岗

镇固定资产投资， 有效带动谢岗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聚集发

展， 为谢岗镇产业高质量发展增

添新动能。 谢岗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谢岗镇将用心服务企业，健全

服务企业制度， 用无微不至的悉

心服务、 高效的执行力保障项目

高标准建设。 同时希望项目方守

牢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底线，加

快投资建设，早日建成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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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厚街宣

日前，东莞厚街制定出台了《厚街镇

家具产业集群试点培育资金管理办法》

（下称《办法 》）

，规范市镇联动设立最高

4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 明确支持家具

企业集群化、高端化、品牌化、数字化以

及绿色化五大发展方向、16类资助项目，

推动厚街家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明确支持家具企业

5

大发展方向

集群化发展方向是《办法》首要支持

范围， 具体资助奖励项目为总部经济项

目、 家具大道产业环境提升项目和家具

企业贷款贴息项目。其中，对新迁入厚街

镇并经市认定为总部企业的家具企业，

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对申报前一年营业

收入在1000万元

（含）

以上的厚街镇家具

企业，在厚街镇家具大道开设800平方米

（含）

以上品牌旗舰店

（工厂展厅）

或升级

装修的， 予以最高30%的一次性装修补

助，每家企业最高补助50万元等。

近年来， 家具消费日益呈现“两极

化”的发展趋势，家具产业高端化是未来

发展方向，亦是《办法》支持的主要方向

之一。家具产业活动项目、家具设计能力

提升项目、家具研发能力提升项目、家具

企业经济效益提升项目将获得资助。 其

中， 对厚街镇家具企业获得IF国际设计

金奖、 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金奖、“省长

杯”工业设计大赛决赛奖项等的，每项奖

励5万元至50万元不等；对上一年度发生

100万元

（含）

以上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

以上家具企业，予以研发经费投入5‰的

资金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最高奖励100万

元； 对经济效益较好的规模以上家具企

业， 按为厚街镇新增地方财政贡献部分

的50%予以奖励， 每家企业每年最高奖

励100万元。

品牌化是家具业未来最具价值的

“风口”，也是《办法》资助项目最多的方

向。其中，对获评为上市后备企业的厚街

镇家具企业，予以一次性奖励25万元；对

在境内主板、创业板、科创板上市的厚街

镇家具企业， 予以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申报期前一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

（含）

以

上的厚街镇家具企业参加在厚街镇举办

的家具类展会，对其展位费、特装费等费

用予以50%的补助， 每家企业每年补助

不超过25万元。

市镇联动设最高

4000

万专项资金

家具业是厚街镇特色和支柱产业之

一，素有“中国家具看广东，广东家具看

东莞，东莞家具在厚街”的美誉。今年初，

厚街获选东莞市家具产业集群核心区。

市工信局根据《东莞市“3+1”产业集群试

点培育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设立

“产业集群核心区

（集聚区 ）

资助项目”，

由市财政两年最高2000万元资金支持。

厚街根据市财政资金额度安排等额配套

资金。也就是说，市镇联动设立最高4000

万元专项扶持资金。

“《办法》 聚焦产业集群培育发展相

关的技术、融资、市场等各个维度，挖掘

厚街家具产业发展动能，优化集群生态，

提升集群发展质量。”镇经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更快使资金惠及企业，将尽快

受理申报、 加快资金拨付并做好政策宣

传贯彻。

《办法》的出台，也让厚街家具产业深

受鼓舞。 东莞名家具俱乐部理事长林炳

辉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部分企业

对研发和技术的投入持谨慎态度，政策的

“东风”让厚街从业者都非常振奋，坚定了

他们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行业协会也将

积极组织倡导企业利用好政策“红利”。

位于厚街家具大道的东莞市创域实

业有限公司，是厚街老牌家具企业。该企

业董事长林国荣表示， 公司正在进行数

字化转型，随着利好政策的陆续出台，扶

持先行先试的企业作出一些成绩、成效，

也会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9月19日，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大朗镇组织了9家

行业优势企业抱团参展， 包括光晖、蒂

龙、同发、联迅、盛宝儿5家毛织服装企

业，以及杰发、蓝美、瑞利、澳鹰4家毛织

纱线企业。

为了加强对外交流展示展销， 大朗

毛织采取了“群团组团、企业参与”的方

式。 由大朗毛织管委会以及毛织、纱线、

电商、 设计师等行业协会发动大朗优势

毛织企业抱团参展。本届亚欧博览会，大

朗毛织展团展览面积近90平方米， 占广

东省展团面积的23%。

大朗毛织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朗毛织抱团参加本届亚欧博览会，

一方面加强了大朗毛织与“一带一路”

国家、 地区的商贸交流， 另一方面强

化了广东、 新疆两地在纺织服装领域

的强强联合。 同时， 新疆是全球最大

的优质棉花种植和生产基地， 大朗是

全球最大的色纱花式纱现货交易研发

中心。 新疆与广东在纺织服装领域的

优势互补、 强强联合， 将不断巩固和

推进中国纺织服装作为世界纺织科技

驱动者、 全球时尚引领者、 可持续发

展推进者的行业地位。

目前， 大朗有毛织行业企业21544

家，是国内重要的毛织产品交易基地，毛

织服装、纱线、机械等全产业链年交易额

超600亿元，仅纱线行业年交易额就超过

300亿元，是全国最具规模、产业链最完

善的毛织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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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东莞市南城街道文明办联合

市场监督管理分局， 对辖区农贸市场开

展文明创建“回头看”督查行动。 从复查

情况看，大部分问题已整改到位，但也有

部分问题出现反弹。

当天上午， 检查组先后来到新基综

合市场和盈锋市场， 发现两个市场防疫

工作到位、 市场周边共享单车和电动车

停放有序。但也存在杂物堆放、公益广告

被遮挡、 公共厕所有异味和张贴小广告

等问题。在蛤地市场，检查组看到市场入

口处放置了红外体温测量机， 并安排了

专人专岗监督进入市场的市民扫码打

卡。同时，检查组发现部分商家超出黄线

经营、公益广告被遮挡等问题。 对此，市

场工作人员表示， 将加大巡查和劝导力

度。

随后，检查组来到聚源农贸市场，看

到市场整洁明亮，干净卫生。而此前在该

市场发现的防疫措施不到位、 占道经营

等问题，均已落实整改。但市场依然存在

电动车驶入市场的现象。

针对上述不文明现象， 检查组现场

督促整改， 要求市场管理人员进一步强

化责任意识和文明意识， 坚持长效管理

不松懈， 一旦发现不文明、 不规范的现

象，立行整改。

据悉，南城将持续开展文明创建“回

头看”行动，对标对表，强化巡查整改，督

促全面改善农贸市场经营环境， 全力以

赴抓好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管理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南城宣

厚街出台家具产业集群试点培育资金管理办法

设最高4000万专项资金扶持家具业

家具业

是厚街镇特

色和支柱产

业之一。

大朗9家毛织企业亮相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南城开展农贸市场文明创建“回头看”督查行动

谢岗爱培科机器

视觉智能产业园动工

东城首个 “老兵

驿站”揭牌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