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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新振兴宣）
日前，笔者从新兴县水台镇获悉，1-8
月，该镇税收收入 7703万元，同比增
长125.7%，财政收入2075万元，同比
增长96.5%，呈大幅增长态势，全年
税收收入有望再次突破亿元大关。
去年，水台镇税收收入 1.02亿元，同
比增长 54.68%，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是新兴县继新城、簕竹镇后第 3个年
税收收入成功迈进“亿元俱乐部”的
乡镇。

税收收入成功迈进“亿元俱乐部”
的背后是水台镇做大做强镇域经济、
经济快速增长、实力大幅提升的有力
印证。近年来，该镇立足毗连大湾区
佛山市、江门市，是全市“东融发展桥
头堡”的区位优势，牢牢把握市委提出
的“向东向东再向东”的发展路径，抢

抓国家实施“双区”和“两个合作区”建
设的历史机遇，扭住镇域经济这个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镇域经济发
展上创造性地抓产业、建平台、优环
境、强服务、引项目、促投资，打出一系
列组合拳，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
步伐，镇域经济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水台镇将园区作为镇域经济发展
的主战场、承载项目的主阵地。该镇
拥有新兴县第一个镇级工业园——良
田工业园，近年来，该镇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进一步升级完善了园内基础设
施建设，全面完成园区主干道的硬化、
亮化、绿化，“筑巢引凤”承接大湾区产
业转移。对入园企业提供“店小二”式
服务，从信息、资金、技术等方面扶持
企业不断做大做强，至目前，全镇有规
上工业企业 9家，为财政收入提供了

稳固的税源。同时，该镇利用市、县支
持东成-稔村-水台与思劳-腰古组团
共建“产业走廊”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契
机，科学做好土地规划，加强土地收
储，近3年共完成土地收储2100多亩，
为下阶段依托广州新机场发展空港经
济打下良好基础。在重大项目建设
上，该镇联手温氏股份投入4.5亿元对
原九郎猪场进行升级，打造温氏股份
水台楼房式猪场暨肉猪供港基地，将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应用等
高新技术应用到传统养殖业，推动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畜牧业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以“智慧养殖”加快打造大湾区

“菜篮子”基地。
在第三产业发展上，水台镇依托

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温泉资源，
打好“康养美水台”的特色旅游品牌，

积极发展全域旅游，扶持旅游企业做
大做强，致力打造大湾区旅游休闲优
选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迅猛、态势喜
人。翔顺金水台温泉小镇通过了国家
4A级旅游景区评定复核，入选省级
特色小镇培育库，正致力打造粤西地
区首个康养特色小镇，悦天下生态度
假区被评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水
台镇成为全市唯一拥有两个国家A级
景区的乡镇。去年，两大景区带动全
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5亿元，农
家乐、民宿发展至 52家，解决当地
农民 1200多人就业。据统计，2020
年该镇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分别为
13亿元、12亿元、10亿元，显示该
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齐头并进的
发展势头良好，镇域经济发展活力十
足、后劲十足。

三产融合发展 壮大镇域经济

水台镇迈进年税收收入“亿元俱乐部”

本报讯（记者 游思明 通讯员
陈镇聪）自开展驻镇帮镇扶村工
作以来，郁南县宝珠镇驻镇帮镇扶
村工作队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大
力宣传驻镇帮镇扶村工作的目的
意义，宣传各项帮扶政策，帮助群
众解决实际问题。

近日，该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
队了解到镇内林某电器经营服务
部因资金紧缺而处于半停产状态
后，积极发挥农行“三农”特长和金
融助理的作用，主动上门了解情

况，大力宣传乡村振兴帮扶政策和
金融助力产业振兴政策，推介农业
银行“惠农 e贷”金融产品，积极想
办法为其发放“惠农 e贷”贷款一
笔，金额 17.3万元，缓解其周转资
金燃眉之急，帮助其在半停产状况
中恢复正常生产，解决 20多人再
就业问题。

目前，该镇正抓紧为1家制衣
企业、6户种植户做好贷前调查服
务，积极为他们推荐相关贷款服
务，帮助他们解决在发展生产中遇
到的资金瓶颈问题。

宝珠镇驻镇帮扶工作队积极开展走访调研

金融活水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周艳婷）自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郁南县农
业农村局紧密围绕美丽圩镇“一强
五美”建设目标，坚持“三个就近就
地”建设路径，紧抓“三农”工作，守
好“三农”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深入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
工作。目前，全县 1324个自然村
已基本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完
成率 100%。通过“三清三拆三整
治”工作，大力实施美丽圩镇美化
工程，促进全县圩镇面貌焕然一
新，居民生活环境变得美丽宜居。

狠抓农村“厕所革命”。为扎
实开展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工
作，该县从加强部门协作、强化资
金保障、强化督导力度入手，让镇、
村干部心中有谋划、手上有动作，
将厕所这一基本生活设施做好，为
群众构建整洁家园。

积极推进农村风貌提升。加快
推进各类美丽圩镇建设工作，进一
步完善圩镇基础配套设施和补全圩
镇功能，力争在全市美丽圩镇建设
工作中赶超争先，树立标杆。全力
抓“四小园”等小生态板建设，全县
各村通过对宅基地拆旧复垦，废闲
地充分利用，统筹“四小园”规划、动
工等工作，持续推进建成“四小园”。

聚焦全民共谋共建。深入开
展“干净整洁平安有序”文明圩镇
创建活动，抓住“六乱整治”和“三
个专项治理”重点，下大力气从地
上、地面到地下开展综合整治，推
动城乡环境整治同频共振，塑造圩
镇干净整洁宜居面貌。截至目前，
全县共治理25024件“六乱”行为，
治理各类卫生盲点黑点13588处，
整治提升25公里镇级河道。圩镇
各种乱象得到有效遏制，圩镇颜值
稳步提升。

郁南扎实做好“三农”工作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 罗强 通讯员
马鸿伟）近日，罗定市龙湾镇乡村
振兴工作队联合广东省第二中医
院、龙湾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大型义
诊活动。

当天，在活动现场，广东省第二
中医院派出了心血管专业、针灸康
复专业、脑病专业、内分泌专业等科
室的医疗专家及护理人员，为广大

群众开展健康检查、诊疗、免费测量
血压、健康指导等，并对日常养生方
法及药品的适应症、用法及注意事
项等医学常识为现场群众进行详细
讲解。

据广东省驻龙湾镇乡村振兴工
作队负责人介绍，此次义诊活动主
要是贯彻落实《广东省乡村振兴驻
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及有关文件

精神。一方面，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与龙湾镇中心卫生院通过这次活动
的开展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造福广
大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活动拉近了
医院与群众的距离，真正做到医疗
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让群众足
不出镇就能享受到知名医师的优质
医疗服务，以实际行动为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

龙湾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组织开展义诊活动

筑牢乡村振兴“健康线”

本报讯 （通讯员 黎立艺）
9月 25日下午，云安区召开系统
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
推进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
险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
督促。

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始终
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
在第一位，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和
责任担当，全面系统防范道路交通
安全风险，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
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经济社会大局稳定；要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肯定成
绩、认清形势，充分坚定做好防范

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的信
心和决心；要把握关键，聚焦交通
事故多发的路段抓重点整治、重点
行业领域抓好货运源头治理、易引
发交通事故的“十类违法”行为抓
铁腕执法、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抓好
机制建设，深入推进系统防范化解
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坚决打好
打赢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整治攻坚
战；要健全机制、压实责任，充分调
动多方主体的积极性，高标准、严
要求推动各项攻坚整治工作取得
实效，以最强决心、最大力度、最硬
举措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落实落细，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确保全区系统
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
持续稳定向好。

云安部署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

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蓝海燕 陈丽诚）
“感谢检察院在我们一家最困难的时
候雪中送炭，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也让我们一家人看到生活的希
望。”近日，申请人景某某及其父亲
走进新兴县人民检察院，将写有“为民
解忧彰公仆本色，司法救助显检察温
度”的锦旗送到该院有关负责人手中，
以表感谢。

据了解，2017年9月，景某某在县
城某酒吧门前被黄某某等4人持刀砍
伤，致其左手除拇指外余 4指挛缩畸
形，不能对指和握物，经法医鉴定，景
某某的伤势为重伤二级。经审判，黄
某某等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至六年不等。案件判决后，黄某某
无力支付附带民事判决的 45972.94
元，受害人景某某于 2021年 7月以生
活困难为由向新兴县人民检察院提交
了司法救助申请。

承办检察官调取了相关案卷，实
地走访申请人居住地，调查核实相关
情况。经了解，景某某未满 18周岁，
为治疗手伤，已花费 10万余元，且无
经济来源，由父亲照顾；其家中还有年
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家庭所有支
出都靠其父亲负担，但不足以负担全
家人的生活支出，生活十分困难，其情
况符合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近日，
新兴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启动国家司法
救助程序，决定对申请人景某某发放
司法救助金3万元。接下来还将积极
与残联、民政部门协调，帮助解决其收
入来源等问题。

新兴县人民检察院：

为民解忧办实事
司法救助显温情

本报讯（记者 周洲 通讯员 聂力
陈秋兰） 捡拾路面烟头纸屑、清除
墙体“牛皮癣”、清理排水渠杂草和
淤泥、清理积水和蚊虫孳生地……
近日，在罗定市城区东晟花园与阳
光都市小区附近，由罗定市公安局
民警、辅警组成的创文志愿者服务
队正顶着烈日在网格化责任区开展
创建文明城市志愿服务活动，“警察
蓝”变身“志愿红”成为辖区最美
的风景线。

公安民警志愿者们的辛勤劳动感
染了周边的社区群众，他们也纷纷拿
起扫帚、水桶走出家门，热情高涨地
投入到美化家园环境的行动中去。

“以前我屋背后的排水渠长满杂
草，不但臭气熏天，还经常有老鼠跑
出来，这几年每个月都有民警志愿者
前来清理，排水渠变得越来越干净
了，我们这个片区的居民都是最大的
受益者，非常感谢他们。”社区居民
唐阿姨竖起大拇指说。

公安民警还针对社区部分区域通
道车辆乱停乱放、私自设置障碍物等
堵塞交通的老大难问题，开展宣传教
育和清理整顿。并主动与小区物管沟
通，完善配套标牌标识，强化执法管
理，真正做到还路于民。

同时，民警们还走街串巷，向过
往行人派发宣传资料，普及健康卫

生、疫情防控、日常安全等常识，进
一步增强群众的文明素质和安全防范
意识。并入户进店开展问卷调查，最
大限度提高群众对创建文明城市的知

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构建家喻户
晓、人人尽力、齐抓共管的良好氛
围。

“这些年社会治安越来越好了，

现在公安民警还抽时间来为我们搞好
环境卫生，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和配
合公安工作的。”社区一商铺的许老
板感慨道。

“警察蓝”变身“志愿红”扮靓文明罗定
创文惠民

2021年 9月 13日，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第 21106期开奖，该
期开奖号码为前区“02 13 14 32
34”，后区“02 12”，当期全国开出
97注二等奖，追加 24注。当期二
等奖基本单注奖金 149,583元，追
加单注奖金119,666元。

近日，来自云浮市云城区河滨
南路 1号的 4421032443体彩店一
名购彩者张先生（化姓）幸运揽获
超级大乐透追加二等奖一注，奖金
合计 26.9万元，为云浮市贡献税收
5.38万元。

张先生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
有支持公益体彩，业余时间都会买
上几注体育彩票，这既丰富了业余

生活，又能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一举
两得。这次中奖以后还会继续理性
购彩，支持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社会
公益事业！ （通讯员：朱俊仲）

云浮购彩者喜中大乐透二等奖

体彩专栏

公示信息
根据有关规定，现对《云浮市中心城区云城组团北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改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公示
时间为30日（2021年9月28日至2021年10月27日），公民、法人和其
他社会组织若想了解规划修改方案的详细内容，可登陆云浮市云城
区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www.yfyunchengqu.gov.cn/yfyczrzyj/gkmlpt/
index#3676）查询。现场公示：云浮市规划演示展览馆（市博物馆一
楼）、国道324线云浮市人民医院西侧、云浮市健康产业园管委会。

云浮市云城区自然资源局
2021年9月28日

遗 失 声 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登记证号:粤
云 郁 社 证 字 第 067 号 ，代 码:
079587448，法定代表人:莫水林。
现声明作废。

挂失单位:郁南县历洞镇农民
用水户协会

2021年9月28日

遗 失 声 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字号名称

为：郁南县建城镇郭郁灿货物运输
服 务 部 的 公 章 一 枚 ，编 码 为 ：
4453220024888。现声明作废。

挂失单位:郁南县建城镇郭郁
灿货物运输服务部

2021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