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携手铜仁共建“阳光雨”党群服务中心，移植
东莞“阳光雨”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到协作地区，创
新打造“1+3N”党建品牌，即一个党群服务中心、综合
性服务支撑平台、若干东莞元素、系列务实有效举措，
以“小阵地”发挥“大作用”，打造乡村振兴坚强“战斗
堡垒”，以党建统领东西部协作各项工作。

本报记者 吴金华/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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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占国）乡村
振兴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支持。近
年来，农行东莞分行立足乡村振
兴发展战略，从加大金融供给、加
快转型创新、加强服务保障等方面
入手，持续加大对“三农”领域金融
支持力度，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
速度”。

在加大金融供给方面，农行东
莞分行全面实施信贷服务乡村振兴

“千人千亿”工程，与东莞市32个镇
街政府签订乡村振兴合作协议，深
入推进“万企兴万村”活动，将政银
企优势资源最大化转化为产业带
动。坚持重点安排涉农贷款和乡村
振兴领域贷款投放，以固定资产贷
款、乡村振兴产业贷等多元化资产
服务，持续优化农业产业链金融服
务模式，精准支持现代农业产业、粮
食安全产业等多个领域。截至10月
末，涉农贷款余额近180亿元，比年
初增长19%。

在加快转型创新方面，农行东
莞分行围绕生产力和环境美，以金
融“活水”赋能乡村建设。在助力生
产力上，全面实施数字乡村金融服
务工程，大力推广农村集体资金、资
产、资源“三资”管理平台，赋能乡村
集体资产管理和乡村治理，平台上
线以来成功交易超5万笔，有效盘活
东莞农村集体资产；推广数字乡村
平台，创新融入村务治理、智慧畜牧
管理等一站式服务，推动数字乡村
工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助力环
境美上，以乡村振兴产业贷、乡村振
兴建设贷等拳头产品为抓手，因地
制宜制定乡村建设服务方案，拓宽
服务覆盖面。截至10月末，乡村建
设贷款余额突破24亿元，比年初增
19亿元。

在加强服务保障方面，农行东
莞分行创新推出两大乡村振兴公益
项目，切实履行好国有银行的大行
担当。一是推出大学生乡村振兴志
愿者项目，在市文明办、团市委、市
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支持下，从东
莞三大高校中选派64名大学生到镇
街协助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在致力

于深化乡村振兴工作情怀上进行引
导，在金融知识与基层乡村工作的
融合上进行培育，推进大学生更好
地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二是
推出帮扶困难儿童育苗计划，联合
市总工会、团市委、市慈善会等单
位，定向帮扶东莞市75名困难儿童，
对困难儿童家庭每户资助生活费
2000 元/月，并每季度开展走访慰

问、专项活动，切实关爱帮扶困难群
体，助力形成“先富帮后富”的社会
风气。

农行东莞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接下来，该行将继续深耕

“三农”沃土，积极探索金融服务赋
能乡村振兴新路径，为东莞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农行东莞分行：

加强“三农”领域金融保障，
10月末涉农贷款比年初增长19%

东城街道办事处关于《东莞市东城科技工业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图则DK-1、DK-7、DK-9、DK-11调整》的批前公示

2022年10月，我街道完成了东莞市东城科技工业园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DK-1、DK-7、DK-9、DK-11调整草
案。现对规划调整草案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现对
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本次调整地块位于东城科技工业园片区，同沙水库东北
侧，紧邻莞深高速、八一路、环城南路，涉及3个图则，调整范围
面积约25.35万平方米。

一、规划调整内容
（一）编制范围调整
新增用地纳入原DK-1、DK-7单元，对单元编制范围进

行调整。
（二）道路调整
1.DK-1单元按原控规向西延续经一路、经二路。
2.DK-7在黄沙河北侧新增一横一纵2条18米支路。
（三）用地性质及指标调整
1.DK-1单元：新增两个地块DK-1-5、DK-1-6分别规划

为耕地、一类工业用地，DK-1-6容积率为2.0，建筑限高为60
米，建筑密度50%；对原控规防护绿地增补地块编号DK-1-4。

2.DK-7单元：增补七个地块，其中DK-7-8规划为一类
工业用地、容积率为2.0，建筑限高为60米，建筑密度50%；
DK-7-9规划为特殊用地，其他结合现状及相关管控要求落实
为防护绿地（DK-7-7）、水域（DK-7-11）、耕地（DK-7-12和
DK-7-13）、街头绿地（DK-7-10）；同时对原控规水域增补地
块编号DK-7-6。

3.DK-9、DK-11单元：将原控规DK-11-4地块由商业金
融业用地调整为供电用地。

二、公示时间
2022年11月18日至2022年12月18日。
三、公示方式
（一）网上公示：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land.dg.

gov.cn）。
（二）现场展示：东城街道行政中心大楼公告栏。
四、意见反馈
凡是对本次规划草案内容有意见与建议的，可在公示期

内，通过以下方式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有效的反馈意见，必须包括反对理由，反馈者的真实姓名、有
效的联系方式及身份证明（个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单位提供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提供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
件），否则视为无效意见。如果认为申请事项关系个人重大利
益的，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有效的反馈意见，将作为规划
审批的参考。

（一）将意见表投入设在现场展示的意见收集箱。
（二）网站留言。
（三）发送电子邮件到“ghsdc@sina.com”（东城规划管理

所电子邮箱）。
（四）将意见表传真到0769-22486978，注明“《东莞市东

城科技工业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DK-1、DK-7、DK-
9、DK-11调整》公示意见”。

（五）将意见表邮寄到“东莞市东城大道东城街道行政办
公大楼三楼东城规划管理所”（邮编523000），信封表面须注明

“《东莞市东城科技工业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DK-1、
DK-7、DK-9、DK-11调整》公示意见”。

五、联系方式
东莞市东城规划管理所，联系电话：0769-22331772。
六、其他
利益关系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如需申请听证，请于公示

期内向东莞市东城规划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东城街道办事处
2022年11月18日

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机动车的公告
东莞市公安局石排分局在日常执法办案中查获下列权属不清机动车（车架号码、发动机号码被改动或悬挂假牌）。请车辆权利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6个月内持合法证明文件到我分局认领。逾期未认领的，将依法报废上述车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东莞市公安局石排分局
2022年11月30日

东城大队

1、汽车合共：19辆；有号牌汽车17辆、无号牌汽车2辆。
粤AZ813W
粤S93Y52

2、摩托车/电动车合共：22辆；有号牌摩托车3辆、无号牌摩托车18辆、电动车1辆。
粤SN0682

粤S9SW69
粤BA1D16

粤S5F620

粤S5962J
粤STC005

粤S62Y18

粤B672T8
桂C86152

豫N45170
粤B5WS51

粤STE780
粤S25938

粤SP927L
粤SJB196

粤SZJ439
粤BL169W

粤MQ1581

1、三轮机动车类339辆，二轮机动车类1049辆。（暂扣日期为：2022年5-6月份）
（详情请查阅东莞公安交警网址：http://jjzd.dg.gov.cn）

黄江大队

1、有号牌汽车43 辆，无号牌汽车9 辆，无号牌拖拉机9 辆。
粤S6BP21
粤SZ20L3
粤S609BC
粤SK17V6
赣G6Y367

粤B2B33C
粤S9Y8L2
粤SK576G
粤BQ6P80
湘M8FH98

粤ST680E
粤SZ80N1
粤ARX099
粤BC069R
粤B877C8

粤S0P82K
粤SD26B9
粤S3L2W5
粤B191C0

粤SPR591
粤SQ267K
粤SQ106F
粤SU6525

闽FC0218
粤B3NV36
粤M98318
赣F19110

赣A3158T
皖S77680
粤B925D7
粤S80595

粤B682NN
粤BG88P5
粤S9BG80
粤SQK753

粤S354PH
粤SD52M1
粤SG1G95
粤SM7530

粤B045M2
粤V74387
粤BD8S76
豫P32613

一、无号牌三轮摩托车共1辆。
二、无号牌二轮电动车5辆。
三、无号牌三轮电动车共23辆。
有号牌摩托车0辆,无号牌摩托车7辆。（详细请查阅东莞公安交警网址：http://jjzd.dg.gov.cn)

长安大队

一、无号牌三轮摩托车共0辆。
二、无号牌二轮电动车0辆。
三、无号牌三轮电动车共37辆。
有号牌摩托车0辆,无号牌摩托车9辆。（详细请查阅东莞公安交警网址：http://jjzd.dg.gov.cn)

长安大队

下列机动车已被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暂扣，超过30日尚未接受处理。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持有合法证明或补办相应
手续到相应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仍不接受处理，将依法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11月30日

东城街道办事处关于《东莞市东城科技工业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图则DK-1、DK-7、DK-9、DK-11调整》的批前公示

2022年10月，我街道完成了东莞市东城科技工业园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DK-1、DK-7、DK-9、DK-11调整草
案。现对规划调整草案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现对
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本次调整地块位于东城科技工业园片区，同沙水库东北
侧，紧邻莞深高速、八一路、环城南路，涉及3个图则，调整范围
面积约25.35万平方米。

一、规划调整内容
（一）编制范围调整
新增用地纳入原DK-1、DK-7单元，对单元编制范围进

行调整。
（二）道路调整
1.DK-1单元按原控规向西延续经一路、经二路。
2.DK-7在黄沙河北侧新增一横一纵2条18米支路。
（三）用地性质及指标调整
1.DK-1单元：新增两个地块DK-1-5、DK-1-6分别规划

为耕地、一类工业用地，DK-1-6容积率为2.0，建筑限高为60
米，建筑密度50%；对原控规防护绿地增补地块编号DK-1-4。

2.DK-7单元：增补七个地块，其中DK-7-8规划为一类
工业用地、容积率为2.0，建筑限高为60米，建筑密度50%；
DK-7-9规划为特殊用地，其他结合现状及相关管控要求落实
为防护绿地（DK-7-7）、水域（DK-7-11）、耕地（DK-7-12和
DK-7-13）、街头绿地（DK-7-10）；同时对原控规水域增补地
块编号DK-7-6。

3.DK-9、DK-11单元：将原控规DK-11-4地块由商业金
融业用地调整为供电用地。

二、公示时间
2022年11月18日至2022年12月18日。
三、公示方式
（一）网上公示：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land.dg.

gov.cn）。
（二）现场展示：东城街道行政中心大楼公告栏。
四、意见反馈
凡是对本次规划草案内容有意见与建议的，可在公示期

内，通过以下方式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有效的反馈意见，必须包括反对理由，反馈者的真实姓名、有
效的联系方式及身份证明（个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单位提供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提供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
件），否则视为无效意见。如果认为申请事项关系个人重大利
益的，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有效的反馈意见，将作为规划
审批的参考。

（一）将意见表投入设在现场展示的意见收集箱。
（二）网站留言。
（三）发送电子邮件到“ghsdc@sina.com”（东城规划管理

所电子邮箱）。
（四）将意见表传真到0769-22486978，注明“《东莞市东

城科技工业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DK-1、DK-7、DK-
9、DK-11调整》公示意见”。

（五）将意见表邮寄到“东莞市东城大道东城街道行政办
公大楼三楼东城规划管理所”（邮编523000），信封表面须注明

“《东莞市东城科技工业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DK-1、
DK-7、DK-9、DK-11调整》公示意见”。

五、联系方式
东莞市东城规划管理所，联系电话：0769-22331772。
六、其他
利益关系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如需申请听证，请于公示

期内向东莞市东城规划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东城街道办事处
2022年11月18日

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机动车的公告
东莞市公安局石排分局在日常执法办案中查获下列权属不清机动车（车架号码、发动机号码被改动或悬挂假牌）。请车辆权利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6个月内持合法证明文件到我分局认领。逾期未认领的，将依法报废上述车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东莞市公安局石排分局
2022年11月30日

东城大队

1、汽车合共：19辆；有号牌汽车17辆、无号牌汽车2辆。
粤AZ813W
粤S93Y52

2、摩托车/电动车合共：22辆；有号牌摩托车3辆、无号牌摩托车18辆、电动车1辆。
粤SN0682

粤S9SW69
粤BA1D16

粤S5F620

粤S5962J
粤STC005

粤S62Y18

粤B672T8
桂C86152

豫N45170
粤B5WS51

粤STE780
粤S25938

粤SP927L
粤SJB196

粤SZJ439
粤BL169W

粤MQ1581

1、三轮机动车类339辆，二轮机动车类1049辆。（暂扣日期为：2022年5-6月份）
（详情请查阅东莞公安交警网址：http://jjzd.dg.gov.cn）

黄江大队

1、有号牌汽车43 辆，无号牌汽车9 辆，无号牌拖拉机9 辆。
粤S6BP21
粤SZ20L3
粤S609BC
粤SK17V6
赣G6Y367

粤B2B33C
粤S9Y8L2
粤SK576G
粤BQ6P80
湘M8FH98

粤ST680E
粤SZ80N1
粤ARX099
粤BC069R
粤B877C8

粤S0P82K
粤SD26B9
粤S3L2W5
粤B191C0

粤SPR591
粤SQ267K
粤SQ106F
粤SU6525

闽FC0218
粤B3NV36
粤M98318
赣F19110

赣A3158T
皖S77680
粤B925D7
粤S80595

粤B682NN
粤BG88P5
粤S9BG80
粤SQK753

粤S354PH
粤SD52M1
粤SG1G95
粤SM7530

粤B045M2
粤V74387
粤BD8S76
豫P32613

一、无号牌三轮摩托车共1辆。
二、无号牌二轮电动车5辆。
三、无号牌三轮电动车共23辆。
有号牌摩托车0辆,无号牌摩托车7辆。（详细请查阅东莞公安交警网址：http://jjzd.dg.gov.cn)

长安大队

一、无号牌三轮摩托车共0辆。
二、无号牌二轮电动车0辆。
三、无号牌三轮电动车共37辆。
有号牌摩托车0辆,无号牌摩托车9辆。（详细请查阅东莞公安交警网址：http://jjzd.dg.gov.cn)

长安大队

下列机动车已被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暂扣，超过30日尚未接受处理。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持有合法证明或补办相应
手续到相应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仍不接受处理，将依法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11月30日

整合东莞资源
建设“阳光雨”党群服务中心

东莞携手铜仁整合党建、
政务和社会服务等各种资源，
统筹建设功能完备、互联互通
的“阳光雨”党群服务中心。“阳
光雨”党群服务中心覆盖铜仁
10个区县，集中在社区（村）以
及领域党群服务中心一级，包括
大型易地安置社区3个、美丽乡
村5个、示范学校1个以及东莞
落地铜仁大型企业1个。

党群服务中心在建设上由
多方参与，合力共建。东莞市委
组织部支持专项党费200万元，
东莞组团镇街支持经费526.8万
元，东莞市民政局支持经费50
万元，会同铜仁有关部门共建10
个“阳光雨”党群服务中心。
2021年、2022年，累计投入东莞
市东西部协作资金5743万元。

党群服务中心将发挥什么
样的功能？据介绍，党群服务中
心优化整合“党建服务、社区治
理、劳务就业、志愿服务、民生保
障、文化服务”等东莞“阳光雨”
六大服务功能，在宣传、教育、展
示的基础上，更多注重提供党员
服务、民政、社保、医疗、法律咨
询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业
务，打造最贴近党员、群众的服
务站点，让党群服务中心成为群
众想来、爱来、盼来、还来的活动
阵地。

移植东莞“微元素”
激发党建工作活力

东莞重点聚焦群众乡风文

明建设、就业培训、残疾人帮扶
等重点，以东莞“微心愿”“微积
分”“微社工”“微力量”等元素激
发党建工作活力。

按照“党建+服务”模式，成
立就业培训服务中心，采取集中
式培训和订单式培训相结合的
方式，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
征集居民“微心愿”，让居民反映
强烈的“微心愿”及时得以实现，
切实增强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
安全感。例如碧江矮屯社区建
立莞铜远程面试室，东莞南城组
团提供就业岗位8739个，联合
举办招聘活动22场、网络招聘
活动11场，促进671名群众在
东部稳岗就业。

东莞和铜仁探索实施“积分
制”管理机制，将社区（村）居民
参与治理事项目录化、清单化、
积分化，打造东莞·铜仁东西部
协作慈善超市。居民通过做好
人好事、拾金不昧、参加社区志
愿服务、获社区（村）及以上荣誉
称号等方式获得积分，再用积分
兑换慈善超市的商品。通过积
分兑换慈善超市商品的方式，提
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村）活动
积极性，加快农民向新市民的有
效蜕变，助力乡村振兴。例如，
东莞大朗组团向梵瑞社区捐赠
积分兑换物资总价值达70余万
元，发出积分卡9800分，兑换物
品1000余份，有效提升了社区
的自治和自理能力。

针对易地搬迁社区“一老一
少”服务群体的特点，东莞社工
积极开展社区活动，助力引导农
民变为市民。例如，东莞督导铜

仁社工以“巧手兴旺家”为服务
主题在旺家花园开展易地搬迁
社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东莞
选派3名社工驻点玉屏县混寨
村服务3个月，建立驻点社工群
众议事会。

莞铜携手，聚焦搬迁弱势群
体，打造“莞铜阳光幸福家园”。
例如，万山区旺家阳光幸福家园
以开展残疾人综合服务为主攻
方向，建成了集政策宣传、就业
培训、康复托养、文化娱乐、工疗
服务、心理疏导为一体的残疾人
综合服务平台。

创新“党建+”
多点突破多点开花
党建有深度更可持续

东莞携手铜仁充分发挥“阳
光雨”党群服务中心的引领作
用，以“党建+”统领东西部协作
工作，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实现
多点突破、多点开花。

创新“党建+易地安置点”

方面，碧江区矮屯社区引进3个
就业帮扶车间，吸纳搬迁群众就
近就业，推动社区有劳动力家庭
2500户5509人就业，实现社区
劳动力家庭“一户一就业”。

万山区旺家花园利用东莞
社会资金350万元，建设室外活
动中心、室外棋牌桌、羽毛球场、
篮球场、公厕等高标准文化生活
阵地场所；利用东莞市东西部协
作资金200万元，高标准建设改
造铜仁市第二十九小学的美术
室、心理辅导室、书法室、图书
室、音乐室、录播室、直播室等功
能室和一个学生才艺展示台，共
享东莞优质教育资源。江口县
梵瑞社区投入东莞市东西部协
作资金960万元，用于江口凯德
民族学校学生宿舍和附属设施
建设，有效解决了学生留校住宿
问题，进一步提升搬迁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创新“党建+企业”中，贵州
乐嘉文创（东莞乐嘉子公司）不

断显现和增强“阳光雨”党群服
务中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设置
乐嘉文创党员先锋岗3个，就业
部门到乐嘉文创开展技能提升
行动5次，18名员工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生产效率季度同比提升
25%以上。截至目前，松桃厂区
一期投资6000万元，带动就业
1700余人，预计2022年产值突
破3亿元，纳税4000万元。

在创新“党建+学校”上，思
南县田秋小学“党建文化展示中
心”将东莞和思南两地历史、文
化、民俗等有机结合，高度概括
莞思两地结对帮扶、基层党组织
联建情况，夯实教育领域基层战
斗堡垒。

值得注意的是，在创新“党
建+美丽乡村”中，乡村振兴示
范村通过“抓东部经验、促工作
创新”“抓党建引领、促乡村振
兴”党建联建模式，凝聚奋进力
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

佛穗莞城际全部设站明细披露

拟在东莞设8站
本报讯（记者 高鹏飞）11月28日，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在官网发布了《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项目海域使
用论证报告书》（以下简称《论证报告》），相比过往的公开信
息，该《论证报告》首次公开披露了这条城际线路的线路图和
全部设站明细等重要信息，并明确了将在松山湖站与莞深中
轴城际贯通。

佛穗莞城际详细信息披露，东莞设8站

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以下简称“佛穗莞城际”）是粤港
澳大湾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山段，全长
约25.7km，线路自佛山东平站引出，经过顺德区、禅城区和南
海区；在广州段，全长约50.6公里，经过荔湾区、海珠区、黄埔
区、增城区；在东莞段，全长约36.7km，均为地下敷设，共设8
座车站，途经中堂、万江、莞城、南城、东城、寮步、松山湖。

东莞段设置站点方面，根据《论证报告》，线路出坭紫站进
入东莞段后，向东南下穿东江进入莞穗路，于新兴路与莞穗路
交叉口北侧设东泊站，蕉利路与莞穗路交叉口东侧设蕉利站；
线路出站后向南下穿中堂水道、东江南支流进入万江街道，于
泮溪路和莞穗路交叉口东侧设置万江站；线路出站后向南沿
莞穗路下穿东江大道立交桥，进入可园南路，于市民广场南侧
设置莞城站；线路出站后继续向东南行进，沿红山路向东进入
鸿福路，于东莞大道北侧设置鸿福路站；线路出站后沿鸿福东
路折向东进入黄旗南生态科创区，于规划旗同大街设黄旗南
站；线路出站后向东下穿八一路，于寮步篮球中心北侧折向东
南进入龙胜路，于莞惠城际寮步站北侧设寮步站；出站后折向
东南，沿珠三角环线高速北侧敷设，随后向西南进入状元路、
新城路，于沁园路北侧设终点站松山湖站。

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目分为佛山段、广州段和东莞段，目
前只有广州段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公示，东莞段暂
未进行，不排除东莞段后续修改的可能性。

未来轨道换乘便捷，串联大湾区六城

在东莞段，佛穗莞城际在万江站与东莞规划八号线换乘，
在鸿福路与东莞一、二号线换乘，在黄旗南站与东莞一、二号线
换乘，在寮步站与关惠城际、规划深莞增城际换乘，在松山湖站
与东莞一、三号线换乘，预留与规划莞深中轴城际贯通条件。

佛穗莞城际早前已被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
规划》并获得国家发改委批示，按照规划，未来将在佛山段与
广佛江珠城际互联互通，把线路触角伸入江门、珠海。而且佛
穗莞城际还有更大的规划。

2021年12月，东莞市轨道交通局透露，正优化佛穗莞城
际的线位并往深圳延伸，通过调整常龙城际的线路方向，实现
与佛穗莞城际衔接，打造湾区中轴城际（即广深中轴城际）。

今年9月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也发布了《深圳中轴城际铁
路预可行性研究招标公告》，拟
理清深广中轴城际与常龙城际、
佛穗莞城际的关系。

《论证报告》有一处表述再次
验证了这一说法，提出“于东莞松
山湖站与莞深中轴城际贯通”。

届时，佛穗莞城际将从串联
佛山广州东莞的湾区“一”字横
轴，升级成“n”字形串起广州、深
圳、佛山、东莞、珠海、江门，发挥起

“湾区大动脉”的作用。

东莞携手铜仁共建“阳光雨”党群服务中心，创新打造“1+3N”党建品牌

以“小阵地”发挥“大作用”

扫码了解更多内容

■万山区旺家阳光幸福家园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村民做手工花

■农行东莞分行员工走进社区深化金融知识宣传 受访单位供图

■农行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宣传，并向员工讲解金融政策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