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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刘珊

日前，万科·东莞市第一届市民运动

会

（ 下简称“ 市民运动会”）

在东城体育公

园举行闭幕式。 从 2018 年 6 月 23 日开

幕以来，市民运动会先后举办了 27 个比

赛项目， 开展 650 多场配套活动，20 多

万人参与———实现月月有擂台、 周周有

活动、 天天有比赛。 成功打造城市活动

品牌，擦亮东莞“全民运动之城”名片。

27

个项目打造城市运动嘉年华

在过去半年的时间内， 市民运动会

先后举办了门球、游泳、体育舞蹈、桥牌、

电子竞技、太极拳、健身气功、广场舞、棒

球、垒球、毽球、跑步、羽毛球市联赛、武

术、围棋、象棋、国际象棋、轮滑、海模、航

模、滑冰、冰球、公务员羽毛球比赛、台

球、网球、足球和乒乓球等 27 个项目的

比赛。 比赛也覆盖了各年龄层次， 参赛

选手既有青少年学生、年轻人、中年人，

更不乏耄耋老人。

闭幕式上， 东莞市体育局局长黄慧

红表示，未来将继续举办市民运动会，不

仅办成东莞市民全民健身的嘉年华，还

将成为东莞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摇篮、

成为全国层面“体育+”、“+体育”的典型

案例。 让体育运动的魅力为东莞发展再

添精彩。

近

20

万人参与 民间高手涌现

经过半年来的办赛， 市民运动会有

力地推动全民健身工作， 参赛及观看观

众近 20 万人次，发放各类奖牌、证书 3.5

万份，提高了参赛市民的获得感。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东莞市民运动会

的主要参与群体是东莞市民，但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背景下，市民运动会以体育为媒加

强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交流。 活动期间，先后

有 70多支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队伍参

加了 7个项目的比赛。 这 7 个项目的比

赛为电竞、棒垒球、毽球、武术、航空航

海、乒乓球、滑冰以及冰球。

而在闭幕式当天开打的最后一项比

赛，东莞市民运动会乒乓球赛暨 2018 年

粤港澳大湾区“祥龄杯”乒乓球团体赛也

已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共有 34 支队伍共

200 多名参赛选手参与， 其中有多支来

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兄弟城市球队参战。

选手们依然用热力四射的表现， 为运动

会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日前东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南城分局 2018 年“打小

案护民生” 取得的成效：2018 年 1 至 11

月份， 南城辖区刑事立案数同比下降

18.6%，“两抢” 发案数同比下降 78.4%，

各类小案发案数同比下降 21.2%， 中心

区治安形势持续好转。

记者在南城警方破获的案件中发

现， 车内财物被盗的案子不在少数。 对

此， 南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张志

祥提醒， 车主停车尽量不要选择在开放

性的停车场， 同时不要将包包等物品放

置在车内。

2018 年 11 月 22 日 16 时， 南城公

安分局接事主夏某枝报警称：当天 14 时

许， 其停放在南城蛤地大某路段的小车

车门被人撬开， 车内副驾驶位的黑色挎

包被盗，事主被盗现金 5.5 万元、黄金项

链、手链 4 条，耳环被盗 3 对，损失人民

币共约 7.4 万余元。

接报后， 南城警方通过调取案发现

场周边视频监控， 迅速锁定一名身穿红

色外套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1 时许，警方在西平蛤

地市场一药房门口成功抓获嫌疑人李某

俊

（ 男 ，

20

岁）

，后对嫌疑人李某俊住所

进行搜查，起获事主被盗挎包、现金、项

链、银行卡等财物一批。 据张志祥介绍，

2018 年年初在南城辖区元美公园停车

场、 香榭丽舍小区门口路段接连发生多

宗砸玻璃盗窃车内财物案件， 警方破案

后初步核实案件多达 20 宗。

据介绍， 南城公安分局办案民警逐

渐摸清了砸窗盗窃车内财物案件的一些

规律。“案发时间主要有 2 个时间段，一

个是傍晚的 6 点到 7 点， 还有一个则是

在凌晨时段”，张志祥介绍，而在被盗的

车辆也一般是停放在开放性的停车场。

对此，警方也提醒车主，临近春节，

尽量不要把包包等东西放置在车内。 张

志祥还提醒， 车主外出办事时应将车辆

停放在有专人看管、 安防措施严密的停

车场停放，切忌乱停乱放。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记者从东莞科技局获悉，前三季度，

东莞高技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 1101.01

亿元，增长 12.4%，增速比全市平均水平

高 5.3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达

38.9%。

据悉， 东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预计将超过 4500 家，稳居全省地级市第

一；2637 家企业成功申报科技型中小企

业，数量居全省第三；模以上工业企业累

计登记备案建有研发机构的规上企业共

3163 家，覆盖率超过 40%。

今年 1-9 月，东莞市专利申请量和

授权量分别为 77191 件和 49923 件，同

比分别增长 26.67%和 60.00% ， 均位居

广东省第 3 位；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

量分别为 19864 件和 5349 件，分别同比

增长 40.65%和 59.20%，分别位居全省第

4 位和第 3 位；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为

1914 件，同比增长 49.30%，超过广州市

居全省第 2 位；截至今年 9 月底，国内有

效发明专利量为 21649 件， 位居全省第

3 位。

据介绍， 东莞不断优化科技创新体

系，加速集聚创新资源，截至目前，松山

湖材料实验室已有 10 个科研团队已落

户东莞， 今年有 6 个创新科研团队成功

入选省创新科研团队， 获省财政资助金

额达 1.8 亿元，创历史之最；截至目前，

建成天安数码城、 中集智谷等科技企业

孵化器 100 家，众创空间 65 家，在孵企

业达到 3083 家；莞港澳台“联合培优”共

认定 5 家联合培优示范基地、77 位创新

创业人才。 此外， 还吸引 70 所高校的

772 名研究生来莞实践， 为 100 多家企

业、新型研发机构等提供了人才支持。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叶虹

“近期华美食品成功入选

2018 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日前，华美食品集团向信息

时报记者讲述，2018 年适逢改革

开放 40 年，作为广东名企，华美

食品紧跟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

制定了以产品驱动为企业长期发

展战略， 不遗余力在产品研发和

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探索试验，成

立了广东省技术研发中心， 最后

成功入选 2018 年度广东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华美食品集团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 该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

定是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建设

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供支

撑，按照《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

开展 2018 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

根据专家评审结果， 最后进行公

示通过而来。

“目前，华美食品拥有技术研

发人员 60 余人， 产品系列多达

150 多种，其通过不断改良、不断

升级，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最美味

烘焙产品和最热诚服务。 ”上述工

作人员讲述， 华美食品集团是集

产业链及终端销售一体化的烘焙

企业集团。 旗下企业包括东莞华

美、湖北华美、欧麦咖工房烘焙连

锁等生产企业及终端销售体系。

华美食品集团旗下的华美食品是

以月饼、饼干、糕点等食品产销为

主的烘焙行业企业。拥有东莞、湖

北、北京 3 个厂区，自动化生产线

数十条，占地面积共约 30 万平方

米，月饼日产能超 300 万个，饼干

日产能达 120 吨以上。

目前， 华美食品旗下品牌已

经有“华美月饼”、“牛奶搭档”、

“每日粗粮”、“华夫软饼”、“脆蛋

糕”、“牧林蛋糕” 等优质产品，常

年销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值

得关注的是， 周华健连续多年代

言华美品牌， 新生代华美君的推

出，让品牌更具活力。华美在发展

的同时， 不忘回馈社会， 众多义

举，让品牌价值更加深入人心。

“严苛的原料验收标准，让品

质安心。标准化作业指导，让产品

品质稳定。 ”华美食品集团表示，

未来将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需

求，专注于产品研发及提升，打造

创新型企业， 定位产品驱动型

“烘焙行业卓越企业”。 以互联网

的发展思维，打造互联网+传统食

品企业， 努力成为焙烤行业的先

锋企业。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郑琳芳

东莞第一届市民运动会闭幕

先后举办27个比赛项目，吸引近20万人参与

乒乓球团体赛吸引了

34

支队伍共

200

多名选手参与。

华美食品成功

入选广东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东莞南城警方提醒市民：

临近春节 慎将包包放置车内

东莞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达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