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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东莞机动车号牌制作点启用

每天生产约3000副，系省内第一批试点城市

□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戴小星

粤 SG92Y3，1 月 9 日上午 10 时许，

经过冲压，擦拭后，东莞生产的第一块

小汽车铁牌

（俗称“蓝牌”）

正式诞生。

记者从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

辆管理所获悉，为了缩短号牌生产时间

和寄递时间，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推出

便民措施，在包括东莞在内的第一批试

点城市设立机动车号牌制作点。 1 月 9

日，位于松山湖的东莞机动车号牌制作

点正式启用，标志着东莞将生产自己的

小汽车铁牌。

每天能产约 3000副车牌

接受数据、冲压、擦牌、封装……一

系列步骤紧而有序，一个个小汽车铁牌

就在此诞生。 据东莞车管所工作人员叶

健华介绍，群众选完号牌，经过车管所

确认后，数据会传递到制作点。 制作点

就用从省里领取的半成品用于数字冲

压，然后到擦拭区擦拭，铁牌制作完毕，

然后送到包装区包装。 在包装区，工作

人员会核对铁牌和快递单是否相符，确

认没有问题后寄给车主。

叶健华说，东莞的机动车号牌制作

点共有 6 台冲压机

（其中

2

台制作新能

源车号牌）

，1 台冲压机每天能制作 500

个铁牌，基本能满足上牌需求。 采访当

天，记者在现场看到，短短几分钟一块

车牌便能做好，而从接收数据到封装邮

寄整个过程耗时 20 分钟。

最快当天制作当天送达

东莞车管所所长镡京湘告诉记者，

以前铁牌制作全省集中，从制作到上门

安装需要 3 至 5 个工作日，改成地市分

散制作后， 全流程缩短为 1~2 个工作

日，“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可以做到上午

制作铁牌，下午就能通过邮寄送抵车主

手中。 ”收到号牌后，邮政部门将帮助车

主免费安装。 另外，车主也可以前往位

于石大路上的东莞市车管所号牌发放

点自取。

日前，由东莞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

会主办的第十一届东莞经济年会召开，

来自莞深等地共计近 500 名专家、学

者、企业家，围绕“创新大湾区·开放新

时代———东莞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路径

选择”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会上，就东莞城市定位、人工智能、

科技金融、云与大数据等热点话题进行

了探讨，力求搭建一个制造业资源和众

多民营企业资源、民间资本资源统筹整

合的平台，引入创新的招商引资、招才

引智、共融发展办法，把创新成果传导

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和产业

之中，从而助推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会上还揭

晓了“2018 年度东莞十大经济人物”

“2018 年度东莞十大成长性企业”“2018

年度东莞十大新锐企业家” 以及“2018

年度东莞十大经济事件”四大评选获奖

名单，唯一网络、大易有塑等公司上榜。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为进一步适应中小学校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的需要，近日，东莞市新组织

认定了 7 家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这

7 家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功能多样，

有的具备安全教育、科技教育、劳动环

保教育、科普教育等功能，有的具备环

境教育、拓展训练、传统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等功能。

东莞市教育局要求，经认定的中小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要进一步完善项目

设计，充实设施设备，健全管理制度，使

实践基地更好地体现公益性和教育性。

各实践基地要认真做好中小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的接待工作， 保障教育效果，

确保师生安全；同时，要建立完善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档案，以备今后复评。 各

镇街和中小学校要按照相关要求，坚持

就近就便的原则，积极利用好中小学生

社会实践基地组织开展校外实践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市教育局

东莞市中储粮中小学生社会实

践基地

该基地为中储粮关键性的建筑，拥

有相应的设施设备，包括全国最大的发

油平台、现代化产品展示厅、可近距离

观察灌装生产线，从原料、瓶胚制作、吹

瓶工艺，到最后完成灌装、码垛全程跟

踪的无尘化透明生产车间、采用穿梭式

自动货架和全智能化管理系统，为国家

储备粮食的大型粮仓、行业水平一流的

包装油物流仓库等，既向学生科普了粮

油加工及储备管理的基础知识，还向学

生介绍我国粮食安全情况。

东莞香市画院艺术教育基地

香市画院是集青少年书画艺术教

育、大型书画艺术展览、艺术交流与创

作多位一体的功能型民办画院。 该画院

与寮步镇政府合作，根据当地学校的需

求派出艺术人才支持学校的美术、书法

等艺术教育。 同时，该画院还为附近的

学校开展系列与书画有关的艺术教育

活动提供场地支持。

东莞市水云山谷生态农业园

该园以特色农业、 科技农业为基

础，建设“云山诗意、映月水庭、陌上花

开、幽谷秋实”四个功能区，依托园区开

展农事体验活动， 弘扬传统农耕知识，

传承“莞香”文化、“荔枝文化”，让广大

市民尤其是中小学生身临其境，全面增

强学生对农业农村、历史文化的认识。

塘厦镇法治文化主题公园

该主题公园以“古今善法 大治塘

厦”为主题，设置了法治教育专题景观

和宣传，可让学生在户外拓展运动的过

程中受到具有当地特色的法治教育。 目

前，塘厦镇教育局要求镇内所有学校定

期组织学生到法治公园开展法治教育。

东莞市良信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该基地得到市林业局和东莞市银

瓶山森林公园的充分肯定和认可，被纳

入“东莞市银瓶山森林公园科普教育基

地”之一。 在东莞市银瓶山森林公园的

技术、人才支持和指导下，一起对学生

进行生态科普教育活动。 同时，该基地

所属公司每年均下拨公益资金，热心组

织学生开展各类公益实践活动。

东莞市智囊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市农业科普实践基地。 是

以生态农业开发为宗旨， 集生态旅游、

科普教育、户外拓展、农事体验于一体

的现代化绿色农场。

汉企联文化科技产业园

2017 年 12 月，北京大学之“国学教

育培训基地” 授权汉企联并在汉文化研

究中心

（该公司内部一机构）

挂牌。 目前

该产业园“汉文化研究中心”建筑已投入

使用。 研究中心共两层，以汉文化宣传为

核心，安排专职讲解人员，通过文字配图

的宣传画，以及文化或仿古摆件，是传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场所。

两男子盗窃不成改抢劫

掠走

30

万元财物

10

小时后落网

近日，两男子借石碣镇某小区

围墙有破洞之机入室盗窃，不料被

发现后将屋主控制实施抢劫，致使

屋主损失共约 30 万元。 案发后 10

小时，该案成功告破，两名犯罪嫌

疑人金某、严某落网。

1 月 6 日 17 时 37 分许， 石碣

公安分局接事主向先生报案称：自

己当天在家中休息，发现两名男子

入室盗窃。 行径败露后两人将其控

制， 抢走了向先生黑色苹果手机 1

部、劳力士手表 1 只、钻石白金戒

指

（男款）

1 枚、连着玉吊坠的黄金

项链 1 条、玉手镯 1 个、白金耳坠 1

对、银行卡 5 张、现金约 3000 元以

及微信钱包被威胁转走 1.13 万元，

损失共约 30 万元。

接报后， 东莞市公安局和石

碣分局立即组织市镇打击“两抢”

专班、 合成作战专班、 派出所等

警力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工作。

专案组民警通过侦查， 发现了两

名头戴鸭舌帽、 口戴口罩的可疑

男子， 且衣着特征均与被害人的

描述一致。 专案组民警通过视频

追踪， 发现犯罪嫌疑人上了一辆

蓝色小车逃离现场。

1 月 7 日 3 时 30 分许，在市局

业务部门的帮助下，专案组民警在

一出租屋将两名犯罪嫌疑人金某

（男，

40

岁）

和严某

（男，

35

岁）

抓

获， 现场缴获作案工具和被抢金

链、戒指、手表、银行卡等赃物一

批，受损财物基本全部追回。

经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对其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还供述另

外两起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目

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抢劫罪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石碣警方

指导物业加强防控

年关将至，不少不法分子也在

蠢蠢欲动。 为了更好维护市民安

全，石碣镇日前召开进一步加强物

业小区治安防范工作会议，通报近

期物业小区有关案件情况，针对性

指导各物业小区加强治安防控措

施。

会上，石碣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和镇信访办负责人通报了近期物

业小区有关案件情况，分析案件暴

露出的防范漏洞， 并提出整改意

见。 石碣镇党委委员、公安分局局

长李纯良从物防技防措施、保安队

伍管理、业主自防意识、社区管控

工作等方面，指导各物业小区加强

治安防控措施，源头升级小区治安

防火墙。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相关报道

第十一届东莞经济年会召开

专家学者为高质增长支招

东莞新增7家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基地介绍

东莞生产的第一块小汽车铁牌正

式诞生。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