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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拆除水濂旧石场

87宗违法搭建物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南城宣

2018 年以来， 东莞市开展治理违

法建设专项整治行动，对于“两违”建

设一直从严打击，秉承着“零容忍”理

念。 连日来，在东莞市国土、城管等部

门指导下， 南城街道依法对水濂旧石

场违法搭建物进行了全面清拆。 行动

中，南城国土、城管、住建等部门共出

动 300 多人次，对旧石场内的 87 宗违

法搭建物进行拆除， 区域内所有违建

于 1 月 8 日前得到拆除。

水濂旧石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中为一般农用地，属禁止建设区，目前

该区域内乱搭乱建情况已影响到周边

生态环境。 东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整治水濂旧石场“两违”情况，市委书

记梁维东，市长肖亚非先后作出批示，

要求立即行动，坚决查处拆除。 1 月 7

日上午，市长肖亚非，副市长刘炜、郭

向阳等领导赴现场督导清拆工作。

为全面做好拆除工作， 南城街道

专门制定了《水濂旧石场违法建设拆

除整治工作方案》。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南城街道组织水濂旧石场相关业

主召开清拆整改会议， 落实了相关整

改通知工作。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南城

街道在现场竖立了相关整改告示牌。

2019 年 1 月 4 日， 街道办事处组织召

开了水濂旧石场强制清理动员部署

会。 1 月 5、6 日，南城派出 60 多人分 6

个组，分别由街道班子成员带队，分片

包干在现场做业主劝拆和指导自拆工

作。 5 日当天，已有部分业主开展搬迁

自拆。 1 月 7 日、8 日，南城街道依法开

展全面清拆。

接下来， 南城街道将派出工作队

伍实行 24 小时监管，并加快场地的清

理、复绿工作。 据了解，该区域将规划

为地质公园，融合到水濂山公园范围，

打造连片生态风景区。 下一步，南城街

道将加强与市国土、城管、规划等部门

的沟通联系，坚持科学规划，将其打造

成为既有都市风情又有田园风光的示

范项目， 成为乡村振兴中的又一个亮

点。

塘厦镇日前召开服务重大项目工

作协调会，今年力争 17 个重大项目全

部动工。 据介绍，这 17 个重大项目固

定资产投资 178.07 亿元， 预计年产值

可达 357.96 亿元，年税收 23.74 亿元。

在协调会上，塘厦列举了 17 个重

大项目推进进度以及存在问题。 针对

存在的问题， 要求各职能部门作出积

极回应，当场给出解决方法、办结时限

以及对建设进度要求作出承诺； 同时

要求， 各重大项目在拍得土地后的一

个月内必须动工建设。

会议要求，汉科电子、正阳电子、

旺鑫电子、铭基电子、蓝思旺二期、新

太阳科技园、坚朗五金、联鹏装备、三

友联众、 昕旺创智谷、 力王电池等 11

个项目须在今年第一季度动工建设；

顺络电子、赢合一期、艾瑞科设备、新

秀新材料及硅谷动力智造等 5 个项

目，须在第二季度内动工建设；东益汽

车项目力争在第三季度内动工建设。

围绕土地资源短缺、土地指标、规

划调整等方面瓶颈，塘厦“拓空间”成

为突破土地发展瓶颈的重要举措。 去

年以来，在镇村统筹发展、城市更新改

造、解决历史遗留土地问题上，塘厦盘

活了 13000 多亩土地资源，以及高铁片

区 7000 余亩待开发土地， 对未来几年

塘厦的产业发展空间提供了有力支

撑。 今年即将上马的 17 个重大项目预

计用地面 1385.03 亩 ， 总建筑面积

314.4 万平方米。

塘厦镇委书记方灿芬要求， 塘厦

镇政府每月要召开一次由镇长主持的

重大项目推进协调会； 党委每一季度

要由镇党委书记主持召开一次重大项

目推进协调会；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按

照解决问题和目标导向倒排工期，不

能按照时间节点推进的， 招商部门与

服务保障部门共同承担责任； 如果出

现因项目方原因严重拖延项目建设进

度，违反投资协议的，一律取消重大项

目资格，收回土地。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塘厦宣

1 月 9 日，大朗镇举行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再动员暨春节期间维稳安保誓

师大会，镇委书记谢锦波、镇委副书记

韩暖渠等班子成员，镇有关单位、各村

（社区）

有关负责人，以及村民代表，公

安、交警、消防、城管等部门执法人员

等共 600 多人参加了活动。

誓师大会上，先后展示了铁骑、特

警的综合业务能力及警犬表演， 并进

行了武装巡游， 充分彰显大朗镇震慑

犯罪、扫除黑恶的坚定决心，以期为实

现大朗高质量发展营造政通人和、稳

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据了解，2018 年，大朗镇在社会治

理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涉黑恶

有效线索上报量位列全市前列， 摧毁

了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第一宗

涉黑社会性质团伙， 两抢警情同比下

降 85%。接下来，大朗镇将再接再厉，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争取再打

造 1 到 2 宗典型案例， 始终保持打击

“涉黑”“涉黄赌毒”的高压态势，把“二

标四实”与“智网工程”建设有机结合

起来，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好转。

谢锦波向全体民警、辅警、执法人

员致以敬意。 他希望公安政法部门继

续敢于担当、 敢于亮剑， 坚决落实严

查、严打、严管、严控措施，坚决精准打

击、除恶务尽，坚决守住每一处地段、

守好每一个时节、守牢每一片区域，确

保大朗人民过上平安欢乐年。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刘苏东

摩托车司机醉驾闯红灯

摔倒后“碰瓷”前方轿车

1 月 5 日凌晨 0 时左右， 常平交

警大队接到号牌为粤 SF**32 的车主

李先生报警， 称自己在环常路岗梓村

路口路段遭遇一起“碰瓷”事故，请求

常平大队民警迅速出警。

民警快速到达现场后立即展开了

勘查。 事故现场， 一辆号牌为粤

SF**32 的白色小轿车停在往岗梓方

向红绿灯口处， 同向同车道后方离白

色小轿车约 1.5 米处一辆黑色摩托车

倒地，而两车无明显碰撞追尾痕迹，不

像一起交通事故。在场民警发现，摩托

车车主韦某浑身酒气，一嘴胡言乱语。

于是对韦某进行了酒精浓度测试，测

得含量为 328.64mg/100ml， 为醉酒驾

驶。

据民警调查， 事发时韦某正加速

前行欲冲闯红灯， 而同车道的李先生

正在红绿灯处等待绿色信号灯， 阻碍

了其冲闯。韦某来不及提前减速，突然

急刹车， 使得自己从失衡的摩托车上

摔倒。 韦某在摔倒后还强行敲打李先

生的前车玻璃， 说因为李先生的缘故

导致自己受伤，要求李先生赔偿。李先

生担心自己被敲诈勒索，便报了警。

民警依法将韦某带去医院抽血检

查，韦某撒起酒疯，拒绝配合抽血，还

破口谩骂。 在抽完血返回交警大队途

中， 又口出胡言并推搡民警说要单挑

斗殴，现场行为让人哭笑不得。

在约束酒醒后， 韦某对自己醉酒

驾驶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韦某被公

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塘厦去年发放

救助金超

103

万元

记者近日获悉，按照塘厦镇委、镇

政府“十大民生实事”的有关要求，塘

厦镇对全镇有困难的低保、五保、孤儿

进行了相应的救助。统计显示，去年该

镇发放救助金 1032689 元。

数据显示， 去年 1 月至 12 月，塘

厦镇共发放救助金 659689 元，其中低

保发放救助金 382529 元、五保发放救

助金 260480 元 、 孤儿发放救助金

16680 元，救助人员共 145 名。 包括其

他救助金共发放 1032689 元。 另外，

2018 年，塘厦镇医疗救济基金会共救

济 50 人次，救济金额达到 23 万元，其

中市医疗救济基金会救济 41 人次，救

济金额达 18.3 万元；镇医疗救济基金

分会救济 9 人次， 救济金额达到 4.7

万元。 为 7 名困难户发放困难家庭临

时救济 3.3 万元， 其中市救助金额为

6600 元，镇救助金额为 2.64 万元。 东

莞市慈善会临时救助 2 人， 救助金额

7 万元，福彩关爱基金救助 2 人，救助

金额 4 万元。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黄艳 陈艺航

大朗举行春节维稳安保誓师大会

塘厦召开服务重大项目工作协调会

争取17个重大项目年内全部动工

水濂旧石场违法搭建物清拆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