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人驾驶

扫地车清扫路

面垃圾。

通讯员供图

责编：李桂清 美编：余永康

时政 /社会

2019.4.12��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C05

·新东莞

无人驾驶扫地机亮相东莞

同时演示一批背街小巷环卫清洁设备

□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城管宣

4 月 10 日， “洁净城市活动日”暨

背街小巷环卫清洁设备演示活动在万

江街道坝头社区下坝坊举行。 活动日主

要采取小型环卫清洁设备清扫为主、人

工清扫为辅的方式，对背街小巷、村内

巷道等区域进行清洗清扫，创新了环卫

管理模式，提升了环卫保洁工作的机械

化率，探索以现代化新型保洁设备代替

人工清扫的作业效果。

无人驾驶扫地机首次在莞展示

活动现场展示了多种新型环卫清

洁设备，电动高压冲洗车、人行道清扫

车、扫洗车、洗地机、无人驾驶扫地车等

清洁设备现场开展清扫作业，快速有效

地对城市“牛皮癣”、小广告、路牙死角

等部位和路边地面油污、路面垃圾进行

清洁。

值得一提的是，清扫中启用了无人

驾驶扫地车， 可以通过智能路径规划，

设定清扫路线对路面进行清扫，大大减

轻了人力作业压力。“这也是无人驾驶

扫地机是首次在东莞展示，环卫作业机

械化实现了环卫作业从劳动密集型向

机械作业型的转变，大大提高了环卫工

作效率。 ”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洁净城市活动日”自启动以

来已开展了两个月， 定期于每月 10 日

通过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 对路面、

立面、城市配套设施、绿化带和绿篱、门

前屋后、 河湖水面等区域进行清洗清

扫，借此引导市民群众自觉爱护环境卫

生， 号召社会各界持续关注、 理解、支

持、参与城市管理工作。

广场小区等应100%配置小型扫路机

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

郭怀晋表示， 城市风貌是城市的“面

子”， 而背街小巷则是城市的“里子”。

近年来， 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东莞市环境卫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市核心区和各镇街中心区的城市环境

得到了有效提升， 但背街小巷、 村内

巷道等区域的环卫管理水平还比较薄

弱。 提升背街小巷环卫保洁水平， 既

是城市精细管理不可忽视的部分， 更

是民之所向， 也是今年东莞市全面铺

开“洁净城市” 专项行动所要重点整

治的难点问题。

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已制

定了《东莞市域环境卫生卫生专项规

划》，明确在规划期内各园区、镇

（街）

步

行街、场馆园区、广场小区清扫保洁面

积应 100%配置小型扫路机进行清扫保

洁作业。

4月10日，2019年东莞市中小学未

来课程设计大赛———未来课程建设研

讨活动在东莞市教师进修学校举行，这

也意味着该项比赛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

是由中国教科院未来学校实验室指导，

东莞市教育局主办，由松山湖未来学校

教育集团、东莞市万科梅沙教育发展基

金会、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松山湖园

区教育局承办，东莞市梅沙小学协办。

参赛教师可获公益培训

2019 年东莞市中小学未来课程设

计大赛将从今年 4 月持续到 10 月，参

赛教师根据东莞“慧教育”的理念，结合

学校及学科的特点，围绕大赛主题再来

进行课程方案设计。 全市各园区、镇

（街）宣教文体局（教育局）的普通中小

学，市直属普通中小学均可参加比赛。

在参赛要求上，各园区、镇（街）宣

教文体局（教育局）组织推荐报送 2-3

个课程方案参赛，市直属普通中小学每

所学校推荐报送 1 个课程方案参赛。 每

个课程方案必须由三位教师组队协作

完成，以小组的形式参加比赛，鼓励跨

学科组队参赛。 每支参赛小组需要参加

由东莞市教育局组织的“未来课程”设

计公益性培训，培训安排另行通知。

须瞄准未来社会人才需求

3 月 20 日上午，东莞市人民政府与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松山湖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教科院、市教育

局、 松山湖管委会也分别签订协议，并

举行松山湖未来学校教育集团揭牌仪

式，这是中国教科院在国内的首个未来

教育实验区，这也表示未来教育在东莞

正式启动。

东莞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健说，“未来

学校与其说是实体，不如说是理念，只要

心中有未来， 每一所学校都可以成为未

来学校。 东莞市探索建设三所未来学校，

就是想要提供三种参考， 同时充分发挥

它们的标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引领

更多的甚至所有的学校思考和探索自己

的未来，建设属于自己的未来学校。 ”

王健说，现在东莞已启动未来学校

建设，“未来课程”建设要走在前面。 未

来课程的建设必须瞄准未来社会的人

才需求， 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和

“四大关键”能力的培养，关注合作式学

习、体验式学习、项目式学习等新型学

习方式，关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度应用。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2019 年 4 月 3 日，东莞市格能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在阿里

拍 卖 平 台 经 竞 买 人 竞 价 后 ， 以

1001340 元成交。 这是东莞第三法院

首次尝试由破产管理人通过司法网

拍平台独立发拍破产企业财产。去年

以来，该院借助互联网拍卖平台“充

分竞争、发现价值”的优势，通过尊重

债权人意思自治、明确破产财产变价

主体为管理人

（法院负责依法监督）

、

设置灵活变价规则等措施，实现了破

产财产处置的高效率和财产价值的

最大化。

率先试水独立发拍破产财产

2018 年 11 月， 因东莞市格能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格能公

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东

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经债权人申请受

理了格能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启动破

产清算程序后，该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并结合阿

里拍卖平台对破产财产网络拍卖进

行全新升级，提供了独立的管理人入

驻和发拍通道这一新情况，积极引导

格能公司管理人入驻阿里拍卖平台，

开设账号独立发布拍卖项目。

2019 年 4 月 2 日，格能公司管理

人在阿里拍卖平台发拍格能公司的

机器设备一批， 起拍价为 99.134 万

元，经竞买人竞价，次日便以 100.134

万元成交。

该案承办法官邓鹤飞介绍， 在

阿里拍卖平台于 2019 年 3 月开通管

理人入驻和发拍通道后， 该院便率

先试水由管理人独立发拍破产财产。

“《破产法》 明确规定由管理人管理

和处分债务人财产， 可见拍卖破产

财产的主体应是管理人， 而不是法

院。 现由法院引导管理人入驻阿里

拍卖平台， 开设独立的发拍账号,独

立发拍破产财产， 法院进行监督，

充分体现了 《破产法》 赋予管理人

的资产处置法律主体地位， 更好地

发挥管理人处置破产财产的主观能

动性， 还可省去审批时间和领款环

节， 使债权人可以分配拍卖款的时

间大大缩短， 拍卖效率大大提高，

也可减轻法官对于事务性工作的负

担， 节约司法资源。” 邓鹤飞表示。

全面推行发拍破产财产模式

他解释，虽然管理人发布拍卖项

目无需法院后台审批，但管理人制定

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仍需经债权人

会议表决通过并报法院审核同意之

后才能执行，才能启动拍卖程序。 因

此，法院在其中的监督职能并没有弱

化，而是真正建立起了“当事人自治、

管理人履职、法院依法监督”三位一

体的破产财产网拍模式。

据悉，下一步，该院将引导全部

入册管理人入驻阿里拍卖平台全新

升级的破产财产拍卖通道，全面推行

管理人独立发拍破产财产的模式。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钟紫薇

手机被盗不能“算了”

民警四天帮助寻回

塘厦市民王女士

（化名）

上月在一家商

城购物怀疑手机被偷， 闻讯前来的王女士

亲人朋友劝告她算了，反正都追不回来的，

不用报警了。 但王女士却坚持要报警，接报

后塘厦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四村派出所立

即派员进行侦查， 最终在四天后帮王女士

找回爱机。

据塘厦公安介绍， 王女士完全不知道

什么时候，在哪个具体位置被盗的，无法进

一步核实丢失现场， 给侦查工作的开展带

来一定的难度。 在经过大量的侦查工作，警

方终于掌握王某

（男 ，

22

岁 ）

具有重大的作

案嫌疑。3月24日12时20分，警方获得王某的

可能落脚点后，立即展开摸排，秘密布控。

很快，警方在一网吧处发现了王某，并

将王某迅速抓获， 当场从其身上搜出一部

苹果MAX手机，经核实，该苹果手机为王女

士被盗的手机。 经审讯，王某因贪小便宜，

如实交代了其实施扒窃王女士手机的违法

行为。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刑事拘留，此案正进一步调查中。

王女士坚持报警， 民警不负信任终擒

疑犯。 当领到手机时王女士万分感激，3月

30日王女士向办案民警送来锦旗表达谢

意。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塘厦公安 塘厦宣

东莞第三法院率先试水

借助“互联网 +”为处置破产财产提速

东莞市中小学未来课程设计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