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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高速沿线环境品质提升———长安镇项目库》调整

长安投7.6亿元提升环境品质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长安宣

为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长安

加快推进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长安

段建设。 4月10日，记者获悉，东莞长安

近日重新调整了《广深高速沿线环境

品质提升———长安镇项目库》，计划通

过20个项目，总投资7.6亿元，全面提升

广深高速长安沿线环境品质。

已完成5个提升和亮化项目

近日， 记者从长安镇推进广深港

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了解到，根据《广深高速

（东莞段）

沿线环境品质提升建设工作方案》及

后期调整完善，长安镇重新调整了《广

深高速沿线环境品质提升———长安镇

项目库》， 计划通过实施13个景观提

升、7个建筑立面改造

（建筑风貌提

升）

， 共计20个项目总投资7.6亿元，实

现对广深高速长安沿线环境品质的全

面提升。

在20个项目中，该镇目前已完成5

个提升和亮化项目， 即广深高速高架

桥底公园、 锦厦钟楼和汽车北站钟楼

亮化、长盛路与锦绣南路升级改造、环

东路改造、 民营路片区和振安东路片

区两个片区共6幢建筑立面提升等工

程，其他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中。

改造建筑55栋粉刷建筑160栋

据了解，《广深高速长安段三年项

目建筑风貌提升实施指引》 的实施时

间为2018年至2020年，将长安段沿线建

筑风貌影响较大的约218公顷区域作

为研究范围， 其中沿广深高速可视的

建筑区域指引范围106公顷。 改造对象

为范围内的215栋建筑立面，其中重点

改造建筑55栋，粉刷建筑160栋。

为突出建立长安创新科技产业特

色的建筑风貌，长安对锦厦、新安、乌

沙三个社区共1068栋建筑进行摸底基

础调查， 针对不同类型的建筑提出不

同改造策略。

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 企石镇要

“放大招”啦！ 日前，信息时报记者从东

莞企石镇获悉，近日，企石镇召开创建

广东省健康促进区启动大会， 全面启

动创建省健康促进区工作， 争取在今

年年底前达到广东省健康促进区标准

争取在今年年底前达到广东省健康促

进区标准。

会议要求，到 2020 年，各项工作

指标达到《全国健康促进县

（区 ）

评估

标准

（

2017

年版）

》。全镇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逐年提高到 24%；15 岁及以上人

群烟草使用率低于 20%； 居民艾滋病

防治知识知晓率达 90%以上； 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行动镇覆盖率达到 100%；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 32%以

上；95%以上的学生达到《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合格以上等级。

此外，建设无烟环境。 全镇所有室

内公共场所、 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

具全面禁止吸烟， 医疗卫生机构和学

校全面禁烟。 全镇 20%及以上的村

（社

区 ）

符合健康村

（社区 ）

标准；每个村

（社区）

健康家庭比例达到 20%户及以

上。 全镇 100%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符

合健康促进医院标准。 规范建设 1 家

戒烟门诊，配备专门诊室、诊疗设备、

药品储备等硬件设施， 为门诊戒烟者

提供咨询和行为干预服务。 全镇 50%

的中小学校符合健康促进学校标准，

教师、 学生的健康素养水平在原有基

础上提高 20%。 全镇 50%的机关和事

业单位符合健康促进机关标准。 全镇

20%的大中型企业符合健康促进企业

标准。 健康步道、健康主题公园等支持

性建设指标达到国家级创建评价标

准。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志鸿 曾伟杰 张伟

企石全面启动创建省健康促进区

争取今年年底前达到标准

凤岗开展

“洁净城市活动日”

东坑全镇“洗白白”

4月10日上午，东莞东坑镇在全镇

范围内开展“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

动员全镇上下齐动手， 共同洁净城市

环境，为魅力小城建设出力。 据了解，

每月的10日，东坑镇都会开展“洁净城

市活动日”活动。

当日， 东坑镇委副书记叶晓华与

长安塘村“两委”干部、青年志愿者一

起行动，穿梭在村内各街道，认真仔细

清扫每一个卫生死角， 全力维护干净

整洁、文明有序的生活环境。经过清扫

后，街巷焕然一新、整洁有序。

在东坑村， 东坑镇委委员袁锦波

则与该村“两委”干部、村民们一起来到

路边进行全民大清洁，大家纷纷拿起清

洁工具，现场清理垃圾、杂草、树叶等，

以实际行动来维护环境公共卫生，把

“洁净城市”活动转化为自觉行为。

此外，坑美、塔岗等村

（社区）

也选

取辖区内的村街巷道、人员集中场所、

卫生死角等场所开展大清洁、 大整治

和除“四害”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东坑宣

近日， 记者从寮步生态环境分局

了解到，去年寮步镇淘汰“散乱污”企

业， 共排查 540 间， 已关停取缔 307

间，完成率为 122.8%。共受理环保信访

投诉 1589 宗，按时回复 1589 宗，完成

率 100%。 环境行政处罚案件立案 124

件，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 149 件、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 130 件， 共处罚金额

558.1762 万元。 今年 9 月底前，将完成

辖区内 1850 家“散乱污”企业

（场所 ）

综合整治。

其中， 对一无牌无证洗水漂染厂

擅自开厂进行了断水断电处理， 该漂

染厂已被依法查封。 2018 年 11 月，一

无牌无证洗水漂染厂擅自在东莞市寮

步镇西溪村金兴路开工建设， 主要从

事毛织洗水漂染。 寮步生态环境分局

现场调查发现， 漂染厂需要配套建设

的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 未对配套建

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自主验收，当

即对该厂的生产电闸进行了查封，并

采取断电断水措施。

2018 年 5 月， 邱某海印花厂擅自

在东莞市寮步镇凫山村盆岭街 1××号

开工建设，主要从事丝印加工。 工厂需

要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

未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自

主验收，主体工程已投入使用，洗版工

序生产的生产废水直接排放到市政管

网。 目前，目前该工厂已被清退，该印

花厂已被凫山村委会劝退。 除了被劝

退， 邱某海印花厂因违反相关环境保

护法律，面临 25 万元罚款。

寮步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快推

进“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 今年 9 月底前，将完成辖

区内 1850 家“散乱污”企业

（场所 ）

综

合整治。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寮步宣 陈泽佳

寮步去年取缔 307家“散乱污”企业

今年 9 月底将完成 1850家综合整治

近日，记者从大朗镇获悉，今年以

来查实和取缔非法经营储存危险化学

品 3 宗，扣押非法危化品 14.48 吨。 据

了解，为确保危化品行业生产安全，大

朗镇持续开展危化品大排查大整治工

作。

3 月 26 日， 大朗专职安全员在日

常巡查中发现大朗物流园存在涉嫌非

法储存危化品行为， 大朗应急管理分

局执法人员立即前往处理， 在东莞市

华玉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发现存放疑似

DMF（N，N-二甲基甲酰胺）8 桶，共

1.44 吨。 3 月 28 日，为了全面排查安全

隐患， 执法人员再次对大朗物流园进

行突击检查， 发现东莞市大朗赣通货

运部空地随意摆放了 22 桶无标签化

学品， 且未能提供化学品标签和安全

技术说明书。 通过翻查单据，确认其中

18 桶为工业乙醇，5 桶为二甲苯，共

3.82 吨。

以上两批危化品均未存放在专用

仓库内，属于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 执法人员现场进行

拍照取证和制作现场检查记录后，立

即将两处危化品共 5.26 吨安全转运到

符合要求的仓库暂存， 并对企业负责

人进行批评教育。

据统计，截至目前，大朗今年以来

共处理疑似非法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

投诉 7 宗， 查实和取缔非法经营储存

危险化学品 3 宗， 扣押非法危化品

14.48 吨。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刘苏东

大朗今年扣押非法危化品14.48吨

凤岗展开全城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

通讯员供图

记者从凤岗获悉，4月10日， 凤岗镇组

织开展“洁净城市活动日”暨迎接国家

卫生镇复审全民清洁卫生大行动，集

体出动1500多人对辖区内多个区域进

行洁净，并派发迎接“国家卫生镇”复

审倡议书。

从今年3月起，凤岗镇将每月10日

作为“洁净城市活动日”。 4月10日上午

九时许，凤岗镇委书记张耀洪，镇长林

岚分头带队，从体育馆广场出发，对体

育馆及周边主干道路、 背街小巷等地

进行全面清理，清理路面垃圾、绿化带

“白色垃圾”、杂草、牛皮癣等。同时，参

与人员还向沿街商铺、 过往市民派发

迎接“国家卫生镇”复审倡议书。 张耀

洪表示，凤岗要紧盯目标任务，紧紧围

绕“魅力小镇，品质凤岗”目标要求，将

“国卫复审” 工作转化为工作动力，不

断优化城市环境、 全面提升凤岗城市

综合竞争力。

据了解， 当天凤岗镇12个村

（社

区）

共1500多人，同步对辖区内天堂围

村、油甘埔村、黄洞村、凤德岭村、三联

村、雁田村、竹塘村、凤岗社区、塘沥

村、凤岗医院等开展大清扫、大清洗以

及河湖保洁等活动， 助力国家卫生镇

复审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凤岗宣 赖鸿程 周皓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