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务卷

2019.4.30��星期二

C13

·新东莞

大岭山：

加速新兴产业集聚

激活高质发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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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大岭山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 紧抓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 从产

业升级、空间拓展、乡村振兴、污染治理、

城市建设、民生改善、党的建设七方面全

面发力， 推动大岭山经济社会建设迈上

新阶段。

大岭山镇委书记陈福坤表示， 大岭

山要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 广深港澳科

技创新走廊建设“双重”历史机遇，把握

“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开放模式，全

面拓展与深圳等地在科技、 金融等领域

合作，推动更多高端优质资源、科技创新

成果集聚、转化，全面建设高品质美丽幸

福新大岭山。

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去年， 大岭山新增高新企业总量增

至 128 家， 全镇规上工业企业 R&D 经

费支出增长 51.6%， 新增广东省名牌产

品 5 件， 多元集群的制造业优势凸显，

不少制造业具有更高的起点， 对大岭山

提出做优制造业强镇、 做强实体经具有

强力的支撑。 今年， 力争全镇 R&D 投

入占 GDP 比重提升至 2.3%， 先进制造

业和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分别提升至 53%和 40%， 支持企

业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创新商业模

式， 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发

展。

大岭山将继续引进一批高成长性、

高附加值、高带动性的企业和项目，争取

晨讯智能设备制造项目申报省重点项目

等 6 个项目申报市重大预备项目， 加速

新兴产业集聚， 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新

引擎。同时，推进“天安人工智能小镇”重

大产业平台建设， 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

业、新型研发机构和自主创新品牌，推进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创新成果转

化。瞄准世界 500 强、行业领军企业以及

新兴产业，力争引进 2~3 个“奶牛型”项

目，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促进城市内涵式增长

大岭山镇镇长黄德洪指出， 大岭山

要把提升城市品质作为融入大湾区网

络、 增强城市吸引力和承载力的重要抓

手， 用“绣花功夫” 和“匠心精神” 精

心有序地规划好城市空间格局、 统筹好

城市更新升级、 修复好城市生态面貌、

管理好城市环境秩序， 努力让大岭山的

城更美、 更宜居。

立足“品质城市” 定位， 大岭山推

进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以及轨道交通

1 号线和 3 号线站场 TOD 土地综合开

发规划， 促进城市内涵式增长。 启动海

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 明确各类村庄发

展和建设重点， 年内完成 13 个行政村

单村村庄规划编制。 推广城市更新“微

改造” 模式， 鼓励村

（社区）

以修缮、

加建等形式活化更新旧厂房、 旧项目。

配合中子科学城开发， 把控好松湖沁心

园项目的规划建设标准， 打造成为区域

旧改示范点。

加快推进光辉家具、 富生物业等项

目开工建设。 用好新型产业用地 （M0）

政策红利， 以金桔协成发地块为试点，

打造一批产城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综合

体。 配合做好环同沙地区概念规划， 力

争年内完成同沙湖环山路及公园入口道

路新建等工程， 实现与园区无缝接驳。

三大战役还山清水秀

攻坚蓝天、 碧水、 净土“三大战

役”， 打造山清水秀生态。 今年， 大岭

山将推进水生态五期 96.4公里截污次支

管网工程， 完成第二、 三批次共 63.1

公里验收通水， 力促早日投入使用。 大

力推进河涌综合整治， 争取年内完成鸡

翅岭排渠等 5 条河涌截污、 清淤和治堤

工作， 加快实施 4 座分散式污水处理设

施和 4 条 2019 年任务河涌整治。 9 月

底前完成整治“散乱污” 企业 2083 家。

大岭山将尽快完成市美丽幸福村居

建设工作， 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 开展“三清理、 三拆除、 三整治”，

全面清理积存垃圾、 卫生死角。 完善农

村道路照明、 道路绿化等基础配套， 推

进“断头路” 建设， 统筹开展农村“烂

路” 治理， 持续改善农村交通条件。 巩

固广东省园林城镇创建成果， 推进农村

绿化建设， 不断拓宽农村绿化空间。

近年来，谢岗突出海绵城市特色、产

城融合特色、 合作开放特色， 全力做好

“优化城市品质、拓展发展空间、提高产

业质量、强化基层治理、增进民生福祉、

全面深化改革”六方面工作，推动谢岗各

项工作在新时代迈上新台阶。 谢岗镇委

书记胡毅峰指出， 谢岗（

银瓶合作创新

区）

作为省级发展平台和广深港澳科技

创新走廊省级节点， 是东莞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岗要加

快银瓶合作创新区的城市建设、 构建现

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

“湾区智造新城、品质生态谢岗”，把谢岗

打造成为参与大湾区建设的智慧制造节

点。

以承载先进制造业为目标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谢岗积极参与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加快融入

大湾区区域创新体系，推动谢岗

（银瓶合

作创新区）

成为大湾区先进制造业的重

要承载区，围绕智能装备、汽车制造、机

器人等重点产业， 建设以高端装备制造

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谢岗同时推动“深莞合作创新示范

园项目”共建，打造“深店莞厂”合作示范

基地。 该项目规划面积670亩，总投资将

超50亿元， 主动承接深圳福田区智能制

造、电子信息、生命健康与生命医药、新

能源、新材料等优质产业外溢，打造莞深

产业合作示范基地， 建设一个区域性企

业外溢的“园中园”。

此外，深入开展“倍增计划”，落实

“高质量倍增十条”新政，出台《谢岗镇统

筹开发工业用地实施办法》和《谢岗镇新

引进租赁厂房类项目认定奖励暂行办

法》， 实质性降低企业在税费、 社保、运

营、用能、用地和行政办事等各方面成本

负担。

把城市建设在生态公园之中

胡毅峰指出，打造“品质生态谢岗”，

就是要大力提升城市品质， 提升产业层

次，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谢岗的综合

竞争力。大力抓好生态建设，让生态优美

成为谢岗最大特色， 让森林和水景渗入

城市、让城市建设在生态公园之中，把谢

岗建设成为生态宜居宜业的高品质智造

新城。

完善城市配套， 着力构建对接湾区

主要城市“1小时交通圈”，加快形成外引

内联的一体化交通网络。 加快已动工的

粤海大道等3条园区道路建设，莞惠路和

谢常路改造升级。今年力争启动4条道路

建设，全面实施镇村道路升级改造。开展

全镇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推进赵林村等8

个旧村3752亩城市更新项目；启动246亩

镇中心水塔山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清拆工

作。

加快推进谢山旧村城市更新项目，

探索村企合作，推进站前广场地块开发。

利用新型产业用地（M0）政策，在银瓶站

TOD范围内划出约300亩土地，探索政企

合资公司投资开发路径， 发挥粤海集团

在粤港合作、国际融资、招商引资等方面

优势，将银瓶站TOD打造成为谢岗镇新

旧城区融合建设的重要节点。

打造生态旅游度假目的地

“南山北水，城在其中”，谢岗山、水、

城共融的空间格局和生态资源优势独

具， 成为东莞唯一全域海绵城市试点的

建制镇。 据悉，该镇通过《银瓶创新区海

绵城市专项规划》等8份技术导则，全域

落实海绵城市规划和建设技术指引。 此

外，投资1.24亿元，占地1582亩的银山市

级湿地公园正在抓紧建设；投资20亿元，

建设占地8363亩的银瓶湖湿地公园（

华

侨城文旅项目

）也于年内开工建设。

同时，推进全镇生态旅游开发工作，

邀请旅游企业深入挖掘全镇生态旅游资

源， 推进银瓶山森林公园申报4A级国家

景区，深入挖掘“八卦村”和黎村的历史

文化内涵，打造岭南古村落文化体验区，

加快推动华侨城文旅项目（

银瓶湖湿地

公园）

建设。全力建设好6.3平方公里的美

丽幸福村居特色连片示范试点， 力争把

谢岗建成东莞生态旅游度假目的地。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大岭山新貌。 孙俊杰 摄

谢岗：

做美品质生态特色

做优湾区智造新城

谢岗新貌。 邓爱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