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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东莞两会的工作报告指

出，东莞要加强建设智能制造全生态链，

推进智能加工装备国检中心建设， 培育

250 个以上自动化智能话改造应用项

目，认定 20 个市首台

（套）

重点技术装备

产品，推广使用莞产先进装备；实施百强

创新型企业培育计划， 争取 3 年打造

100 家行业“隐形冠军”；大力引进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项目

产业化前景广阔的科技人才

（团伙）

来莞

创新创业， 积极汇聚全球科技创新成果

在莞孵化和产业化。

在这方面， 东莞不少镇街已迈开步

伐。 从黄江镇田心村驱车出发，不到 10

分钟便可看到一片施工工地， 备受瞩目

的深圳光明科学城正快马加鞭地建设。

这是深圳对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

践行深圳“北拓”战略的核心支点。

为充分对接中子科学城和光明科学

城的资源外溢， 黄江镇正计划在南部临

深区域打造人工智能小镇， 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特色

宜居新城；通过连片更新，实现南部片区

城市产业升级与城市品质提升， 打造南

部城市综合服务副中心。 而位于田心村

的广龙路南商住单元是其重要配套支撑

节点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黄江南部重要

的综合服务中心。

在大朗，2018 年中国散裂中子源顺

利通过国家验收并投入使用。 今年春节

前夕， 中国散裂中子源完成了首轮开放

运行任务。中国散裂中子源总指挥、工程

经理陈和生院士介绍说， 首轮开放运行

期间，共有来自新能源、磁性材料、高性

能合金等研究领域的 40 项用户课题

（含

8

项快速申请课题）

上机实验，取得了多

项重要成果。

除了散裂中子源以外， 南方光源项

目预研启动，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粤港澳

交叉科学中心和高水平科研团队引进取

得实质性进展。“这些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的建设， 弥补了东莞区域创新体系的薄

弱环节， 标志着东莞源头创新有了深度

参与全球科技合作和竞争的坚实基础。 ”

东莞市副市长刘炜说。

温伟铭是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公益

培训班健身 2 班”的一名学员，每周二晚

上都是他难得的“出汗”机会。“这个公益

培训我关注很久了，都是免费的，去年我

也来了。”与温伟铭情况类似的还有瑜伽

班的刘阿姨。据了解，公益培训是政府公

共文化服务项目，免收任何费用。这仅是

东莞市提升民生保障品质的一个缩影。

让东莞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老百姓

的幸福更有质感， 是东莞市政府一直探

索前进的道路。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东

莞建成全市预约服务统一平台、200 名

交警铁骑快速疏导交通、 新建成截污次

支管网 1525 公里、全市农贸市场快检室

建设全覆盖……从养老到医疗， 从教育

到就业，在去年，东莞市政府持续化民生

关切为民生动力， 圆满完成 10 件实事，

为民生考题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今年 2 月 27 日，东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大朗分局组织镇内优质企业

于大朗镇举行“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

2019 年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会等，免费

为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提供政策咨询、

就业指导、培训登记等服务。为了加强对

务工人员的人文关怀， 该分局与镇内总

工会引导企业出台各类晋升、奖励措施。

此外，还通过宣传报道、开展就业技能培

训等形式， 引导就业者树立正确的就业

观，提高其技能。

“东莞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千千万

万的外来务工人员。 让他们增强对东莞

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这座城市才

能发展得更好。 ”大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教育水平彰显着一座的素质水平和

人才水平。近期，由东莞市教育局开发建

设的东莞市市民素质提升教育平台正式

上线， 市民期待已久的中职非全日制学

历教育可通过平台免费报读。教育惠民，

加快了与人民群众心贴心的步伐。此外，

还将加快筹建 3 所高标准未来学校，组

建教育集团 15 个，拓展公益普惠性学前

教育资源。

深切关注民生民情， 东莞今年还将

大力补齐“五个位”民生短板。 其中医疗

方面将加快区域中心医院建设， 提升医

疗服务水平， 新增病床 1640 张以上，市

人民医院肿瘤中心和市儿童医院新住院

大楼投入使用。民心所向，城市才能迈稳

步伐， 东莞正在稳步打赢这场公共服务

攻坚战。

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与水平， 东莞

在今年年初两会上发出了“最强音”：以打

造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

标，全面优化对东莞企业、东莞企业家、东

莞市民的各项服务， 全力推动政府各项工

作马上就办、尽快上马、办就办好，不断提

升全市政府系统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推动

东莞成为珠三角乃至全国行政效率最高、

营商环境最优、 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最强的

城市之一。

在这方面，东莞迈开了大步伐。

“自海港系统升级后，我们这个出入境

船舶通关效率又提档增速了！ ”4 月 24 日下

午， 在东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沙田分站召

开的警企座谈会上， 华润码头调度员王升

秋激动地说。 为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 东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于 3 月中旬

启动了出入境港口边检综合管理系统，让

出入境船舶手续办理时间压缩了至少 1~2

个小时。

从多证多跑到只跑一次， 东莞全面提

升行政服务效率，深化镇街

（园区 ）

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动态调整梳理规范下放事权。

据了解，2018 年以来东莞共梳理公布企业

和群众“最多跑一次”清单共 1462 项，已有

1112 个事项达到要求，实现比例达 76%。 为

深化网上办事服务， 东莞建成广东政务服

务网东莞分厅，共进驻 59 个部门，可在线

办理事项共 1306 项，行政许可事项网上可

办率达九成以上。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

更须快马加鞭。 东莞正在以闻鸡起舞、日夜

兼程、 风雨无阻的进取心谱写高质量发展

的新篇章。

爱上一座城市，不仅因为这座城市的发

展潜力，还有这座城市的独有魅力。 见证东

莞成长的东莞大道，2001 年从一片山头、农

田中辟出，如今不仅是东莞对外交通的重要

枢纽，更以“大道朝晖”为名跻身东莞八景之

列。 驱车行驶在东莞大道上，白天风景如画，

东莞国际商务中心高楼林立初见规模；夜晚

灯光璀璨，霓虹灯火连片点亮星空。

在松山湖片区，也有着一条意义非凡的

道路。 依托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而规划

的中子科学城，一条连接深圳光明科学城的

道路有望今年开工，这条道路的开工建设不

仅是东莞交通项目打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战略的第一枪，更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

地位的第一项工作。 增强重大科学设施集聚

协同效应，力争把东莞中子科学城打造成为

东莞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支

撑平台。

据了解，按照“多中心、分片区、网络化”

的发展理念， 东莞正在加快建设中心城区、

松山湖、滨海湾新区“三位一体”的都市核心

区空间格局。 中心城区充分发挥“半城山色

半城水、一脉三江莞邑香”的山、水、城共融

的空间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首位度；松山

湖坚持“科技共山水一色， 新城与产业齐

飞”，着力打造国际化现代化科技新城；滨海

湾新区则围绕粤港澳协同发展先导区定位，

加快聚集高端制造业总部，大力发展现代服

务业，打造兴业宜居智慧湾区新城，东莞未

来发展新引擎。

此外，东莞也进一步细化城市内部空间

格局，提升品质。 如中心城区的“一心两轴三

片区”建设，将打造东莞市市区行政文化中

心、东莞大道时代发展轴、鸿福路文化山水

轴，以及南城国际商务区、三江六岸历史文

化区、黄旗南生态科创区。 聚焦东莞“三大沿

线”综合整治，完成广深港高速沿线建筑外

里面改造和关键节点景观改造，启动广深高

铁、广深铁路沿线“脏乱差”问题整治，更好

地展示东莞形象。

立足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心，东莞着力

强化交通枢纽功能，积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重要节点城市，构建起湾区空间格局。 莞惠

城轨、莞佛城轨、穗莞深城轨多条城际铁路

在东莞交汇，南沙大桥已经通车，赣深高铁

正在加紧建设， 广深港高铁东莞最快 33 分

钟直通香港西九龙。 东莞构建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主要城市的“1 小时交通圈” 进一步提

速。 同时，东莞还大力推进与广州、深圳 7 条

城市轨道的连通，以期进一步与两大城市形

成交通互联、产业互动的合作发展新格局。

●中心城区：充分发挥山、水、城共融的空间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首位度

●松山湖：坚持“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与产业齐飞”，着力打造国际化现代化科技新城

●滨海湾新区：加快聚集高端制造业总部，打造兴业宜居智慧湾区新城

“三位一体”都市核心区空间格局

提

升

打赢湾区建设攻坚战 着力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A

打赢产业升级攻坚战 着力提升经济发展品质

B

打赢公共服务攻坚战 着力提升民生保障品质

C

打赢政府建设攻坚

战 着力提升行政效

能品质

D

竞速湾区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