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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虎门谋虎门 宽广视野谋发展

当前， 虎门迎来了实现更高

水平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

期。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

家战略， 成为全省全市发展的

“纲”。能否抓住这次历史机遇，关

系到虎门能否在大湾区城市群竞

合发展中脱颖而出， 能否把改革

开放先行地之“先” 继续保持下

去。为此，虎门将树立起拥抱大湾

区、构建新格局的思想理念，举全

镇之力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努力在战略思维上跟上去，在

城市格局上跟上去， 在创新举措

上跟上去， 力争在粤港澳大湾区

的大平台大机遇下实现大发展。

同时， 滨海湾新区将建设成

为东莞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东莞

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举全市之力高

质量建设滨海湾新区的决策部

署， 把滨海湾新区打造成为新时

期代表东莞参与大湾区建设和对

外开放的战略平台， 作为中心城

区、松山湖、滨海湾新区“三位一

体”城市新中心的其中一极。滨海

湾新区坚持“世界眼光、 国际标

准、中国特色”，正紧紧围绕粤港

澳协同发展先导区定位，按照“一

廊两轴三板块”总体空间布局，打

造兴业宜居智慧

湾区新城、 东莞

未 来 发 展 新 引

擎。

虎门有 62.8

平方公里纳入滨

海湾新区统筹范

围， 占新区总面

积 70%以上，是

新区建设的主阵

地、主战场，也是

新区建设的最直

接受益者。 虎门

将 抓 住 这 次 机

遇， 主动融入滨

海湾新区， 推动转型升级动能尽

快形成， 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尽快

共享。

东莞市虎门镇委书记、 滨海

湾管委会主任刘杰表示， 虎门实

现新一轮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就

在眼前， 虎门必须提振处在重要

战略机遇期的坚定信心，以“跳出

虎门谋虎门”的宽广视野，以抢抓

机遇再出发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顺势而为、 乘势而上推进改革发

展各项工作。

打造“湾区时尚都市、魅力品质虎门”

2019 年，虎门以打造“湾区

时尚都市、魅力品质虎门”为战

略任务和价值取向。 据了解，定

位“湾区”，就是要坚持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为“纲”，突出虎门滨

海临湾、地处珠江出海口的独特

区位优势，把主动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和滨海湾新区作为虎门谋

划推动新一轮发展的机遇所在、

价值所依。 定位“时尚”，就是要

充分凸显虎门的时尚基因、时尚

产业、时尚底色，力争在湾区错

位发展、区域协同分工中尽快突

围。

虎门把战略聚焦于“魅力品

质虎门”，是基于创新创优、内涵

崛起的基本考量。 定位“魅力”，

就是要彰显虎门的

改革开放魅力、历

史人文魅力、 产业

特色魅力， 以独特

吸引力汇聚五湖四

海的人才来虎门创

业奋斗、扎根发展，

打造创新创业的热

土、 投资兴业的宝

地、 安居乐业的理

想城市。 定位“品质”，就是要坚

持内涵式发展，以品质理念驱动

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

节的提升，全力打造高品质的城

市、产业和生活，努力推动虎门

实现更高质量、更具竞争力的可

持续发展。

打造中等发达、开放时尚的

现代化滨海城市

按照“湾

区时尚都市、

魅 力 品 质 虎

门” 的战略任

务 和 价 值 取

向， 对虎门城

市发展进行了

重新定位，就是要建

设中等发达、开放时

尚的现代化滨海城

市。 坚持“现代化”这一要

求。就是要聚焦“湾区”的定位、

“品质”的定位，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根本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支撑虎门现代产业体系。完善城市

现代化服务功能配套，涵养市民文

明素养，建设尚法崇德的现代文明

城市。

瞄准“中等发达”这

一标准。 虎门拥有超过60

万的常住人口， 人均GDP约9.7万

元，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

模来看，虎门都初步具备了“中等

发达”的城市形态。 为此，虎门要对

标更优、更好、更强，按照“中等发

达”的标准规划城市，配建设施，优

化供给，改善民生。

彰显“开放时尚”这一特色。 虎

门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受海洋文

化影响， 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传

统。 虎门是中国服装服饰名城，有

时尚产业的基础，把产业特质融入

到城市内涵，推动产业与城市共生

共荣、特色发展；立足“滨海城市”

这一定位。 从地理方位来看，虎门

地处珠江口东岸，背山向海，滨海

特征十分明显； 从发展区域来看，

虎门是滨海湾新区主阵地、滨海湾

片区重镇。 为此，虎门要在发展中

照应滨海这一特征，着力打造滨海

城市。

“一网两区五张牌”构建新城市格局

明确城市战略

定位、 构建新城市

格局， 虎门主抓手

就是“一网两区五

张牌”。“一网”是新城市格局的基

底所在，就是要建设现代化基础设

施网。 虎门将以安全、高效、便捷、

共享为原则，全面建设现代化基础

设施网，包括交通联动网、能源保

障网、信息通讯网、智慧共享网。

“两区” 是新城市格局的支点

所在，就是要打造京港高铁虎门站

和深茂铁路滨海湾站两个站场、两

个新区。 由滨海大道连接南部、北

部两个以高铁站为中心的新城，打

造“哑铃型”发展新区域、城市新的

生长点和增长极。“两区”是城市开

放格局的重要支点。打造滨海大道

经济带， 通过 TOD 连片综合开

发，提升“两区”城市形态和城市承

载力，集聚高端资源要素，发展会

展商务、时尚发布、新业态新产业、

总部经济等。 依托京港高铁虎门

站， 深度融入广深港 1 小时通勤

圈， 主动承接广深港产业溢出，强

化地区产业互补和协同发展，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

“五张牌” 是新城市格局的动

力所在， 就是要打好湾区牵引、实

体经济、创新驱动、城市品质、社会

善治五张牌。

围绕打造“湾区时尚都市、魅

力品质虎门”的发展战略，虎门在

做好“一网两区五张牌”各项重点

工作的同时，今年还将主要实施好

“八大行动计划”，主动全面融入滨

海湾新区建设。 刘杰表示，要把融

入滨海湾新区作为虎门参与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最重要路径，迅速

在规划上对接，全面紧跟滨海湾新

区建设的战略安排。 统筹抓牵引、

提品质、增动能、优治理、惠民生、

强党建各项工作，全力建设中等发

达、 开放时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奋力开创虎门

工作新局面。

虎门：

建设开放时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黄宁

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滨海

湾新区建设的历史机遇中， 虎门将

以“跳出虎门谋虎门”的宽广视野，以抢

抓机遇再出发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推进各

项工作。 记者获悉，2019 年，按照“湾

区时尚都市、魅力品质虎门”的战

略任务和价值取向，虎门将全力

建设中等发达、 开放时尚的

现代化滨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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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将建设中等发达、开放时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本版图片由黄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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