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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街今年计划新建30余个充电桩

或设地锁避免燃油车乱停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陈燕君

继东莞厚街供电分局近年在该镇

辖区内建设3个充电站点后， 厚街供电

分局计划今年新建6个公共充电站，增

加30多个充电桩， 重点布局在体育公

园、凤山公园、文化公园等公共场所。 据

悉， 为了避免燃油车占用充电车位，未

来或将考虑设置充电车位锁，满足车主

的充电需求。

计划新建6个公共充电站

近日， 记者从厚街供电分局获悉，

该镇辖区内、由供电部门建设的充电站

点现有3个， 截至目前充电设施总体运

维情况平稳，使用率较高。 3个充电站点

分别是东莞市京港澳高速厚街服务区

的北行方向站点、南行充电站点及厚街

供电分局营业厅充电站点。

充电收费标准按峰平谷电价收费，

峰时段约为1.833元/度， 平时段约为

1.438元/度，谷时段为1.133元/度。“相比

企业建设的充电站，我们充电站收费价

格低一些，因此有不少车主选择到我们

充电站充电。 ”厚街供电分局有关负责

人说。

上述负责人透露， 今年厚街供电

分局将计划新建 6 个公共充电站， 增

加 30 多个充电桩， 充电桩选点重点分

布在电动汽车行驶密度较高、 临近莞

太路和环莞快速以及拥有较多停车位

的公共场所， 如体育公园、 凤山公园、

文化公园、 厚街体育馆等场所。

此外， 特斯拉、 众帮新能源、 万

城万充、 宜步出行等新能源企业也纷

纷在厚街设有充电站。 记者了解到，

作为厚街本土企业的广东众帮新能源

产业发展公司

（即 “众帮新能源 ”）

，

目前在厚街已经建有 6 个充电站， 共

计 23 个充电桩。 公司相关负责人叶家

瑶介绍， 在充电站点选址上重点分布

在主要干道莞太路沿路、 商业住宅区

湖景壹号庄园， 以及办公密集区厚街

镇人民政府等处。

充电位将设锁满足车主需求

目前“燃油车占用充电车位” 的

现象很常见， 也让新能源汽车车主最

为头疼。 为解决这一问题， 厚街供电

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避免燃

油车占用充电车位， 我们将考虑设置

充电车位锁， 满足车主的充电需求。”

众帮新能源也在计划给充电站配

备车位地锁。 当新能源汽车驶向充电

专用停车位时， 地锁能够智能识别绿

色车牌并解锁， 可以有效地避免乱停

放现象的发生。 叶家瑶表示， 为了给

新能源汽车车主提供更优质的充电服

务， 充电站还设有标示牌、 操作指引

等配套设施。 虽然充电站的充电设备

都具有防水功能， 但仍有不少车主担

心在下雨天气给汽车充电有危险， 因

此公司未来将在充电站增建雨棚设施，

建成高标准、 高质量的新能源汽车充

电站。

长安600多名青年团员参加十公里徒步

5月4日， 东莞长安镇的600多名青

年团员， 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入团宣誓

和徒步活动， 展现了青年人新时代的

“五四精神”。 当天，2019年“青春心向

党·建功新时代”第三届长安青年十公

里徒步活动暨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在

东莞长安镇实验小学举行。

当天一大早，该镇600余名团员青

年和70名新团员就齐聚长安镇实验小

学青年之声平台。 在该镇团委的带领

下，来自长安中学、东莞市机电工程学

校、长安实验中学、振安中学、东安中

学、 福海学校和培英中学的70名新团

员举行了庄严的入团宣誓仪式。

随后，团员代表与600多名团员青

年前辈一起，用10公里徒步的方式，度

过自己的入团后的首个五四青年节。

本次徒步路线从长安实验小学出发沿

着指定路线徒步10公里到东莞大岭山

东纵纪念馆。

长安镇团委书记李巧娟表示，他

们把第三届长安青年十公里徒步活动

与长安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结合起

来， 既是给新团员代表们一次终生难

忘的入团仪式， 又可以让已经入团的

团员青年们重温入团誓词， 非常有意

义。 希望新团员们要以此为起点，坚守

人生正确航向，并为之奋斗和奉献，创

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坑第一季度经济运行稳中有

升， 主要经济指标全市排名前列。 ”日

前， 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市东坑镇获

悉，2019年一季度， 东坑镇实现生产总

值36.9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9.8%，增速高于全市

（

7%

）

平均水平2.8个

百分点，在东莞市32个镇街中排名第三

位。 从生产角度来看，工业增速明显加

快。 一季度，全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4.72亿元，同比增长12.2%，增速在全市

32个镇街中排名第3， 比上年同期快2.2

个比分点。

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消费、出口

稳中向好。 从投资看，一季度，全镇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 7.08亿元， 同比增长

23.5%，工业投资增长15.8%，占全镇投资

总额的53.5%，占比排名全市第6。从消费

看，一季度，全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05亿元，同比增长10%；全镇批发和零

售业销售额增长11.9%；住宿餐饮业营业

额增长14.4%。从外贸看，一季度，全镇进

出口总额51.94亿元， 同比下降2.3%，其

中出口35.95亿元，增长6.8%。

从支撑性指标来看， 税收金融增

长稳健。 一季度， 全镇税收总额 7.1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6% ， 比 全 市

（

6.5%

）

平均水平高 8.1 个百分点； 3

月末， 各项存款余额 101.8 亿元， 同比

增长 15.9%， 比全市

（

14.3%

）

平均水

平高 1.6 个百分点 ； 各项贷款余额

69.86 亿元， 同比增长 33.8%， 比全市

（

22.9%

）

平均水平高 10.9个百分点。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东坑宣

大朗为16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

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大朗镇5月

5日举行“挚爱青春 浪漫织城”第十二

届青年集体婚礼，16对新人身着新服，

搭乘婚车浪漫巡游， 正式开启幸福之

旅。 本次集体婚礼由大朗镇团委主办，

镇总工会、妇联、文广中心、志愿者协会

等协办。 从2008年开始，大朗镇每年都

在五月份举行青年集体婚礼，今年已经

是第12届。 迄今为止，该项活动已见证

了244对新人在大朗步入幸福殿堂，开

启美满人生。

婚礼由婚车巡游拉开序幕。布置得

充满婚庆气氛的婚车，载着新人们的幸

福和浪漫，一路巡游，全程约7公里。 在

帝豪酒店，16队新人经历了花童引路、

红伞在头、亲友见证、领导祝贺、誓言宣

读、指环互赠、新人拥吻、抛花球、派喜

糖等等， 让新人们留下幸福美满的回

忆。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叶惠涛

盗窃后视镜留纸条 敲诈勒索被迅速抓获

近日，在东莞、惠州市公安机关的

联动协作下， 桥头镇公安分局连续作

战、缜密侦查、精准打击，赴惠州成功抓

捕1名偷盗汽车后视镜并敲诈勒索财物

的犯罪嫌疑人，起回被盗车辆后视镜一

批，最大限度为车主挽回了损失。

5月1日9时许， 桥头公安分局接群

众报警称，在桥头镇石竹山水园小区二

期外面停车场有多台汽车的后视镜被

盗。 经查，现场共有23台车辆的后视镜

被盗， 车窗玻璃上均留下一张写有QQ

号码的纸条，在与嫌疑人QQ联系后，对

方要求车主支付200至500元不等的金

额才返还后视镜。 案发当日，民警结合

侦查走访工作经验，在案发现场附近的

草丛中起回了大部分的后视镜

（

16

副）

。

通过莞惠联合协作侦查，5月3日晚

21时许，专案组在惠州市惠城区一旅馆

内将犯罪嫌疑人汤某兴抓获。 经审讯，

嫌疑人汤某兴对其盗窃汽车后视镜并

向车主敲诈勒索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目前，嫌疑人汤某兴因涉嫌敲诈

勒索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陈凤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