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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港湾大桥成功浇筑主墩首根桩基，大桥建成后———

沙田镇中心到立沙岛只需10分钟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沙田宣

近日，记者从东莞市沙田镇重点办

获悉，东江南支流港湾大桥施工取得新

突破，港湾大桥主桥主墩首根桩基成功

浇筑，标志着港湾大桥主桥桩基施工掀

起全面大干高潮， 主桥施工开局良好。

大桥建成后，从沙田镇中心到立沙岛的

时间将缩短至 10 分钟内。

据悉，港湾大桥主桥主墩为施工关

键的控制性工程， 具有施工技术难点

多，施工区域条件复杂等诸多瓶颈和不

利因素，主要表现为：基础设计采用大

直径桩基

（直径为

3

米）

，入岩深度达 38

米；主墩墩位地质复杂，地质覆盖层薄，

岩层硬度高，入微风化持力层深，对成

孔设备性能要求极高，施工难度大大增

加；桩基施工工效低，施工工序转换频

繁，不可预见性因素多；工期紧压力大，

施工水域风浪大，雨季暴雨频发，施工

环境恶劣，施工组织复杂，物资设备材

料资源组织极为困难；施工区域跨越的

河流航道繁忙，主体结构及临时结构防

撞风险极大，通航安全风险高。

首桩成功浇注，给后期桩基施工积

累了丰富施工经验，为全年桩基、承台

等施工关键节点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东江南支流港湾大桥总长 2.922 公里，

采用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标准，该桥

为主跨 320 米自锚式悬索桥，跨度居国

内前列，是东莞市重大项目，是沙田镇

重点民心工程。 港湾大桥规划连接泥洲

岛和

阇

西村，起点在港口大道与银通路

相交处连接港口大道，路线沿规划银通

路往西北向横穿东江南支流，依次上跨

泥洲岛的防汛道路、沿江大道，终点接

入疏港大道 C 段。 大桥建成后，从沙田

镇中心到立沙岛的时间将缩短至 10 分

钟内。

沙田镇重点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港

湾大桥的建设进一步改善了立沙岛石

化基地现状交通条件，加强东莞港几大

港区路网结构的联系，完善东莞港及周

边地区交通网络；增强泥洲岛与东莞港

西大坦港区的联系，强化泥洲岛副中心

地位，促进泥洲岛城市高新技术、新兴

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

推进港湾新城的建设，提升两岸土地的

利用价值。 同时，该桥梁采用悬索桥方

案， 建设规模在我市仅次于虎门大桥、

南沙大桥，是东莞市自行投资建设规模

最大的悬索桥，将成为沙田另一张靓丽

的城市名片。

近日， 樟木头公安分局在该分

局院内举行打击“盗抢骗”赃物返还

仪式，将近期追回的车辆、电脑、手

机及烟酒等价值 10 万余元的涉案

财物返还给失主。

仪式上，樟木头镇委委员 、公

安分局长谢庆祥通报今年以来樟

木头警方在打击“盗抢骗”犯罪专

项行动中取得成果。他表示，接下

来， 樟木头公安分局将继续从维

护保障民生安全的高度， 依法严

厉打击各类侵财型违法犯罪 ，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提升保民

平安能力。

据了解，今年以来，樟木头公安

分局把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多发

性侵财型违法犯罪作为回应人民

群众对社会平安期待的着力点和

突破口，先后打掉了一批危害重、

影响大的犯罪团伙， 破获了一批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盗抢骗”案

件， 追回了一批涉案财物， 实现

“盗抢骗”发案数下降 、破案数上

升、行政拘留数上升、刑事拘留数上

升“一降三升”的工作目标。

受害群众尹先生向樟木头公安

分局赠送了一面印有“亲民助民为

民，人民的好警察”的锦旗。 尹先生

告诉记者，“我的面包车从丢失到警

方帮我找回， 仅用了不到 3 天时

间。 ”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魏洪东 蒋鑫

东莞松山湖市民中心自 2016

年运营以来，率先实施“一门一网一

窗”式办事服务，让企业、群众少跑

腿、好办事、不添堵。 近日，松山湖市

民中心又传来便民好消息！ 本月开

始， 市民中心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上

门帮办服务。 目前，正在建立服务联

系通讯录。

在近日举行的松山湖功能区落

实市强化功能区统筹优化市直管镇

体制改革动员大会上，市委常委、松

山湖党工委书记黄少文强调， 要把

松山湖功能区打造成政务服务改革

先行地。

针对松山湖高新企业众多、业

务办理量大，企业“多头走、多人走、

多次走” 的问题， 松山湖市民中心

（下简称市民中心）

推出上门帮办服

务，打通企业办事“最后一米”，为企

业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政务服务。

哪些业务可以上门帮办？ 据了

解， 市民中心工作人员对企业办事

进行了全面的摸底调查。 最后共梳

理了涉及税务类、社会民生类、企业

设立类共 39 项业务可供上门帮办

服务。 其中，税务类包括上门解读政

策、税收宣传；社会民生类包括夫妻

投靠入户、子女投靠父母入户、父母

投靠子女入户、应届毕业生入户、一

孩、二孩生育登记、流动人口生育保

险登记、 劳动力技能晋升、 松山湖

（生态园）

企业在校设立奖助学金申

请、申请劳务派遣行政许可、领取社

保卡申请

（首次）

等十项。

企业设立类包括 28 项，具体有

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本人姓名、

住所；变更经营范围、经营场所、名

称； 个体工商户注销； 内资公司设

立；内资公司变更名称、住所、经营

范围、 法定代表人、 股东名称或姓

名；内资公司章程备案；董事、监事、

经理备案；内资公司注销等。

记者获悉， 企业向市民中心申

请上门帮办服务后， 市民中心的工

作人员将会来到企业现场收集材

料， 并统一封装带回。 待审核完毕

后，将通过政务专递包邮到企业。 不

仅如此， 市民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将

现场为企业详细讲解可网办事项，

企业专项资金申报网上填报操作流

程，帮助企业便捷填报材料，助推政

策落地生根。

寮步举行创建广东省

全域旅游示范区系列活动

近日， 寮步镇创建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

区系列活动暨东莞市旅游协会寮步分会成立

仪式在香博馆举行。 东莞市旅游协会会长、世

界莞商会常务副会长梁永雄， 寮步镇人大副

主席黄镇源等人参加了活动。

黄镇源表示， 寮步正在积极创建广东省

全域旅游示范区， 将紧紧围绕“发展全域旅

游，建设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不断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旅游配套服务。

会上，梁永雄为寮步分会授牌，宣布东莞

市旅游协会寮步分会正式成立。 相关人士称，

寮步分会的成立，将有效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促进旅游企业发展， 大力推动香市文化旅游

业的发展。

当天，献礼祖国 70 华诞大型古筝音乐会

暨中国古筝日

（东莞站）

的百人古筝演奏活动

也相继开展。 此外，寮步镇香文化书画作品展

在香博馆二楼举办， 黄镇源等为香文化作品

展剪彩开幕，并到展厅观赏书画作品。 据悉，

本次作品展从 5 月 18 日开展，至 6 月 18 日结

束， 分别展出 16 位书画大师的书画作品，欢

迎广大市民及书画爱好者前来观赏。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寮步宣

石碣

2019

年户籍农（居）民

免费健康体检启动

户籍农

（居）

民免费健康体检活动是石碣

镇一项惠民工程，至今已开展了 7 次，服务遍

及全镇广大户籍

（农 ）

居民，大大提升了全民

健康水平， 并加强了健康干预措施。 5 月 20

日，石碣镇 2019 年户籍农

（居）

民免费健康体

检工作启动，3.78 万户籍人口受惠。 启动仪式

在石碣四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 石碣镇

镇长香杰新，镇委委员梁秀仪等参加了活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香杰新、梁秀仪等参观

了各体检室的运行情况， 并与体检对象进行

了亲切交流。 据悉，本轮体检的对象是石碣镇

18 岁及以上的户籍农

（居）

民，时间为 5 月 20

日至 11 月 30 日。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碣宣

松山湖推出“上门帮办”服务

涉及税务类、社会民生类、企业设立类等39项业务

樟木头警方返还十万元涉案财物

图为施工现场，施工技术难点多。

企业可通过电话预约或邮

箱预约，两个方式预约工作人员

上门服务

①

电话预约

22822222 转 0

（人工服务）

②

邮箱预约

下载并填写

“松山湖市民中心上门服务

需求回执表”

然后发送至市民中心邮箱

sslzwzx@126.com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松山湖宣

【报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