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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近日，记者从东莞市教育局获悉，

《关于公布 2019 年东莞中学等五校招

生名额分配的通知》现已正式发布，今

年东莞继续实行部分优质公办普通高

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各初中学校的办

法，名额分配比例保持为 50％。由于各

公办普通高中今年扩招， 分配给各初

中学校的招生名额同步增加， 达到

2075 个，比去年增加 127 个。

据介绍， 名额分配比例保持为

50％。 即把东莞中学、东莞中学松山湖

学校、 东莞市第一中学、 东莞实验中

学、 东莞高级中学这 5 所学校招生计

划数

（ 除招收随迁子女人数和招收本

市户籍的特长生人数外）

的 50%作为

名额分配计划数， 按各初中学校本市

户籍考生数占全市本市户籍考生数的

比例进行分配。

具体计算方法为， 用上述 5 所学

校各自的名额分配计划数除以参加学

业考试的本市户籍考生总数， 计算出

上述 5 所学校各自的分配比例， 某初

中学校以本校参加学业考试的本市户

籍考生数分别与上述 5 所学校各校的

分配比例相乘， 即得出该初中学校分

配得到的上述 5 所学校各校的名额

数。

录取时， 在各初中学校第一志愿

填报上述 5 所学校志愿的考生中，根

据其报考志愿和学业考试成绩总分择

优录取。名额分配设最低录取分数线。

数据显示： 由于各公办普通高中今年

扩招， 分配给各初中学校的招生名额

达到 2075 个，比去年增加 127 个。 其

中， 东华初级中学获得的分配名额最

多，共 254 个（

东莞中学

51

个，东莞中

学松山湖学校

34

个，东莞一中

58

个，

东莞市实验中学

59

个，东莞市高级中

学

52

个）

。其次是东莞中学初中部，分

配名额 64 个，东莞市可园中学获得分

配名额有 60 个，数量排在第三位。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寮步一景区的大摆锤突发故障

导致7名游客被困？ 原来是东莞香市动物

园在游乐场举行大型游乐设施应急救援

演练。 日前，东莞市寮步镇市场监督管理

分局联合香市动物园举行了2019年寮步

镇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当天上午9点30分，香市动物园游乐

场正在运行的大摆锤因故障突然停止

“驱动”，7名游客“被困”座舱内。 这时游

客受到轻微的惊吓后开始呼救， 操作员

立即关停设备， 并向相关负责人请求救

援。 随后，现场指挥人员和救援小组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布置工作。 安抚小组安抚

乘客，救援小组通过A方案或B方案救下7

名乘客， 医护小组进行心理辅导和拨打

120急救电话， 保卫部维护现场秩序，维

修组检测设备或供应备用电力， 事故善

后小组向总指挥报告事故情况。 整个应

急演练按照既定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

据悉， 此次应急演练是市镇2019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之一，当天全市部分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

此次应急演练进行了观摩学习。 有关人

士表示，通过演练，目的是使游乐场人员

熟悉了大型游乐设施事故应急处置流

程。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2019东莞中学等五校招生“指标到校”名额公布

寮步开展大型游乐设施

应急救援演练

端午小长假

端午小长假恰逢好天气， 连日来

的阴雨天气被阳光代替， 市民出游兴

致高涨。 记者从东莞市林业局获悉，

2019 年端午假期三天

（

6

月

7

日

~9

日）

全市十大森林公园共接待游客 66.28

万人次。其中，大岭山森林公园 17.1 万

人次，大屏嶂森林公园 8.67 万人次，银

瓶山森林公园 11.61 万人次，黄旗山城

市公园 6.6 万人次，同沙生态公园 6 万

人次， 水濂山森林公园 4.3 万人次，碧

湖森林公园 4.2 万人次，南门山森林公

园 3.8 万人次， 黄牛埔森林公园 2.3 万

人次，山水天地森林公园 1.7 万人次。

信息时报记者曾德顺 通讯员 邓梓滢

东莞十大森林公园接待游客66.28万人次

“初一万江舟，初二西头尾、初三

初四大汾流涌尾， 初五望牛墩河边

尾”，这是流传在东莞水乡片的一段顺

口溜。 端午佳节当天， 望牛墩镇 2019

年“乡村振兴杯”端阳龙舟锦标赛如期

开赛。 17 条“飞龙”，水上竞渡闹端阳，

活动现场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数万群

众前来观看，场面甚是热闹。

从当天上午 10 点开始，望牛墩寮

厦河一河两岸便人潮涌涌， 热闹非

凡。据了解，今年望牛墩龙舟赛将采

取“斗标”形式举行，17 支龙舟代表

队将在总长 900 米的竞道上展开激

烈角逐。 最终杜屋村龙舟队最后以

4 分 01 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拔

得头筹。

望牛墩镇委书记吴润玲在活动启

动仪式上寄语望牛墩全镇干部群众要

秉承“团结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

神，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水乡功能

区统筹发展的历史机遇， 全面深度融

入水乡功能区开发建设， 推动望牛墩

经济高质量发展。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望宣

望牛墩：17条“飞龙”闹端阳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又适逢

端午假期， 东莞茶山镇一连三天在南

社明清古村落举行“非遗保护 中国实

践”2019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

宣传展示系列活动， 助力茶山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传统文化实践地。

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 月 7

日-9 日，茶山在南社池塘边展出“光影

里的传承”茶园游会影像展，内容包括

茶园游会的源流、变迁、情愫等篇章，

共收集一百多张历届茶园游会的精彩

瞬间， 展示茶山茶园游会作为广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魅力，

讲述了茶山人对茶园游会的情感，让

群众重温历年游会历程。

端午当天， 在南社古村的大榕树

下， 南社村民现场展示了一番传统粽

子的制作方法， 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学

习。 崇尚孝德文化的南社村还在榕树

下举行了敬老活动， 邀请村内老人齐

聚品粽子赏荔枝， 传承孝老敬亲的美

德。

此外，在南社古戏台，一连三天分

别有太极、民乐表演、粤剧等传统文化

节目轮番上演。 在南社古村西门口还

设有传统美食及茶山旅游产品展销，

让游客可以一边逛古村，一边看表演、

买手信。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茶山宣

茶山举行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端午节当天， 东莞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常平分站的民警在口岸现场为出

入境旅客送粽子，把“粽香”文化传递

到了国门。

在口岸现场， 边检民警拿着包好的

粽子送给来往的旅客手中，同时向外籍旅

客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及趣味风俗，与出

境旅游的小朋友分享香甜可口的粽子。

外籍旅客 kevin 高兴的点赞：“听说包

粽子很难，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谢谢你

们的节日礼物，太贴心了。 ”

据介绍， 每年从常平口岸出入境

的外籍旅客国籍种类达 90 多个，每年

出入境口岸外籍人数达 5.5 万人次，近

两年每年增长约 10%。为了让外籍旅客

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常平分

站每年都会在除夕、端午、中秋等传统

节日为出入境旅客送上各种暖心的祝

福。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孟丹丹

东莞边检民警为出入境旅客送粽子

比赛现场，龙舟竞渡。 通讯员供图

南社村民现场展示了粽子的制作方法。

□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莞萱萱

“城因人而久远， 人因城而梦圆，

友善之城 与欢乐同行，与幸福相伴”，

伴随着歌声，6 月 6 日东莞市“友善之

城”建设暨“友善企业”发布现场会结

束。 会上东莞市第二批 10 家“友善企

业”出炉，与此同时还首次发布了“友

善之城”同名主题歌。 东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杨晓棠出席活动并讲话。

杨晓棠指出，东莞企业数量大，目

前全市企业主体超过 37 万家，有来自

五湖四海的约 400 万企业务工人员，

在东莞常住人口中占了较大比重，是

“湾区都市、品质东莞”建设的主力军，

是城市品质提升的主阵地。 继续深化

“友善企业”创建工作，对东莞城市品

质提升有直接推动作用，对建设“友善

之城”有重要指标意义，对企业高质量

发展有长久深远影响。

发布现场会，压轴发布了“友善之

城”主题歌《友善之城》。广东著名歌手

熊思嘉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曲， 这也是

《友善之城》首次与大家见面。

东莞市文明办副主任张超表示，

推出“友善之城”主题歌《友善之城》，

是希望通过歌曲的传唱， 在全社会营

造更为浓厚的友善和谐氛围， 发动社

会各界更积极参与到友善之城建设中

来， 更好地对外传播东莞这座城市的

友善形象，进一步唱响和打造“友善之

城”品牌。

东莞第二批“友善企业”名单出炉

10家企业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