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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厚街三地方将进行城市更新改造

其中沙塘社区咸塘居住类更新单元计划新增九年一贯制学校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厚街宣

近日，记者从厚街镇城市更新办获

悉，东莞市厚街镇将有三个地方进行城

市更新改造，分别在沙塘社区、赤岭社

区和溪头社区。 目前沙塘社区咸塘居住

类更新单元和赤岭社区力凯新型产业

类更新单元的规划方案已编制完成，并

通过了市部门集中审查，溪头社区传统

产业类更新单元划定方案也经市政府

批复同意。

沙塘社区咸塘居住类更新单元：

计划新增九年一贯制学校

沙塘社区咸塘居住类更新单元位

于沙塘社区， 北侧以沙塘西路为界，西

侧以康乐南路未界， 南侧以沙新路为

界，东侧以沙新路为界。 更新单元总面

积 10.95 公顷， 现状建筑总面积为 8.74

万平方米，基本为旧厂房。 更新方向为

居住类功能， 建筑总量为 24.21 万平方

米，总规划用地面积 10.95 公顷。 其中，

居住用地面积 7.34 公顷，约占整个更新

单元项目的 67%。

据悉，该单元计划新增九年一贯制

学校，用地面积 21065 平方米，设有 24

班小学、9 班初中。 新增社区文化设施，

用地面积 3352 平方米，其中附有 99 个

地下停车位。 规划建设 1 个公共停车

场，用地面积 1712 平方米，设有 68 个

地面停车位。

在交通道路方面，还规划了周边道

路建设面积总计 5650 平方米， 其中规

划沙塘西路道路宽度 25 米， 用地面积

2515 平方米；康乐南路道路宽度 30 米，

用地面积 485 平方米；吉祥路用地面积

2650 平方米。

赤岭社区力凯新型产业类更新单元：

计划新建一个社区公园

该单元位于地铁 2 号线蛤地站和

陈屋站之间，紧靠京港澳高速东莞出入

口，周边有环莞高速、水濂路、东莞大道

等，交通便捷。更新单元总面积 15.07 公

顷， 规划拆除现状旧厂房总建筑面积

16.5 万平方米。 更新方向为新型产业、

居住功能，建筑总量为 52.65 万平方米，

其中新型产业用房为 42.12 万平方米。

公共设施方面规划有公交首末站，

计划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 还将新建

一个社区公园， 计划用地面积 6000 平

方米。

溪头社区传统产业类更新单元：

新增一个284个车位公共停车场

该单元位于溪头社区溪头大道与

一环路交叉口东南侧片区，北至溪头大

道，南至溪宝路，东至二环路，西至一环

路。更新单元面积 10.55 公顷，规划拆除

现状旧厂房总建筑面积 9.67 万平方米，

更新方向为传统产业功能，建筑总量为

29.52 万平方米。

在道路与交通设施方面，该单元将

新增 1 个公共停车场， 用地面积 7018

平方米，设有 284 个停车位。 规划建设

一环路道路宽度 25 米， 用地面积 4666

平方米；溪头大道道路宽度 40 米，用地

面积 4256 平方米。

沙田将全面启动西太隆河整治工程

7 月初， 东莞沙田召开污染治理

暨城市精细化管理攻坚工作会议 ，

号召举全镇之力打赢、 打好污染防

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两大攻坚战 。

近日， 沙田镇党委书记 、 东莞港

（滨海湾新区 ）

党工委副书记贾贵斌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西太隆河两

岸督导综合整治工程进展， 为提升

河道水质、 美化两岸景观、 推进现

代种植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制定科学

综合整治工程方案。

据了解，西太隆河约 4.21 公里，于

稔洲村西通过金和尾水闸注入太平水

道，主要支流有三大圳河、六和河、茂

隆涌、鞋底沙河、大泥涌、稔洲河等。 河

流流域存在水质不达标、连通性差、蓄

水能力不足、 缺少精细化管理手段和

沿河两岸工厂污水直排、 垃圾堆积和

违法填占河道等问题。

接下来， 沙田将全面启动西太隆

河综合整治工程， 通过整治达到拓河

划闸、引水提质、多措控源、生态修复、

景观提升等效果， 将西太隆河打造成

一河两岸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景观

绿廊，成为沙田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沙田宣

莞城增装庭院灯点亮东江步道

东江大道沿岸是市民茶余饭后散

步的好去处。 原先东江大道莞城段沿

岸步行道存在部分路段无路灯的情

况，市民夜间出行略有不便。 为优化河

道沿岸周边市民居住环境， 目前东莞

莞城已为无路灯路段加装庭院灯。

莞城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对整段东

江大道沿岸步行道的路灯情况进行排

查， 并为东江大道无路灯或路灯设置

不标准的河堤步行道增设 61 套庭院

灯和相关的配电设施。“经过核查后发

现东江步道主要是路灯分布不均匀，

其中有 1800 米是没有路灯的。 ”莞城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目

前增设庭院灯施工已完成并投入使

用，东江步道原先无路灯路段每 30 米

均设置了一套庭院灯， 进一步完善河

道沿岸居民居住环境。

新增设的庭院灯投射到路面的光

线充足，方便了市民夜间出行。 市民纷

纷称赞如今步行至东江步道环境更加

舒适。“以前没灯黑漆漆走路都不方

便，现在有灯，路面亮了，来这散步的

人比以前多了很多。 ”市民魏先生说。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余文诗 曾浩贤

寮步镇政府

主要领导进行调整

记者从寮步镇获悉， 7 月 10 日

上午， 寮步镇召开全镇领导干部会

议， 会议宣布： 东莞市委对寮步镇

政府主要领导进行调整， 黄荣峰任

寮步镇党委委员、 党委副书记， 提

名为镇长候选人， 李刚不再担任寮

步镇党委副书记、 党委委员， 镇长

职务， 调任市委机要和保密局局

长。 黄荣峰曾任东莞市委办公室副

主任、 东莞市委副秘书长等职务。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寮步宣

调研现场。

庭 院

灯 的 增 设

让 市 民 称

赞有加。

石排举办家国情怀

廉洁家风书画作品展

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石排镇获

悉， 7月9日， 石排镇举办了2019年

“弘扬家国情怀·传承廉洁家风” 书

画作品展揭幕仪式， 展期将持续至

8月18日。

据了解， 本次书画活动得到了

石排书法、 美术协会以及各学校的

大力支持配合， 积极发动全镇书画

爱好者创作作品。 这些作品鲜明地

展现了爱国、 廉洁和好家风等主

题， 书法作品中篆、 隶、 行、 楷、

草种类齐全， 既有刚劲有力的书法

家手笔， 也有工整有序的儿童书法

习作； 绘画作品或写实或会意， 或

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 还有充满童

趣的儿童画， 风格多样， 各有异

趣。 主办方从中选出47幅书法作

品、 49幅美术作品展出， 通过艺术

作品展览引导群众更加自觉地把家

庭建设和国家发展连接起来， 抒发

家国情怀， 以家庭幸福梦托举国家

富强梦民族振兴梦。

这次展览同时展出“礼赞新中

国 书香家国情” 东莞市好家风好家

训书法作品巡展作品70幅。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冯慧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