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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林韵 尹晓敏

“省钱、省时、省心。 ”说起临电

共享租赁服务，位于东莞市石碣镇

的东莞鹏龙光电有限公司的卢先

生如是评价。 据悉，该公司成了东

莞莞能绿色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莞能公司 ”）

首个“临电共

享租赁”客户。 目前，该“临电共享”

项目已完成施工建设，预计月底可

以送电。 相较于传统临时用电建设

方式， 租赁临电设施建设周期更

短，用电成本更低。

解决企业痛点

据介绍，“临电共享”指的是客

户可自行选择有资质服务商，由服

务商负责建设和运维临时供电设

施， 再以租赁形式向客户提供临

时供电服务。 在东莞， 即由莞能

公司出资建设全部的临时供电设

施， 以租赁形式向承租人提供临

时供电服务。 承租人只需分期支

付一定费用即可获得变电箱等设

备的使用权， 同时可省去报装、

建设、 抢修、运维等繁琐的环节。

莞能公司客户经理曾振华介

绍，“临电共享租赁” 服务的推出，

可以解决客户工程建设临时用电

投资大、接电时间长和管理成本高

等痛点。 曾振华表示，共享临时用

电系统能够促进电力设备的循环

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十分契合当

下绿色发展的理念。 此外，莞能公

司在“临电共享”服务模式中提供

主动、便捷、快速、透明的“项目衔

接”流程，既优化了服务、简化了手

续，又降低了系统性投资建设运维

成本，提升客户用电体验感，有效

优化用电营商环境。

节约用电成本

记者了解到， 采用临电共享

租赁模式， 不但能为客户减少等

待期， 还能切实为临时用电客户

压缩成本。 三协精工

（ 香港）

有

限公司下属的东莞鹏龙光电有限

公司， 在东莞市石碣镇准备扩建

新园区， 该园区是当地引进的重

点产业项目。 最近该公司办理了

莞能公司的临电共享租赁业务享

受一站式服务。

“一个月左右就能用上电， 施

工周期缩短一半； 此外， 由原先

的一次性投资几十万建设临电设

施变为按需租赁分期付款， 投资

成本大大降低。 按照使用3年进行

计算， 用电成本节约20%， 如果租

期越长，价格越便宜。 ”该项目业主

卢先生表示。

据介绍，接下来，莞能公司将

对临电共享租赁业务进行推广，不

断优化改善服务质量，让更多客户

享受到临电共享租赁一站式服务。

近日，东莞市首批“银政通”企

业开办全流程智能服务一体机

（ 以

下简称“ 一体机”）

在中国银行东莞

分行正式上线运行，企业可在东莞

中行自助完成商事登记办理并现

场领取营业执照，同时还可享受银

行提供的结算、理财、现金管理、授

信融资等“一站式、全产品”服务体

验。 通过标准化、智能化行政审批，

企业开办时间可压缩至 1 个工作

日以内。

据了解，近年来，在东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下，东莞中行于2017年作为首发银

行发放了东莞首批粤港银政通电

子证照卡，并在当地同业中率先推

出五证合一“工商延伸窗口服务”。

本次该行作为全市首批投放“银政

通”企业开办全流程智能服务一体

机的银行机构，是该行深度参与东

莞市商事制度改革、以实际行动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

“一体机”有哪些功能亮点？ 据

介绍，其具有智慧政务服务，运用

人脸识别及电子营业执照的身份

认证、电子签名技术，可实现商事

登记、税务办理、公章刻制“一表填

报”等一站式申请。 通过标准化、智

能化行政审批，将企业开办时间压

缩至 1 个工作日以内。

在银行金融服务方面，东莞中

行可为企业量身定制全方位、全流

程、 全系统化的金融服务方案，包

括专属福利、专属融资额度、企业

增值服务、个人增值服务等，全方

位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

目前，东莞中行已在全市主要

镇区支行营业网点投放“一体机”

设备，包括东莞分行、东城支行、南

城支行、虎门支行等 18 个支行。 接

下来将根据“一体机”设备使用情

况，逐步实现全市镇区支行的全覆

盖。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推“临电共享”

优化营商环境

简讯

东莞重大项目

上半年完成投资309.1亿

记者日前从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获悉，6 月

份，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完成投资约 64.2 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9.8%。 上半年，市重大建设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约 309.1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投资的 47.2%，同比增长 18.9%。

从行业来看，产业工程完成投资 183.7 亿元

（ 占比

59.4%

）

、 基础设施工程完成投资 100 亿

元、民生保障工程完成投资 25.1 亿元、城市更新

项目完成投资 0.3 亿元。 上半年，省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151.8 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的 51.6%，其

中，市管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29.8 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投资的 46.1%，同比增长 0.5%。 松山湖

材料实验室、 东莞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

中心、 东坑恒时达实业五金模组制造增资扩产

项目等 12 个项目在 6 月份动工建设。 截至 6 月

底，全市实际已新开工项目数达 44 个。

广东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车产品生

产项目、东莞南信物联网及智能设备制造厂区、

东莞鸿骏城市生鲜

（ 农产）

加工配送中心、东莞

塔菲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锂离子动力电池研

发生产项目等 6 个项目在 6 月份投产。截至 6 月

底，2019 年全市实际已投产项目数共 8 个。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东莞市妇儿活动中心

举行“英雄的祖国”音乐会

7 月 20 日晚， 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在

东莞市玉兰大剧院举行了“英雄的祖国” 音乐

会。 当晚展演的 17 个节目内容丰富，涵盖独奏、

二重奏、合奏、联弹、表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

演出分为三个篇章，包括美丽的祖国、英雄

的祖国、强大的祖国。 第一篇章“美丽的祖国”包

括富有民族特色的唢呐独奏《喜庆丰收粮满

仓》、竹笛演奏《塔塔尔族舞曲》，充满童真童趣

的钢琴独奏《欢乐的牧童》等；第二篇章“英雄的

祖国”则有古筝演奏《井冈山上太阳红》、葫芦丝

合奏《映山红》、歌曲《北京天安门》等；第三篇章

“强大的祖国”，有独唱《共圆中国梦》及大合奏

《我的祖国》等。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李茂荣

谢岗12个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覆盖全镇

记者近日从谢岗获悉，截至目前，谢岗镇已

成立 4 个卫生服务站、12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每个服务团队都由专业的全科医生、 全科护士

和公卫医师组成，服务范围覆盖全镇 12 个村社

区，首期签约家庭人数已达到二万余人。

据了解， 谢岗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行分

类签约、差别化签约、有偿签约并以打包的方式

进行提供，即普惠包、健康管理包和个性化服务

包。 三种签约服务包涵盖了基本医疗、公共卫生

和个性化需求服务， 极大地满足了全镇居民对

健康和医疗服务的需求。 谢岗对辖区内的老年

人、孕产妇、0~6 岁儿童等实行优先覆盖、优先签

约、优先服务，未来将逐步扩大签约人群。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东莞首批“银政通”企业开办“一体机”正式上线

企业开办最快1个工作日搞定

首个“临电共享”项目已完成施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