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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下午， 常平镇联合中国商标品

牌研究院、 东莞市商标品牌研究院举行创建

“常平定制”区域品牌示范区启动仪式，旨在

进一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品牌经济发展，

助力实现打造高品质东莞东部中心的目标。

近年来，常平镇在市场监管、商标品牌建

设等工作不断创新，成效初显，商标新增数处

于全市上游水平， 商标发展指数和水平位居

全市第一梯队。2018 年，常平获得了全市商标

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的荣誉， 率先在全市成立

由镇长任组长的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工作领导

小组和全市第一批商标品牌指导站， 并率先

向中国商标品牌研究院提出了创建“常平定

制”区域品牌示范区。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周锦辉指出，常平创建区域品牌示范区为东莞创

建知名区域品牌提供了“实践样本”。下来，将鼓励

各镇街结合“一镇一品”区域产业特色，着力打造

更多特色区域品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镇委委员翟就洪称，接下来将以服装、家

具等定制产品为试点， 推广定制消费生产云

技术应用，建设常平定制云服务生态圈平台，

推动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定制化

方向转变， 促进传统制造产业向服务型制造

业转型升级。同时，以创建区域品牌示范区为

契机， 大力推广常平优质产品和先进的定制

生产能力，形成持续的区域品牌影响力。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陈沛林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莞城宣

光明市场外，道路两旁改种了树形

美观的小叶榄仁；平乐坊小学周边居民

楼外墙，重新油漆了与学校外墙风格呼

应的颜色；东江步道上，增设了光效更

好的庭院灯；金牛路正在实施拓宽工程

……东莞莞城市容市貌正在逐步改变，

城市设施在不断更新。 若走进莞城安靖

路、圳头村等地，也许你会发现这里多

了一些设计感十足的建筑物，这些用旧

小区、 旧房屋微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

使老街区里增添了不少活力。

近年来， 莞城不断提升城市品质，

吸引了一些民间资本把旧楼改造为青

年公寓和创意空间等， 助力城市更新，

吸引年轻人回流莞城，为老城注入了新

的血液。

公共区域连片升级

一个人钟情于一座城，环境是其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包括出行顺畅、

公共设施到位、绿化率好、市民素质高

等。 近年来，莞城发力提升城市品质，加

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如最近到光明市场

附近，便会发现道路两旁的行道树有所

不同了，新种植的小叶榄仁树枝更为统

一和美观。 更换行道树树种，是配合平

乐坊小学建设工程而进行的周边区域

更新， 是莞城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

措。

平乐坊小学位于莞城灯头一甲 2

号，原莞城运河小学旧址，是莞城去年

推出的 19 个重点项目之一。 平乐坊小

学于 2018 年 12 月开始动工， 目前，学

校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项目进入装修

阶段，将于今年 8 月完成施工。

为让周边居民以及师生有较好的

居住、生活环境，莞城对该校周边区域

进行更新改造。 其中包括对平乐坊片区

周边行道树做进一步更换、补种，改种

树形更加美观的小叶榄仁共 90 株；对

平乐坊片区居民楼外墙进行升级改造，

而油漆更是选用了与学校外墙颜色较

为相近的淡黄色，让整个平乐坊片区视

觉风格保持一致。

考虑到学校投入使用后人流、车流

较大，莞城已在学校周边增设了 480 米

人行道护栏，分隔行人和车辆，保障行

人安全。 莞城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方面介

绍，在工程施工完成后，将重新规划道

路标线，加装中间护栏等，通过增设市

政设施优化学校周边道路交通。 另外，

还将计划在平乐坊小学附近建设小广

场，通过增加健身区、休闲歇息区、景观

文化墙， 让周边居民有休闲娱乐的去

处，提升平乐坊小学周边环境。

多个改造项目“一房难求”

近年来， 不少民间资本盘活旧厂

房，打造成为文化创意园区，如联丰创

意谷、工农 8 号文创园，运河创意公社

等，让年轻新生代在莞城“大展拳脚”。

而这一两年， 也有企业看中莞城旧楼

房，通过改造更新，为年轻人提供创业、

工作、居住空间。

咖啡厅、简餐店、艺术培训、潮流理

发店、自媒体工作室……从新风路市经

贸学校处往运河方向走，就会发现一个

文艺风十足的文创园区———囍舍，设计

装潢简单清新，让人眼前一亮。

据囍舍负责人冯润攀介绍，囍舍所

在地是安靖路， 原是经贸中心宿舍，已

空置数年， 无人居住。 该项目于去年 9

月开始着手改造，园区一、二层定位为

商铺、工作室，二层以上为园区配套的

公寓。 园区定位明确，招租客户必须是

年轻人。“莞城很有历史文化底蕴，我个

人对莞城有着很深的情感，我想通过个

人努力，将年轻人再次吸引回来我们莞

城这里。 ”

在招商的过程中，冯润攀会进行有

计划的筛选，商铺、工作室必须错位发

展又有互补，以保护年轻人的创业成果

和护航未来发展，让他们之间相对独立

既有密切合作。 为了扶持商铺、工作室

发展，园区还制定了免租期优惠，同时

还会免费为租户进行室内设计。

目前，园区商铺、工作室、住宿已经

一位难求。 创业者黎小白的工作室早前

设立在其他镇街， 于今年 6月入驻园区。

“莞城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

怀，加上园区文化氛围、交通便利等因素，更

能吸引我们回来创业。 ”她说道。

旧楼改造活化城市不只在安靖路

一处“开花”。 走入圳头村，会发现有 4

栋与普通居民楼风格不同的房屋，分别

取名为“东眠”“春枫”“春宵”“半夏”。 这

4 栋房屋是由运河创意公社改造的青年

公寓， 分别散落在圳头村不同的小巷

中。 其通过租赁村民房屋，借助园区室

内设计师、 软装设计师等资源进行翻

新，并优先提供给园区的创业者、就业

者拎包入住，希望通过完善的配套设施

吸引人才。

该项目名称为“书社”，改造了 4 栋

房屋的外立面， 将内部区域重新划分，

设有公共区域、房间，配套家具、空调

等。 为了留住人才，书社将租金尽量降

低，同时免水电费。 目前，书社受到年轻

人才热捧，亦是一房难求。

茶山镇寒溪水村积极开展乡村

振兴工作，根据自身特色，打造红色

旅游线路，完成了寒溪水罗氏宗祠、

寒溪水罗氏革命史迹陈列馆、 文化

公园、 门前塘周边景观工程等项目

建设。其中曾经杂草丛生的门前塘，

现已经变成了环境美、 人气旺的红

色文化、平安文化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达

1.6

万平方米

走进寒溪水村，一个1.6万平方

米、 设施设备齐全的主题公园映入

眼帘， 公园内配套有停车场、 小广

场、健身路径、假山瀑布、小桥流水、

凉亭、 休闲长廊和健身器材等。 此

外， 围绕池塘周边还有一条平安文

化小溪， 沿溪设有平安知识公益广

告牌和知识墙。 公园小径两旁的路

灯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在造型设计

上融入了党旗、党徽等元素。

据寒溪水村党工委书记罗锦麟

介绍， 这些路灯均由两委干部和制

作公司共同设计， 希望能体现以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建设的理念。 接下

来，还会增加灯饰投影的效果，通过

灯饰投影的方式， 将党建元素投影

到地面上，同时，完善红色文化走廊

的建设， 让群众在生活中就能了解

革命历史、感受红色文化。

鱼塘变公园、村庄成景区

据了解，寒溪水村自去年5月开始

谋划建设红色文化、 平安文化主题公

园。从设计到施工，经过约一年的时间，

主题公园于今年5月全部完工。

有村民表示， 过去寒溪水门前

塘是一个废旧的鱼塘， 走近就闻到

腥臭味，而且缺少灯光照明。 如今，

这里已经焕然一新， 寒溪水村红色

文化、 平安文化主题公园成了寒溪

水村及周边村市民群众的后花园。

每晚都有不少村民围绕着公园池塘

跑步、散步，妇女们在广场上随着音

乐起舞，孩子们则在一旁嬉戏玩耍，

共享乡村振兴发展的成果。

罗锦麟表示，接下来，还将继续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不断吸引

更多优质企业进驻， 同时力争打造

三星级旅游景点， 努力建设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罗舒 张咏红 陈俊鹏 谢锐坚

莞城旧楼改造提升城市品质

公共区域连片升级，旧楼改造创意空间，吸引年轻人回流

“常平定制” 区域品牌

示范区启动

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建设

茶山寒溪水村荒鱼塘变主题公园

荨

改造项目之一。

公园成为村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

配套设施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