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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文杰

7 月 21 日下午，塘厦镇河长办在石

潭埔崖山公园举办“河湖治理大家谈”

暨防溺水宣传活动， 针对市民关心的

“水污染治理工程什么时候完工” 等问

题，塘厦相关负责人表示，多项污水治

理工程年内陆续完工，将确保在 2020 年

6 月份水质全面达标。

多项工程年内陆续完工

对于群众关心的截污次支管网工

期问题，塘厦相关负责人表示，东莞市

统筹的 3 座、 塘厦镇自建 8 座分散式污

水处理处理站 2019 年 9 月完建并投入

试运行， 截污次支管网工程 2019 年 10

月底完工，石马河次支管网工程 2019 年

10 月底完工， 雨污分流工程 2019 年 12

月底完工。 同时，该负责人强调，水污染

治理工作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全民参与，

流域内企业强力配合，确保后续污废水

的排放按相关技术方案及管理要求实

施，确保污废水能够通过已建污水收集

排放系统进行处理。

近年来，东莞截污次支管网实施工

作给群众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 有市民

在现场提出了大家都关注的问题： 管道

安装后路面为何不及时恢复？ 塘厦相关

负责人表示， 在截污次支管网实施过程

中，管道安装完成后，按照工序还要进行

闭水试验、CCTV(

内窥镜）

检测等工作，

再进行管位路面的硬化恢复。 另外，管

沟回填后存在工后沉降，待路基沉降稳

定后再进行路面恢复，以避免日后路面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下沉变形。

镇级河长巡河累计

845

次

塘厦共 17 条河涌， 总长度达 77.4

公里。 其中石马河塘厦段长 21.7 公里，

是塘厦镇污水的主要受纳水体。 塘厦镇

位于石马河流域上游， 水污染治理工作

对整个石马河流域的整治起着关键作

用。

目前， 塘厦镇在 17 条主要河流、11

座水库、6 个山塘均设立镇级河长、村级

河长、 河道警长的基础上， 相继设立了

20 名民间河长、36 名义务监督员、21 名

护河志愿者，并制定了“一河一策”整治

方案。 自 2017 年推行河长制以来，镇级

河长巡河累计 845 次， 发现问题累计

295 个，100%完成落实整改。 同时依托

“互联网+河长制”， 使用“广东智慧河

长”平台巡河 1399 次。

河长制赢得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

全镇河湖实现了从“没人管” 到“有人

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

在

2~3

年内投入

21

亿元

为保障石马河流域内河涌的长治久

清，实现“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

的目标， 塘厦镇以创建市水污染治理示

范镇为契机， 在 2~3 年内投入 21 亿元，

通过实施 12.6 平方公里居民区雨污分

流改造、新建 75.28 公里次支管网、规划

建设 14 座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7 座治

污型生态湿地、 开展 10 条河涌治理工

程、 滨水景观工程及石马河干流防洪工

程等系列举措，确保在 2020 年 6 月份水

质全面达标。

接下来，塘厦将全面推行“河长制”，

全力推进截污管网建设、 排污口截污纳

管、生活污水分散式处理、淘汰高污染高

排放产业和企业、淘汰整治“散乱污”企

业等工作，力争早出成效，恢复塘厦山清

水美、蓝天白云的自然生态环境。

随着截污管网工程的持续开展，东

莞市厚街镇内不少路面由于施工的原

因导致路面坑洼。 日前，记者从截污管

网施工单位了解到，2018~2020 批次管

网工程新建截污管网约 154 公里， 目前

已完成 112.9 公里， 而路面恢复工作也

在有序开展当中，52 条道路有望本月内

得到修复。

其中，大围东福路、万科金域国际、

富怡名居西、桥林路、东新街等路段已经

恢复完毕，已恢复路面长度 10.38 公里，

而中兴路、南五大街、溪头藏金路、东溪

西路正在恢复当中。预计 9 月 30 日前将

完成全镇相关的管道铺设和路面恢复工

作。

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鲍俊成介绍，

在完成井式施工、管道连接之后，还要进

行沟槽回填，并分层压实，再进行闭水试

验、管道检测等各项专业检查。 此外，还

需等待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路面硬化。

“对于具备恢复条件的道路，我们已

经开始加快推进这些路面的修复。”鲍俊

成介绍，尤其对于一些车流量多的路段，

都会选择优先开工，优先修复，并保证原

样恢复， 确保修复后道路的平整性以及

相关的道路标识都将恢复成原样。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社区车位少、停车难一直是备受市

民关注的热点问题。 日前，记者从东莞

市厚街镇寮厦社区了解到，该社区彩云

路绿化停车位采购升级完善项目目前

已经基本完工， 今后停车位将由 205 个

增加至 473 个。 为了有效管理和高效利

用这些车位，寮厦社区预计年底内对彩

云路、北环路寮厦段、寮厦路、竹园路西

边、 翠竹路等 5 条社区主干道实行停车

收费。

彩云路停车位增至

473

个

寮厦社区拆除了彩云路停车位两

侧凸出的绿化、树木和地面，以及拆除

原有的 205 个停车位， 并新建停车位

473 个。 该工程从今年 4 月份中旬开始

施工，目前已经基本完工。

停车难的问题同样也存在于北环

路寮厦段、寮厦路、竹园路西边、翠竹路

等 4 条社区主干道。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社区停车位非常紧缺，社区目前

常住人口 3000 多人，加上外来流动人口

共有两万多人，而之前主干道停车位才

500 个左右， 许多居民的车辆都停放在

公共道路上，导致每条路的乱停放现象

非常多，基本这几条主干道都存在两车

道变单车道的现象。

5

主干道停车位增至

1100

个

因此，寮厦社区计划把彩云路、北环

路寮厦段、寮厦路、竹园路西边、翠竹路

等 5 条社区主干道的停车位进一步规划

完善， 预计 5 条主干道的停车位增至

1100 个左右。 完善后寮厦社区将计划实

施停车收费，届时收费将由物价局批复。

“目前这几条社区主干道的截污管

网工程已基本完工，等待着最后的路面

修复。 等路面修复后， 再进行相关的升

级完善，预计 10 月份开始正式收费。”寮

厦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厚街镇第

一个在社区主干道实施收费的社区，寮

厦社区计划以 3 年为期限进行尝试，但

会对于寮厦户籍居民的停车收费标准，

对比普通市民收费标准起码价格减半。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厚街宣

塘厦多项污水治理工程年内完工

确保在2020年6月份水质全面达标

寮步上半年“双抢”

发案下降65.6%

日前记者从寮步公安分局

召开的上半年治安工作会上获

悉，今年上半年，寮步“双抢”发

案在 2017、2018 两年连续大幅

下降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继续

下降 65.6%。 在“二标四实”信息

采集方面，今年上半年该镇考核

成绩在全市排名第六。

其中， 共核查出租屋 20810

间 ， 出租屋签订治安责任书

20008 份， 查处出租屋违法行为

数 508 宗。 在村二类视频监控建

设方面，各村

（ 社区）

积极谋划推

进辖区高清视频监控建设，建设

数量与应用有了新突破，其中小

坑、霞边、岭厦等 3 个村

（ 社区）

已完成 2019 年建设任务， 并实

现与公安分局联网。

此外，会上还部署了《猫眼

小视频建设工作方案》， 计划在

年内完成全镇 5000 路的建设工

作。 据了解，此次寮步在全镇范

围内开展“猫眼小视频”建设，通

过与运营商合作，该视频具备在

手机上实现实时预览、 录像回

放、文件管理、报警、语音对讲等

功能。 据现场通报，利用“猫眼”

视频监控破获多起“小案”，有嫌

疑人一天内落网，有效遏制违法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提高群众

的安全感。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陈泽佳

沙田查获

案值400余万卷烟

近日， 东莞沙田捣毁一储

藏、售卖假烟仓库，当场查获设

16 个品牌 579 万支卷烟， 案值

400 余万。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

审理当中。

根据群众举报，东莞市烟草

专卖局第二分局联合市公安局

沙田分局沙田派出所、市市场监

管局沙田分局等职能部门共出

动执法人员 50 余人， 在沙田大

道边一仓库发现大量香烟，当中

既有畅销烟，也有高档香烟。

经初步询问，该仓库内人员

无法提供进货证明， 对储存、售

卖假烟行为供认不讳。执法人员

当即查封该仓库，对仓库内 3 名

人员进行扣留。 经过清点，仓库

内共有 16 个品种 579.32 万支卷

烟，案值 417.96 万余元。

据了解，假烟往往采用硫磺

熏蒸、 用工业染料着色加染、喷

洒或直接掺入有害化学物质等

制作而成，使各种假“烟叶”变得

金黄，对人体产生的毒副作用将

更大。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沙田宣

厚街52条受损路面有望本月内修复

厚街寮厦社区五主干道将实行停车收费

停车位将增至1100个左右，预计10月起收费

升级改造后的彩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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