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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龙路

（ 银龙桥）

通车，有效缓解

蓬庙大桥和 G107 高埗路口的交通压

力；东莞火车站站前路改造，进一步擦

亮了城市形象“窗口”……7 月 22 日，

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召开 2019 年

上半年工作总结动员会。 记者获悉，上

半年市城建局新开工 8 项工程、完工 8

项工程， 并争取在下半年完工虎门港

综合保税区一期等 12 项工程。 东莞市

城建局局长祁志强强调， 今年来该局

负责的重大项目建设任务明显增多，

全局上下需增强“转型升级”的高度自

觉，奋力向前、克难攻坚，擦亮城市建

设“主力军”本色。

关键词：

项目建设

重大项目建设任务明显增多

上半年， 市城建局工程建设有序

推进，实际完成投资约 26 亿元。 新开

工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 虎门港综合

保税区一期、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一期、

市中心区主干道交通改善、 环城北路

滘联立交西行入口、 学校周边道路交

通管制配套设施、 市中心城区及主干

道货车交通管制标识标牌、 东莞高级

中学新疆校区新建礼堂及学生宿舍楼

等 8 项工程。

完工银龙路

（ 银龙桥

）、火车站站

前路升级改造、 东南部卫生填埋场进

场道路、 挂影洲围中心涌水环境综合

整治示范、塘面桥林路跨线桥美化、松

山湖大道中医院路段交通拥堵节点改

善、 市中心城区及主干道货车交通管

制标识标牌、 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管制

配套设施等 8 项工程。

据介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湾区都市、品质东莞”等重大战略的

深入推进， 新一轮城市建设的序幕拉

开展，项目集中释放。 今年以来，许多

难度大、 要求高的项目交由市城建局

负责， 并且抽调市城建局参与相关重

大项目建设的任务明显增多。

关键词：

创新升级

对管理理念、手段、工艺等提

出新要求

为了更好地满足高品质建设大湾

区需要，对工程建设管理理念、手段、

工艺等提出全新要求， 这在市城建局

承接的项目中已经体现出来。 今年，东

莞启动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南方光

源研究测试平台等一批高科技类项

目，鉴于以往市城建局在散裂中子源、

云计算中心等项目的建设成果， 市政

府把这两个项目交由市城建局实施。

这些项目不仅时间紧、投资大，且技术

性强、品质要求高。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一些项目采

用了新的建设模式， 包括石马河流域

综合治理项目采用“EPC+O”、虎门港

综合保税区采用“EPC”、职业技术学院

扩建采用社会代建，“这些对我们而言

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尝试”， 祁志强说，

“对于工程建设管理新的发展趋势和

发展模式，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总结

提升、创新探索，发好财政投资项目建

管标杆和领引作用。 ”

祁志强表示， 面对新形势、 新任

务，市城建局要继续发挥城市建设“主

力军”的作用，形成“健步快走”的工作

状态，保持“打赢硬仗”的坚定意志，增

强“转型升级”的高度自觉，积极提高

市城建局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参与度和

贡献度。 如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经过全局上下齐心协力、日夜奋战，如

今已初战告捷， 干流 8 个断面平均水

质明显好转，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效。

“这是继去年东莞西站配套工程、交通

改善项目之后， 我们团队战斗力的又

一体现。 ”祁志强说。

关键词：

提升管理

代建制改革和工地信息化管

理有突破

会议提出，下半年，市城建局将深

入推进工程管理升级计划， 集中精力

破解完工项目结算清理、 环保验收等

问题。 深化代建制试点工作，及时总结

工作经验并完善相关制度。 目前代建

制改革工作小组圆满完成 7 个代建单

位预选库建设工作， 东莞职业技术学

院扩建项目委托社会代建试点稳步推

进，制定印发社会代建任务委派、委托

社会代建项目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

为社会代建项目有序推进提供坚实制

度保障。

市城建局将密切跟进东职院扩建

工程代建制试点工作， 加强与使用单

位和代建单位沟通，协调推进招标、采

购、合同签订等环节，争取早建成、早

见效；加快推进“两轴三节点”项目代

建工作， 这是市城建局第一个采用竞

争性谈判方式产生社会代建单位的项

目，将及时总结经验，并对竞谈制度进

行相应完善。

在工地信息化管理上， 市城建局

继续深入推进信息化管理， 紧贴工程

实际需求， 开发完善手机 APP 功能并

推广使用， 抓好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项

目基坑第三方智能化监测试点工作，

开展好镇街工程管理专题培训， 持续

将人才优势、 专业形象延伸深化至基

层。

记者昨日获悉，东莞万科商业打造

的首个地铁

（ 一号线）

上盖生活娱乐购

物中心———首铸万科广场将于 9 月 28

日正式开业。 该项目位于万江龙湾片区

鸿福路核心发展轴，港口大道、鸿福西

路、宏远路三大干道纵横交错，坐拥南

城、万江、莞城三大市级商圈交汇资源

优势，目前已吸引 150 家品牌进驻。

打造“美好时光集趣地”

首铸万科广场整体体量共 7 万平

方米，包含地下一层及地上五层商业空

间，是万江片区又一大型购物中心。 项

目秉持“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品牌

理念，定位打造“美好时光集趣地”，构

建集购物、休闲、玩乐于一体的丰趣体

验场景，包括“好食”———美食餐饮、“好

物”———生活家居、“玩趣”———家庭亲

子、“有颜”———健康养生、“有范”———

休闲娱乐、“探潮”———时装运动六大特

色业态。

首铸万科广场精心设计了三大聚

客场景，其中，“Foodie Lab 食光里”主题

街区瞄准年轻客群，汇聚小而美的餐饮

品牌；“Home Lab 臻选家” 主题街区是

东莞首条沉浸式家居体验廊； 屋顶花

园，是集儿童乐园与绿色花园于一体的

休闲区域。

在外部动线设计上，首铸万科广场

还规划了三大下沉广场。 其中，一个接

驳地铁线路“滨江体育公园站”，结合轨

道空间构建多元公共活动场所；一个连

接超市及主题街区，方便市民快捷选择

日常生活用品；一个连通写字楼，为项

目快速导入多元客流。 未来，运营团队

将联动商户开展丰富主题活动，为市民

创造多元活动空间。

吸引近

150

家品牌进驻

据了解，首铸万科广场目前招商率

已达 95%，Adidas、MO&co、星巴克臻选

店、朝天门、千羽寿司、华为、vivo、嘉荣

宝贝、游戏童年、百变创想乐高、G2000、

周大福、六福珠宝、钻石世家等百余家

品牌已签约入驻。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主力商户万达

影院与 G-Super 绿地优选精品超市，项

目还引进了多家首入东莞的特色品牌，

包括绿茶餐厅

（ 东莞首家万松书院版

本）

、大众书局 &ABS HOME、酸渡老坛

子酸菜鱼等，其中万达影院是东莞首家

同时兼具杜比影院和家庭亲子厅的影

院。商场负责人介绍，项目已吸引近 150

家品牌进驻，商户也正紧锣密鼓进行装

修筹备等各项工作。

据悉， 东莞万科商业自 2011 年深

耕东莞，现已在莞城、长安、松山湖、虎

门、塘厦、厚街等多个重要城镇布局，形

成以“万科广场、万科里”两条产品线为

主、 多元特色商业为辅的创新商业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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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建局召开上半年工作总结会

下半年争取完工12项工程

首铸万科广场将于9月28日开业

已吸引近150家品牌进驻

●12

项工程要完工

按照年初制定的年度目标和调整

情况，下半年，要完工虎门港综合保税

区一期、市中心血站、市中心区主干道

交通改善、市体育中心场馆维修整改、

市第七高级中学扩建、寒溪河东城余

屋桥段通航水域河道疏浚、科技大道

跨线桥美化、环城北路滘联立交西行

入口 、 麻涌垃圾处理厂市政配套路

桥、市人民警察训练学校改扩建及修

缮、 虎门港边防派出所和公边

44968

艇营区建设、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

区杨振宁教研楼等

12

项工程。

●9

项工程新开工

新开工

9

项工程，包括：科技大道

跨线桥美化、南方光源研究测试平台、

市救助站二期、 市区内涝整治应急三

期工程（ 新开河系统）南侧分流、鸿福

西路东莞市民艺术中心片区内涝整

治、市高级中学扩建、市公安局警务实

战技能训练区暨应急处突备勤区改

造、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扩建等。

下半年建设目标

7

月

22

日，东莞市城建局召开上半年工作总结动员会。

图为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