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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曾德顺

“女厕门口排长龙， 男厕却冷冷清

清”的现象在虎岗高速大岭山服务区将

会被改变！ 记者日前从东莞市交通运输

局获悉，虎岗高速大岭山服务区为厕所

带来了一场革命， 设立了“潮汐卫生

间”，当女厕出现如厕高峰期，服务区管

理员可通过切换厕所潮汐门，增加女厕

厕位数量，满足需求。

切换潮汐门增加女厕厕位

据介绍，潮汐卫生间连通了男女厕

所，可根据人流性别的使用需求，灵活

满足男女比例各不相同的人流情况，提

高卫生间使用效率。 当女厕出现如厕高

峰时，服务区管理员可通过切换厕所潮

汐门，增加女厕厕位数量，满足更多女

性如厕的需求。

事实上，这样的“厕所革命”早在去

年就已经开始了。 2018 年 2 月，东莞交

投集团对下辖的服务区公厕环境整治

工作进行了部署。 结合虎岗高速大岭山

服务区公共厕所投入使用时间较久，公

厕内基础设施相对陈旧的情况，常虎分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开展以人性化

服务为核心的升级改造工程，同年 7 月

1 日完成大岭山服务区公厕改造项目。

今年的春节、五一劳动节和端午节

期间，大岭山服务区通过启动潮汐卫生

间，增加 10 个厕位供女性使用，有效解

决了高峰期女厕排队严重的现象，大大

提高了厕所使用率。

厕所更智能科技感十足

据介绍，改造后的厕所可谓是科技

感十足。 大岭山服务区洗手间内均配置

感应冲厕设备，同时每个厕所隔间均配

置电子门锁，门锁指示灯能因应厕所使

用情况变化， 提高空置厕所的识别度，

使得如厕更智能方便。

同时，为了让广大司乘人员能享用

温度适宜的清洁用水，大岭山服务区采

用空气能热水器进行热水供应，且该款

热水器设置了回水系统，未经使用的热

水在降温后将重新流回加热，既节约用

水，又保证热水及时输送。 卫生间内采

用玻璃屋顶及架空结构，既增加了白天

的自然采光，又能利用对流通风除去异

味。 在满足照明和通风的同时，还节省

了电能的消耗。

设多个特色功能卫生间

妈妈带着儿子上厕所是该去女厕

还是男厕呢？ 这个饱受争议的问题在这

也得到了解决。 大岭山服务区设置了多

个特色功能卫生间，满足群众的差异化

需求。 24 小时热水供应的淋浴间，为长

途司乘人员提供了私密的洗漱、更衣场

所，让其能充分休整，舒心出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陪伴卫生间，方

便那些需父母陪护、不能独自如厕的小

孩，解决成人带小孩如厕的尴尬。 在陪

伴卫生间内设置了座便器、 洗手台、小

便池，还增设了婴儿座椅、操作台及桌

椅的母婴室，在卫生间坐便器、洗手盆

及小便池处设置扶手，并在座便器一侧

设置“一键求助”的无障碍卫生间。

此外，还在公共卫生间外配备了自

助储物柜， 让过往司乘人员能腾出双

手，轻松如厕；茶水间配备的冷热直饮

水机，提供了满足人员不同温度需求的

高质量饮用水；在餐厅外设置的共享按

摩椅休息区，让疲惫的旅人能休息“充

电”；除了人的“充电”，服务区还提供了

免费手机充电站，让司乘人员的旅途不

断电。

东莞虎岗高速大岭山服务区创新“潮汐卫生间”，破解女厕排长龙难题

这个厕所有点“潮” 男厕可做女厕用

东莞5单位签订帮扶合作意向项目

7 月 29 日， 东莞市民政局在

负责结对帮扶的韶关市翁源县铁

龙林场龙化工区会议室，举行脱贫

攻坚帮扶项目签约仪式。现场 5 家

单位分别与铁龙林场龙化工区就

慈善定向捐赠、 山泉饮用水开发、

林下中药材种植、蔬菜收购等项目

签定帮扶合作意向书。

记者获悉，这 5 家单位分别是

东莞市浙江商会、广东莞盈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东莞市同人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鑫鑫农业集团有限公

司、东莞谷田食品有限公司。 此次

签约项目落地后，将创造部分稳定

就近就业岗位，进一步推进工区产

业扶贫工程，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打下基础。

东莞市民政局局长张春扬表

示，2016 年以来，市民政局会同村

委全面落实就业与各项保障性扶

贫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如东莞

市潮汕商会定向捐赠 50 万元，建

成了工区文体广场；东莞市爱国拥

军促进会、黄冈商会、东莞市瓦蓝

栈公益服务中心等近十家社会组

织，积极到工区走访慰问工区相对

贫困家庭，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 这次的签约项目，将成为工区

打造一村一品的突破点，成为村集

体增收、贫困户脱贫、村民致富的

支撑点，成为龙化工区实现乡村振

兴的新亮点。

翁源县副县长林有成表示，意

向书的签定，只是一个起点，实现

签约项目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还

需要付出大量艰苦、 细致的劳动。

县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项目进展，

协调各方提供各种便利；林场也要

加强与各项目合作方的联系 ，积

极在立项报批、手续办理、用地

统筹等方面提供支持 、 服务和

保障， 努力促进村集体和投资

方互惠互利 。 希望帮扶方与被

帮扶方之间，加强沟通，强化合

作，做到精准施策 ，精准帮扶 ，

让贫困户切切实实从中得到实

惠，尽早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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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浙江商会与工区签定《慈善捐赠

意向书》， 通过东莞市慈善会向工区捐赠 50 万

元，定向用于资助工区慈善项目，范围包括扶贫

济困、扶助老幼病残等困难群体。

●根据《龙化工区山泉饮用水开发合作意

向书》，广东莞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分期投入

600 万元，设立饮用水灌装生产线，开发工区优

质山泉水，吸收工区资源、土地、扶贫资金参股。

预计首期年产值约 300 万元， 解决相对贫困劳

动力就近就业岗位 10 个， 在贡献税收基础上，

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30 万元。 莞盈公司是首个到

工区投资的企业。

●根据《林下中药材种植合作意向书》，东

莞市同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将利用工区广阔的

缓坡林地空间，开展林下灵芝等中药材种植、收

购合作， 预计种植面积可达 1000 亩， 年产值约

500 万元，带动贫困户脱贫、村民致富。

●根据《蔬菜收购合作意向书》，鑫鑫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将以当地市场批发价 110%的价

格，收购工区品质符合要求的蔬菜，建立特色农

产品产销对接通道。

●东莞谷田食品有限公司与工区签定《扶

贫开发合作意向书》，计划发挥工区农业生态资

源优势，依托专业合作社，建设辣椒种植基地，

并适时设立辣椒酱生产线“扶贫车间”，为相对

贫困劳动力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市民政局宣

为加快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东莞南

城日前发布了《南城街道新时代创新人

才引进培养实施办法

（试行 ）

》，符合条

件的企业人才可以申报补贴，最高 2 万

元，一次性发放。

企业和人才需符合哪些条件可以

申请？ 根据方案，本次综合补贴主要针

对在南城街道登记注册成立，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在下列限定用人单位范围内

对符合条件的新引进人才提供综合补

贴。 限定用人单位范围包括：非财政全

额供养的事业单位；符合《东莞市产业

发展与科技创新人才经济贡献奖励实

施办法》

（东府〔

2018

〕

75

号）

奖励范围的

单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经各级主管

部门认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

验室、企业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

（分站）

、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企业；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省市创

新科研团队、省高层次人才、市引进创

新创业领军人才入选者创办或领办的

企业；经认定的大型骨干企业；经认定

的成长型中小企业；获得国家或省级科

技主管部门认定的具有国家或省级资

质的科技服务机构。

新引进人才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以上学

历，或具有初级以上职称。 人事档案在

东莞市；2017 年 1 月 1 日后引进东莞市

（引进时间以首个东莞市用人单位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的起始时间为准）

； 与东

莞市用人单位

（党政机关 、财政全额供

养事业单除外）

签订 3 年或以上劳动合

同，在该单位工作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满 1 年，所在单位须符合本方法限定用

人单位范围。

记者了解到，本科或初级职称

（限

定用人单位）

：补贴 1 万元，市倍增企业

补贴 2 万元，一次性发放。 需要注意的

是，新引进人才综合补贴每人限申领一

次。 符合条件的新引进人才可申领最高

补贴额度的 40%，符合条件且具有东莞

市户籍的新引进人才可申领最高补贴

额度的 100%。

申报人及所在单位在“东莞市专业

技术人才服务系统 ”

（ 网 址 ：

http://

59.37.20.103/jsrc

）

或在“东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

（网址 ：

http://

rlzyj.dg.gov.cn/

）

点击进入，分别注册个

人、企业账户，并于 8 月 21 日前登陆提

交申请材料。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南城宣

南城街道发布新时代创新人才引进培养实施办法

新引进人才最高一次性补贴2万

签约仪

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