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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楼宇牢筑疫情“防火墙”

产业园区、写字楼多措并举防控疫情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南城宣

疫情之下，园区、写字楼如何防控？

对于这一人员密集场所，其防疫措施究

竟能否让市民安心？ 3 月 25 日，记者从

东莞南城获悉， 目前南信产业国际、南

峰中心、高盛科技园等多个南城产业园

区、写字楼纷纷主动出击，采取多种措

施严控疫情。

南信产业国际：

合理设置进出路线 严管出入口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科技产业园区，

南信产业国际以科技企业、 现代服务

业企业为主， 形成了以“高新科技+现

代服务” 为特色的产业态势。 目前已

进驻 190 多家企业， 除了正在装修，

尚未入驻的企业， 共有 165 家在运营，

目前已复工企业达 156 家， 员工返岗

率约九成。

记者获悉，早在 2 月 14 日起，南信

产业国际园区就向商户下发加强防控

措施的紧急通知，开始升级实行封闭式

管理。 园区出入口实施通行管控，对入

园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身份登记，工作

人员每天对楼宇大堂、电梯间、卫生间、

过道等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毒，通过园

区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进行防疫知识宣

传，严格落实企业复工复产指引的“四

个一”+“三个 100%”。

何谓“四个一”？ 即每日一排查，排

查防疫措施；每日一统计，统计复工企

业；每日一汇报，汇报园区动态；每日一

对一服务，出入证办理、装修企业复工

审核、车辆续期缴费。“三个 100%”具体

包括： 一人一证， 入园体温检测率

100%； 无出入证人员 100%核实身份证

并登记；有关疫情地返莞人员无相关证

明人员，100%拒绝入内。

此外，园区严管车辆与人员“两个

入口”，做到逢车必查，逢人必检。 并设

置合理的进出路线，配备完整的指引标

识，额外增加人员现场支援，以确保车

流人流畅顺安全，以更严、更细的硬核

防控措施，为园区企业客户把稳每一个

通行关口。

南峰中心：

首次引进热成像非接触实时人

体测温系统

目前，南峰中心有商户 31 家，仅 3

家尚未复工。 除督促员工做好戴口罩、

勤洗手、多通风等安全防护工作，以及

培训消毒清洁专业知识外，2 月 16 日，

南峰中心根据大厦实际情况，首次引进

热成像非接触实时人体测温系统，应用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据南峰中心管理处负责人王勇介

绍， 该系统与其他传统测温方式相比，

它的先进之处就是“直观”“非接触”以

及“24 小时不间断工作”，极大地提升了

疫情筛查和检测效率，减轻物业工作人

员测量体温的负担。 它可以在数米外由

冷色到暖色显示人体体温，在红线覆盖

范围内可同时停留 5 至 6 人测温，5 米

范围内误差值 0.5℃，3 米范围内误差值

0.2℃以内，并能对体温异常者进行自动

报警。

换句话说，这种“非接触式”检测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接触性传染的概

率，减少因排队测温花费的时间。 从投

入使用至今，该系统已检测 1 万余人的

体温，暂未发现异常情况。

高盛科技园：携手企业严格防控

总建筑面积约 9 万平方米的高盛

科技园，聚集了众多的高新技术产业企

业，是东莞首个民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园区，目前共有企业 398 家。 为防

控疫情，园区除紧守出入口、测量体温、

做好来访登记外，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督促各企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

行管理员工。

作为园区的防疫标兵，东莞市盟大

集团的员工秦先生骄傲地说：“我们公

司防疫工作管理严格，做得好！ ”根据疫

情发展情况，盟大集团负责人李实不断

调整复工策略，循序渐进，以保障员工

健康安全为先。 公司首先是开启“云办

公”模式，直至 3 月 16 日才正式允许全

员现场复工。 现场复工后，每天上午所

有人先测量体温、消毒，再进入办公室。

中午员工就餐实行错峰交叉， 保持距

离。 避免开线下会议。 下午再测量一次

体温，下班后办公室统一消毒。

厚街将打造“岭山横水 健康新围”

计划提取客家建筑元素进行外立面改造

近日，记者获悉，东莞厚街新围社区

特色精品示范村规划设计方案提出，该社

区将整合传统民居、客家美食、百年荔林、

高山茶园等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及荔枝、

茶叶等品牌资源，以厚新路、沿河路、新溪

路和番莞高速口为线，打造出“岭山横水、

健康新围”的整体形象。

外立面改造拟采用客家建筑元素

据了解，新围社区特色精品示范村将

分三期建设。 其中，一期项目主要针对人

居环境升级，包括道路、停车场、垃圾收集

站、标识系统、外立面等进行规划改造，将

厚新路打造成为新围客家文化展示轴。

“一期项目是以厚新路为轴线， 对社

区门户、主干道、广场、民居、市场等进行

一系列优化。 因此，道路的升级改造工程

应放在第一位。 ”新围社区党工委书记曹

坚表示，作为新围社区主干道之一，厚新

路水泥面多有破损，人行道破烂，道路两

旁绿化带效果较差，道路中间花槽的高压

线不美观， 而且社区道路两侧外墙不统

一，杂乱破旧。 除了在破损路面铺设沥青、

人行道修整升级、 道路绿化等外在升级

外， 社区还将在项目建设中注入文化内

涵。 建成后，青瓦坡屋檐压顶、仿古青砖、

客家文化涂鸦等画面将在厚新路两侧一

一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新围将以新围仔幼儿

园周边地块为基础， 建设社区文化广场，

其中包含客家姓氏小品、村史馆、文化长

廊、表演舞台等多个文化节点。 此外，新围

还计划将九名山文化广场和综合菜市场

改造成一条客家美食街，并设公共汽车站

台、候车广场，以及客家美食商铺、驿站小

卖等，进一步传承弘扬客家美食文化。

拟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运动小镇

据了解， 新围社区北边紧邻横岗水

库，南边有大岭山森林公园厚街景区入口

以及白石山风景区，优越的宜居环境也吸

引了厚街运动特色小镇等项目落户新围。

在二三期项目中，该社区还计划将沿河路

打造成景观生态带及产业活力轴，建设新

溪路为山水绿廊，规划荔园，对番莞高速

口周边进行产业升级。

“新围计划结合自身生态山水资源优

势和特色精品示范村的创建，打造成大湾

区的运动小镇。 ”曹坚介绍，社区将传统民

居、客家美食、百年荔林、高山茶园等丰富

的人文历史资源及荔枝、 茶叶等品牌资

源， 加上运动小镇等特色要素相结合，以

运动为心、文化为脉、生态为本，围绕“岭

山横水、健康新围”主题，打造“东莞山水

观光+森林康养+运动健康+生态休闲主

题” 的特色精品示范村综合服务核心，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新兴户外运动专业目的

地。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厚街宣

雍景湾首推建面约

90-115㎡精妆3-4房

上周六， 建面约 33 万平方米

的松湖江景大盘———雍景湾开盘

热销， 首推建面约 90-115 平方米

精妆三至四房。

据悉， 雍景湾由招商蛇口、合

景泰富集团、鹏瑞集团三大品牌开

发商联合打造。 项目采用“高层住

宅围合式，底层别墅组团式”布局，

容积率仅 2.22， 超 100 米楼间距，

奢享阔绰的生活尺度。项目将打造

超万平中央景观园林，布局多重景

观体系，以近千种名贵植物妆点家

园，绿化率 34.94%，畅享鲜氧生活。

同时， 还将打造全龄乐活空间，规

划夜光跑道、萌宠乐园、五感花园、

阳光草坪、多功能动感地带等全生

命周期配套， 更有约 1200 平方米

风情泳池，给您独特的畅游体验。

项目与多家国际知名家装品

牌合作，精装考究，结合人性化设

计，营造品质奢华人居，让生活一

步到位。 摒弃传统的工字形设计，

雍景湾采用市面罕有的单体蝶形

设计， 避免住户之间的直接对视，

居住私密性更高， 保证户户朝南，

增大采光面，让房子享受充足太阳

光照。

雍 景 湾 选 用 国 家 一 级 物

业———宁骏物业，从每一个细节出

发，构筑安全健康防护体系。 以专

业、完备的服务体系，如安保站岗，

严控外来人员及车辆、 全天巡逻、

社区清洁与消毒、 智能防护等，24

小时贴心呵护业主。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园区出入口实施通行管控。

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