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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冯慧兰 石排宣

近日，东莞市石排镇召开品质交通

千日大会战协调会。 石排镇将通过加快

推动道路路网隐患整治、 公交优化调

整、停车规划、“四好农村路”建设等工

作，着力构建“通而畅，畅而顺，顺而快”

的道路交通网络新格局。

畅通路网建设 提升通行力

会上， 石排镇委书记邵宏武表示，

要突出轨道交通、水路交通、镇际交通

方面的重点、亮点项目库，体现石排门

户品牌；高度重视地下空间开发，落实

项目库项目精准土地供给、财政资金保

障、交通信息化投入以及政策支撑等工

作。

接下来，石排将以“四好农村路”建

设为契机，推动干、支道路升级改造，推

动道路隐患点治理，推动交通电警及信

号系统建设， 推动信息化执法系统建

设。

根据全镇交通秩序的情况，分三年

推进镇内交通电子警察及信号系统建

设， 至 2020 年底前完成对石排大道等

道路路口的电子监控、测速及卡口设备

建设以及完成对镇内道路路口信号灯

控系统的升级，实现对重点道路的全时

监控。 以及加快推进客车非现场执法、

治超非现场执法监控系统和源头治超

管理系统等信息化执法管理系统建设。

建设智慧停车监管体系

石排将借鉴周边镇街管理模式，引

入第三方公司参与镇内停车资源管理，

建设智慧停车监管体系，采取车位出租

或营运收益提成的方式盘活现有停车

资源利用。 在引入第三方公司管理模式

的基础上，把现时镇中心区停车场由粗

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模式转变。

同时， 借助美丽乡村建设的契机，

结合各村停车需求， 引导各村对村内

的插花地、 边角地进行开发利用， 建

设临时性停车场， 保障市民停车刚性

需求。

将引入微巴服务

结合石排现时该镇公交网络的布

局，将协同松山湖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加

紧落实公交优化工作，适当对部分线路

进行优化调整，计划在现有 8 条公交线

路基础上增加 1 条公交出行线路，进一

步提高群众出行便利性。

鉴于目前在镇内运营的公交车车

身长均为 10 米， 难以应付镇中心区部

分狭窄、弯位较多的路段，导致公交线

路不能全面贯通中心区，石排计划与松

山湖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协商，引入一条

微巴服务专线，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

里问题。

记者从3月25日举行的黄江镇2019

年度工作总结大会获悉，去年黄江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216亿元，同比增长7.8%，

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名列

全国千强镇第67名。 今年，计划投入约

2.97亿元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建设， 教育

经费计划投入增至3.6亿元。

规上工业增加值

109.3

亿元

据悉，2019年是黄江建设“湾区制

造名镇、幸福美丽黄江”的开局之年。 黄

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逆势而进、进中向

优的态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6亿元，

同比增长7.8%，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全市

平均水平， 名列全国千强镇第67名，排

位再创新高。 其中，全镇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109.3亿元， 同比增长8.7%，

增速排全市第7位。

具体到企业，黄江53家倍增试点企

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3亿元， 同比增

长7.8%；裕元工业园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0亿元，同比增长11%；先进制造业和

高技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

到63.2%和44.8%，总量排名均居全市第8

位。

会上， 黄江镇委书记叶锦指出，

2019年黄江成功引入立洋光电子、宏道

电子等一批产业发展项目， 全镇9个市

重大建设项目17.14亿元，实现发展质量

和效益同步提升。

拟投入

3.6

亿元教育经费

今年， 在提升城市品质和形象方

面，黄江将全面铺开轨道站点TOD综合

开发规划， 加快8个TOD站点综合规划

和建设， 重点推动TID黄江北站地块进

入市场。

大力推进“厕所革命”，完成55座公

共厕所改造提档，至少增建5座“星级厕

所”；制定生活垃圾分类三年工作计划，

争取年底前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持

续推进水污染防治攻坚，大力推进寒溪

河流域整治。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计划投入

约2.97亿元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建设，其

中投入4177万元推进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标准化建设，确保年内新中心总部建

成并投入使用；同时，教育经费计划投

入增至3.6亿元，以加快完成学校改扩建

教学楼工程，新建一所民办幼儿园和小

学，有效扩充公共教育资源供给。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黄江宣

3月25日，东莞市横沥镇召开

2019年度工作总结会议。 横沥镇

委书记何植尧、 镇长赵智佳等为

横沥镇2019年度一批先进工作单

位颁奖。据悉，过去一年横沥模具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全镇实现模

具产值173.6亿元，增长15.1%。

据介绍， 在2019年度全国综

合实力千强镇榜单中， 横沥镇位

列全国第78名，较2018年上升了2

名。 荣获广东省2016至2018年脱

贫攻坚工作突出贡献集体、 国家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模具）等共7

个全市“单打冠军”称号。

过去一年， 横沥镇坚定不移

建设模具强镇， 带动全镇经济高

质量发展，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166.45亿元， 同比增长7.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1.49亿元，

增长7.5%；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32.65亿元， 增长16.9%； 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38.11亿元， 增长

9.7%。 35家工业倍增试点企业完

成工业总产值120.48亿元， 增长

14.1% ， 占全镇规上工业比重

32.8%。 模具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全镇实现模具产值 173.6亿元 ，

增长15.1%。 全镇共有重点项目

14个， 其中7个纳入市重大项目，

总投资约80亿元。 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258家， 其中规模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135家； 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自建研发机构覆盖率达

40.2%。

何植尧表示，2020年要大力

弘扬“三牛精神”，坚定不移向建

设湾区活力生态文明小镇的目标

迈进。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晓妍

3月24日， 东莞市高埗镇召开2019

年度工作总结大会， 晒出丰硕成绩，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42%， 为近六

年最快，在2018年增速排全市第一好成

绩基础上再夺第二。

据介绍，2019年， 高埗镇实现生产

总值166.96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高

于全国、全省、全市，增速在全市排名第

8，增速排名创下高埗镇历史新高；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增长42%，为近六年最快，

在2018年增速排全市第一好成绩基础

上再夺第二； 在2018年效益贡献增长

43.8%、增速全市排名第二的基础上，继

续保持高增长， 增速位列全市第13名；

进出口总额增长8.1%， 进口总额增长

29.3%，增速排名全市第一；政府债务率

从163%降至64%，不仅降到近年最低值，

更在2019年全市考核评分中位列第一；

2019年度，高埗镇荣登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镇第43名。

此外， 高埗镇领导班子工作考评

在全市排第19位， 比2018年一口气前

进了9名， 获评“2019 年度领导班子工

作良好镇 （街道）”； 获四项市单打冠

军： “广东省2016-2018年脱贫攻坚工

作突出贡献集体”、 “广东省‘民主法

治村 （社区）’ 创建单位”、 “广东省

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节

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华宏、 众佑

进出口、 高豪建造、 六泰房地产、 唯

美等5家企业囊括全市三大企业奖项

（规模效益成长性排名前20名工业企

业、 实际出口总额前20名企业、 效益

贡献企业）， 是全市能够囊括三大奖项

6个镇街之一； 作为全市唯一镇街， 武

装工作接受省军区有关领导莅临检阅

并获充分肯定。

据介绍，高埗镇创新搭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巡回示范村“擂台”，19个村

（社区）全部成功举办现场会，成功闯出

一条独具高埗特色的基础薄弱镇村打

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的突围之

路，获得省市有关领导充分肯定；高埗

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巡回示范村”现

场会模式被市委深改委评为2019年度

基层优秀改革创新案例全市八个案例

之一。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高埗宣

石排将引入微巴服务专线

今年年底将实现重点道路全时监控

横沥模具产业规模

不断壮大

去年模具产值173.6亿

元增长15.1%

黄江今年投入近3亿元

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建设

高埗去年固投为近六年最快

增长42%，增速全市第二

石 排 着

力构建“通畅

顺快”道路交

通 网 络 新 格

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