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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街召开2019年度工作总结大会

全力打造“湾区现代新城，创新活力厚街”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厚街宣

近日，东莞厚街召开2019年度工作

总结大会暨全面实施“1+9”系列政策启

动大会。 会议通报全镇上一年度工作情

况，重点解读“1+9”系列政策。 记者获

悉，厚街2020年-2022年将通过“9大行

动+超50亿投入”，全力打造“湾区现代

新城、创新活力厚街”。

新定位：

努力建设成湾区会展商贸名城

记者获悉，“1+9”政策体系由1个总

体纲要和“9个三年行动计划”组成。“1”

是《中共厚街镇委关于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统领加快融入大湾区建设的意

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意见》明确提出，全力打造“湾区

现代新城、 创新活力厚街”， 着力推进

“一个名城三大支撑五大片区”建设。 其

中，突出建设一个名城：湾区会展商贸

名城。 加快推动厚街镇会展商贸、总部

经济、工业设计、科技服务、检验检测认

证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向一体化、全

球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力争把厚街建

设成为开放、现代、生态的湾区会展商

贸名城。

突出强化三个支撑。一是TOD轨道

交通枢纽，加快TOD综合开发，建设现

代综合服务业发展集聚区；二是科技创

新走廊节点，高标准建设港澳青年创新

创业服务先行区，加快形成新兴产业引

领区；三是区域总部基地集聚区，加快

时代金融中心和家具总部大厦建设，着

力打造湾区企业总部基地。

突出建设五大片区。 以标志和广场

片区为中心，盘活厚街新城，打造中央

商贸金融综合服务区。统筹城轨TOD和

虎门高铁站白濠地块，以现代会展业为

引领，配套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智能智

造等高新技术产业，打造南部会展现代

服务产业区等。

《意见》提出，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

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5%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

长10%以上，各项税收总额年均增长3%

以上，实现生产总值达到450亿元。

新计划：

305个项目3年预计投资超50亿

9个3年行动计划， 包括党的建设、

改革开放、科技创新、城市品质、空间拓

展、乡村振兴、平安建设、公共服务和政

府管理等9个方面， 涉及305个项目，预

计3年总投资约51.4亿元，其中今年将投

入28.9亿元，2021年和2022年分别投入

12.4亿元和10.1亿元。

厚街镇委书记刘学聪表示，每个项

目都细化了任务分解表，明确了年度目

标、完成时限、牵头领导和责任单位，是

镇委着眼全局和长远发展作出的重要

安排，是厚街加速融入“三区”叠加发展

的有力举措，是今年乃至未来两年工作

的路线图和作战图。

其中， 《厚街镇关于城市品质提

升行动计划

（

2020-2022

年 ）

》 提出加

快建设东莞时代金融中心、 君汇广场

项目以及建设道路交通整治综合停车

场等多个重点项目， 力争通过3年建

设， 把厚街建设成为一个产业竞争力

持续提升、 环境品质持续改善、 生态

可持续发展的湾区现代新城。 计划3年

总投入约25.4亿元， 其中今年投入约

17.7亿元。

《厚街镇关于加快城市空间拓展步

伐的行动计划

（

2020-2022

年 ）

》将配套

出台TOD综合开发规划、制定土地统筹

收储等政策。预计3年总投入3.8亿元，其

中今年将投入约3.6亿元。 力争通过3年

改造，在土地整备、城市更新等难点痛

点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

厚街2019年成绩单

2019年，厚街获评“中国最佳会

展名镇”、市年度综治工作先进镇及

2016-2018年脱贫攻坚等 6项全市

“单打冠军”。经济发展稳中有增。全

镇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12.80亿元，同

比增长3.9%；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

加值188.15亿元，同比增长3.0%。 截

至2019年底， 全镇社区集体经济组

织总资产100.73亿元，净资产88.43亿

元， 分别比2018年末增加5.01%和

8.03%，稳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镇第

16名。

石碣GDP突破200亿元 获3个全市“单打冠军”

2019年，石碣镇GDP成功迈入200

亿元俱乐部， 获得3个全市“单打冠

军”。3月24日，东莞市石碣镇召开2019

年度工作总结大会，回顾过去一年的

工作，总结成绩、表彰先进。 石碣镇委

书记邓卫洪，镇委副书记、镇长香杰

新等参加了会议。 据悉，2019年，石碣

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3亿元， 提前

达成镇委第十四次党代会制定的“到

2020年GDP突破200亿元”目标。

会议宣读了石碣镇2019年度工

作情况通报，并为获得2019年度东莞

市实际出口总额前20名奖项和获得

市镇企业效益贡献奖的企业代表进

行了表彰。 其中，东莞迪芬尼电声科

技有限公司进入2019年度东莞市实

际出口总额前20名企业名单；东莞市

中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市达

鑫江滨新城开发有限公司等进入

2019年度东莞市效益贡献企业名单。

石碣3个2019年度全市“单打冠军”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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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模范职

工之家。

邓卫洪表示，新的一年，面对疫

情防控的严峻挑战，大家要一如既往

地发挥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奋斗精

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努力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推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 要以

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的奋斗姿态，奋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为建设“湾区都市、品质东莞”

贡献石碣的一份力量。

邓卫洪强调， 要强化执行力建

设，对当前工作重心转移要做到“三

个确保”：首先，疫情防控重心向“外

防输入” 转移， 确保疫情不反弹；其

次，全力支持企业由复工复产向“满

工满产”转变，确保产能最大释放。 此

外， 全镇工作重心向“统筹兼顾”转

移，确保各项工作回归正常轨道。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曹木静

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

茶山加快推进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大会战

信息时报从东莞市茶山镇获悉，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一号文两攻坚”

的部署要求，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

生产、质量保障的前提下，茶山镇启

动实施民生项目约120个， 其中包括

医疗卫生服务提质等建设项目。 3月

23日，茶山镇召开医疗卫生服务提质

会议， 研究讨论了茶山医院人才公

寓、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等

多个项目进度情况。

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

为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去

年茶山启动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

中心八站点”全面升级改造。 其中，超

朗、增埗、茶山、粟边等4个社区卫生

服务站点已投入使用，新社卫中心及

其它4个服务站点预计于2020年建成

投入使用。

新社卫中心主体工程7月底完成

装修； 南社社区卫生服务站预计4月

初投入使用； 塘角社区卫生服务站

预计4月底完成； 京山社区卫生服务

站， 预计5月下旬完成主体工程； 卢

边社区卫生服务站预计7月底完成装

修。

茶山医院医学人才公寓综合楼

项目年底前交付使用，建成后将为医

院的特色专科及薄弱学科带头人和

骨干人才等引进工作提供助力。

加快推进医疗卫生服务提质

茶山镇委书记黎寿康表示，经历

新冠肺炎疫情后，市民群众对医疗卫

生事业更加关注，加快加强推进医疗

卫生服务提质意义重大。 要推动健康

茶山建设，加大专家名医坐诊宣传力

度， 扩大与广东医科大学的共建工

作，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暨南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专科联盟的

影响，打造茶山医院优质服务品牌。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茶山宣

企石两男子卖口罩诈骗

牟利 5万元后投案自首

“我是在微信上以卖口罩的方式骗取

被害人的钱，实际上我没有口罩卖。我当时

也认为这样骗人不好。”3月20日，惶惶不安

的袁某华、袁某聪在家人的陪同下，前来东

莞市企石镇公安分局自首。

据了解，今年2月初，袁某华从相关渠

道得知， 有不法分子通过在朋友圈发布售

卖口罩的广告，牟利100多万元。 对此半信

半疑的袁某华也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布了

广告，不久后便收到来电，一名男子表示希

望采购一批口罩，随后添加袁某华的微信，

前后两次转账到袁某华指定的银行卡账号

（袁某聪的银行卡账号）

。

“先付款，再发货。”袁某华的要求并没

有让对方怀疑，一下子进账5万多元。 然而

袁某华经打听后得知口罩售价上涨， 无法

给对方寄去相应数量的口罩， 内心一直担

惊受怕的他索性关机。

2月16日，企石公安分局接到受骗男子

谢先生报案后， 立即抽取精干警力组成调

查组，通过谢先生提供的线索分析研判，快

速锁定了袁某华、袁某聪两人，并展开追捕

行动。 3月20日，迫于公安机关的强硬攻势

和家人的亲情感化，两人在家人的陪同下，

来到企石公安分局投案自首， 并将自己诈

骗所得款项全数退还。

经审讯， 袁某华

（男，

29

岁）

、 袁某聪

（男，

20

岁）

对其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企石公安分局依法对该两人予

以刑事拘留。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当

中。 3月20日，企石公安分局便将被骗款项

发还给谢先生，谢先生对此表示非常感谢。

企石警方提醒，如遇到微信、QQ群里卖口

罩，收钱后不发货的“卖家”，要及时拨打

110或者到公安机关报案。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企石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