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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向出租车司机派发文明手册

9000册宣传手册将陆续投放到全市所有巡游出租汽车内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近日，东莞市文明办联合市交通运

输局在南城汽车客运站举行《广东文明

礼仪手册》《地市概览》《东莞城市宣传

折页》等文明手册发放仪式，向广大出

租汽车驾驶员免费派发一批文明宣传

手册，加大城市文明宣传力度，提高驾

驶员和乘客对文明礼仪和城市形象的

认识和重视，广泛传播文明服务理念。

本次 3 种手册共印制了 9000 册，

每种各 3000 册， 放置于出租车后排座

位前方的座套透明袋内，每车各放 1 册

共 3 册，9000 册宣传手册将陆续投放

到全市所有巡游出租汽车内。 其中，

《广东文明礼仪手册》主要倡导驾驶员

使用文明用语、注重仪容仪表、热情有

礼待客，《广东概览》主要宣传介绍广东

省人文历史、 经济建设、 风景名胜等，

《东莞城市宣传折页》主要宣传推介东

莞市城市形象、介绍“湾区都市，品质

东莞”建设成就等。

主办方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仔

细阅读熟悉相关内容，提供标准服务，

做到礼貌待客、微笑服务，当好东莞市

文明城市的“宣传员”“解说员”“服务

员”。 下来， 市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强站

场出租汽车候客秩序整治，开展“最美

的哥的姐”和星级示范车评选活动，加

快出租汽车配套设施建设， 全力完成

“文明服务九大提升行动”各项任务。

据了解，今年以来，按照省、市文明

办安排部署，市交通部门扎实推进出租

汽车行业“文明服务九大提升行动”，组

织全市 2095 辆巡游出租汽车开展车容

车貌审验，确保车载设备完好、车内外

清洁卫生；组织出租车驾驶员在全市出

租车内张贴《出租汽车驾驶员“四要八

不”文明公约》，时刻提醒引导行业文明

服务；每日发送 4000 条提醒信息，滚动

提醒驾驶员不拒载、不议价、文明服务；

组织全市 3100 名驾驶员签订服务承诺

书， 落实企业对驾驶员开展谈话提醒，

全市出租车行业文明服务水平和质量

进一步提升。

虎门镇召开推进

5G基站建设工作会议

日前，东莞虎门镇召开推进5G基

站建设工作会议。会上指出，虎门2020

年5G基站建设任务是469座， 其中新

建及改造基站447个和室分22个。截至

6月11日， 虎门完成5G基站建设359

个，其中电信联通完成162个，移动完

成197个，完成率为76.55%。

据介绍，由于虎门任务总量大，涉

及面广，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较多。接下

来，该镇将从以下几方面做好5G基站

建设：一方面，加快推进公共区域和资

源开放共享。全镇各机关、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所属公共区域，以及汽车站、

火车站等公共交通设施应当向5G基

站建设开放，为基站站址、通信机房等

建设预留空间，为5G基站建设提供便

利。 督促物业企业配合做好住宅小区

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工作，保障支持5G

基站建设与维护。推动路灯杆“一杆多

用”，支持开展智慧路灯杆“一杆多用”

改造，开放资源支持5G基站建设。 另

一方面，加快重点区域5G网络示范建

设。 重点推进镇政府、富民商务中心、

城建办公区、 行政办公区和高铁站等

行政商业核心区域基站建设； 优先在

滨海湾中心医院、展览中心、电商产业

园和大宁生态智慧产业园等具有应用

需求的区域建设5G基站，加快实现5G

网络覆盖，推动5G网络与示范应用融

合发展。

提升5G基站建设用电水平也是

工作之一。 虎门将开展对存量通信基

站的用电情况摸查， 分批对存量通信

基站进行用电提升。 大力支持和配合

解决基站用电问题， 推动符合“转改

直”条件的基站尽快进行改造。开展通

信基站用电价格检查，以检查促改造，

督促转供电主体严格按照规定收取电

费，加大力度查处违法违规提高5G基

站电价、 加收电费和额外费用等价格

违法行为。

此外，加强对5G基站站规划建设

的管理和监督， 依法为电信运营企业

办理规划选址、用地、施工和用电等相

关手续。加大规划建设的支持力度，在

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简化审批手续，

加快相关手续办理。 加强对电信运营

企业施工监管， 落实文明安全施工规

范，推进5G基站美观化建设，探索多

样化基站部署方式， 促进与城乡建设

环境和谐统一、协调发展。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虎门宣

3

种手册的主要内容

长安开展工业园区大规模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日前，东莞长安开展工业园区大规

模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行动中，生态环

境分局立案查处企业 10 家， 断电处理

“散乱污”企业 23 家，现场查封企业 2

家。

当天，执法人员对位于厦岗社区的

同顺工业园进行大规模地毯式排查整

治。 据悉， 厦岗社区在日常巡查中，发

现该工业园存在大量涉污染的散乱污

厂房， 对此立即上报镇生态环境分局。

记者跟随其中一支现场执法队发现，该

工业园一大门紧闭的某厂房存在疑似

涉水违法行为。 随即，公安民警对其进

行破门，破门后记者看到，现场共有 4

间隔间，其中一间放置有 3 个除油清洗

缸，地面上漫着水。 执法人员检查发现

该企业未经环保审批，除油清洗车间将

废水经管道直排排放到室外，存在涉水

违法行为。

随后，记者跟随另一支现场执法队

破门发现， 一企业同样未经环保审批，

擅自设有喷漆、喷粉、烘烤等工序及相

关设备， 喷漆工序产生的废气未配套

污染防治设施，经管道直排排放。 环保

分局执法人员随即对这两家企业存在

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据了解， 同顺工业园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 当天整治行动中，各单

位部门出动检查人员 200 多人。 其中，

生态环境分局共检查企业 67 家， 立案

查处 10 家

（其中仅涉水企业

2

家，仅涉

气企业

4

家，涉水涉气企业

4

家）

，断电

处理“散乱污”企业 23 家，现场查封企

业 2 家(1

家涉水，

1

家涉气

)。 市场监管

分局检查市场主体 52 家， 现场能提供

执照 42 家，其中 13 家营业执照地址与

实际经营地址不符；10 家现场暂未能

提供营业执照，其中 6 家涉嫌无证照经

营抛光、喷油、粉尘等，由其他相关部门

现场处理，其余 4 家待进一步核查。

应急管理部门对 67 家企业进行了

执法检查。 现场共发出执法文书 6 份，

现场整改隐患 85 处， 限期整改 31 处；

对工业园区内 4 家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的企业进行了查封，对 2 家企业进行立

案调查处理。消防大队发现园区未能提

供消防行政许可有关手续；室内消火

栓内无水，消火栓系统损坏；部分疏

散楼梯放杂物堵塞； 楼梯间摆放电

动车充电；内部车间用彩钢板间墙等

消防隐患问题。 城管分局执法人员与

厦岗社区社资办、建设办核查，该处厂

区共有 4 处新增搭建物， 总面积约

1000 平方米， 执法人员已派发责令整

改通知书 1 份。

接下来，长安将持续开展工业园区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力争通过对辖区内

工业园进行强化监管执法，打击一批偷

排直排、 不正常使用污染治理设施、超

标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 以点带片，以

片促面，倒逼企业守法经营、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长安宣

麻涌召开城市更新“工改工”政策宣讲会

日前， 东莞市麻涌镇召开城市更新

“工改工”政策宣讲会。 宣讲会邀请东莞

市自然资源局城市更新计划科科长叶树

彭讲解城市更新“工改工”、镇村工业园

改造提升政策。

会上， 叶树彭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东

莞市城市更新“工改工”和镇村工业园改

造提升的最新政策， 既讲解了政策的重

点、难点部分，又融入了许多项目的实操

经验，全面、到位的讲解让大家认识到镇

村工业园提升改造的重要性。 他希望大

家能抢抓机遇，用好、用活“工改工”优惠

政策， 凝心聚力以战时状态推动麻涌镇

城市更新工作迈上新台阶。

麻涌镇委委员陈秩强表示， 镇村工

业园改造提升是麻涌接下来发展经济的

一项重要举措， 对全镇拓展优化产业发

展空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品

质、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麻涌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