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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涌华阳湖大桥计划11月底动工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麻涌计划在四丫海水闸附近

建设华阳湖大桥，该桥西起华阳湖古梅

北路，跨越麻涌河后接南玻大道，建成

后来往麻涌河两岸将更加方便快捷。 记

者从麻涌镇重点办获悉，华阳湖大桥共

投资 1.6 亿元， 主路设计行车速度为

40km/h，采用双向四车道，道路等级为

城市次干道，路线总长约 992 米，沥青

砼路面。 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华阳湖古梅

北路、沿江路的交通压力，带动沿线经

济以及华阳湖旅游业的发展。 大桥预计

2020 年 11 月底动工建设。

随着麻涌古梅商圈的日益成熟，华

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配套设施不断完

善，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就读学生的增

多， 古梅路延长线的交通量逐渐加大。

“平时周末想到创客坊那边， 车流量都

特别大，比较耗时。 华阳湖大桥建成后，

对我们来说将会很方便。 ”南玻的员工

王小姐兴奋地说道。

“最近有个老字号酒楼搬到渔人码

头那边，我们想过去吃顿饭要兜一圈。 ”

来自东太村的老爷爷告诉记者，等华阳

湖大桥建成之后，就方便很多，不仅节

省路上时间，而且饭后还可以到周边逛

逛，散散步。

记者获悉，华阳湖大桥临近华阳湖

国家湿地公园、拈花寺广场和创客坊等

地，它的建成将有效带动古梅路段和沿

江西路路段整个片区的旅游、经济的发

展，方便游客及周边居民出行。 同时，华

阳湖大桥建成后，可加强该片区与麻涌

大道、广深高速等交通干线的联系以及

与广州、深圳等周边地区的联系。

2020 年，麻涌拟计划新建或升级改

造路桥项目 16 个。 今年的交通路网重

点提升项目包括华阳湖大桥、东江景观

大道、中心大道上跨新沙疏港铁路立交

工程等等， 持续完善交通硬件建设，加

速推动穗莞交通一体化。 接下来，麻涌

将在抓好路网建设的同时，继续在交通

拥堵治理、发展智慧停车、公交服务提

升等方面发力，全面吹响品质交通千日

攻坚战的号角。

沙田网格员协助查处

220多瓶“黑煤气”

日前， 东莞沙田稔洲村网格员在日常

巡查中接到线索， 在该村山边路一公寓附

近闲置空地， 发现经常有载满大量液化气

瓶的车辆进出，怀疑附近存在“黑气窝点”。经

查实，该空地存在非法存放液化气瓶情况。 目

前，案件已移交至相关部门处理。截至今年 8

月，沙田网格员共协助查处“黑气”案件 11

起，协同查扣“黑煤气”220 多瓶。

据了解， 网格员在日前对该区域进行

排查，发现该空地存在大量液化气瓶。 网格

员随即现场拍照， 并将情况上报至镇网格

管理中心，中心根据“智网工程”五步闭环

工作机制， 马上将该情况推送给属地派出

所、镇城管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由相关职

能部门派遣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联合处

置。

经查实， 该空地存在非法存放液化气

瓶情况。 执法人员当即对该非法场所进行

了查封，共查扣液化石油气瓶 81 瓶、违法

车辆 5 台、充气枪 1 支，扣押违法嫌疑人 1

名。 目前，案件已移交至相关部门处理。

据沙田镇网格中心介绍， 截至今年 8

月，沙田网格员共协助查处“黑气”案件 11

起，协同查扣“黑煤气”220 多瓶。 据统计，

2019 年， 全镇网格管理员累计发现并推动

处置大大小小的各类隐患线索达 26500

宗，完成处置 26475 宗，处置率 99.9%；查获

黑油 34.57 吨、 黑气 422 瓶、 危化品 1.125

吨；开展便民服务近 720 次，覆盖市民群众

近 6.3 万人次。

今年上半年，沙田“智网工程”工作进

一步优化入格事项和指挥调度体系建设，

强化网格管理员队伍建设， 深度挖掘、整

理、 融合社会治理数据资源， 高标准严要

求，全面做好市、镇重点工作；抓提升促长

效， 促进整体工作效率提升； 抓运行提效

能，全面提升工作执行力建设；积极推动实

施社会服务管理和治理工作， 协同联动抓

好网格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接下来， 沙田将健全入格部门针对网

格事项的业务指导和网格上报隐患事件的

快速联合处置机制，对照市“智网工程”考

核标准，强化部门联动，推动部门力量向基

层一线下沉，共筑基层治理第一线，力促全

镇社会治安风险防范、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和公共安全事故防范处理“三大核心

任务”，在村

（社区）

这个社会治理主战场组

织实施和化解。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南城召开“万企帮万村”工作动员会议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9 月 14 日，东莞市南城街道召开“万

企帮万村”工作动员会议，动员和统

筹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支援南城南雄

对口帮扶工作，增强贫困村自我造血

能力， 促进贫困村及贫困户持续增

收， 为努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

量。

会议解读了《关于拓展南城南雄

“点对点” 爱心帮扶平台建设的工作

方案》。 方案提出，要整合利用驻村第

一书记原工作单位、各帮扶责任人所

在单位和南城各社区居委会的平台

优势，建立“点对点”的对接模式，募

集社会各界帮扶资源，助力驻村第一

书记开展对贫困村、贫困户的帮扶工

作。

贫困村帮扶主要包括乡村环境

提升和产业发展两方面。 乡村环境提

升帮扶主要围绕完善通村道路、供

水、排水、供电、通信、网络等基础设

施建设， 通过发挥社会企业资金、技

术、管理等优势进行帮扶，实现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帮扶主要通过与贫困

村合作投资现代农业、文旅产业等特

色产业，以及通过产业转移投资兴办

企业，或设立“扶贫车间”将部分生产

环节转移到贫困村等方式进行帮扶，

开发结对村的资源， 提高生产力、提

升附加值，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对贫困户的帮扶主要包括贫困

户的教育帮扶、医疗帮扶、农产品消

费帮扶、 家庭劳动力就业帮扶等方

面。 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精准施

策，对因学、因病致贫的贫困户除了

用好用足政策进行补助外，同时动员

社会企业力量进行爱心帮扶。 对农产

品滞销的贫困户， 采取消费帮扶方

式，解决其农产品的销售问题。 对于

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帮助其寻找合适

的就业岗位，通过就业增加贫困群众

的劳务收入，实现脱贫致富。

就落实好“万企帮万村”工作，南

城街道党委委员、南城南雄对口帮扶

指挥部总指挥李福全要求，各社区和

牵头部门、 参与单位要共同努力，高

度重视，为驻村第一书记的脱贫攻坚

工作给予有力支持。 各社区可先动员

辖区内 3 到 5 家爱心企业参加；牵头

部门要密切关注这项工作，紧密团结

驻村第一书记， 和对应的社区对接

好；驻村第一书记要近期制订落实方

案，召开对接会、宣讲会，详细介绍各

贫困村的基本情况，做好政策宣讲工

作，并为爱心企业提供帮扶建议等。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洪梅开展清理建筑材料重点攻坚行动

为巩固上一阶段建筑材料专项

整治行动成果，助力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百日攻坚战”工作，9 月 14 日

起，新一轮集中整治行动在洪梅镇各

村

（社区）

陆续开展，在多部门的联动

下，对难点区域进行重点攻坚，仍在

随意乱堆放的建筑材料和废料将被

视为无主废料强制清理。

9 月 14 日上午， 在乌沙村严管

街， 该镇镇委委员卢锡钧现场督导，

村干部、城管分局执勤人员、环卫工

人等组成行动小组，对随意乱堆放的

建筑材料和建筑废料进行清理。 现场

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上一轮的清理行

动，村民和业主对建筑材料不可乱堆

放的规定已有所了解，本次行动中发

现的仍在乱堆放的建筑材料，将不再

清运至临时堆放区供再回收，而是被

视为无主废料进行直接清理。

自 7 月开展建筑材料专项整治

行动以来， 乌沙村压实属地责任，建

立健全“村干部＋网格员”小组责任分

区管理制度， 对全村道路分片包干，

每一条主要道路都有对应的村干部

主要管理。 该村把巡查情况纳入台

账，对比分析每日违规堆放建筑材料

的变化情况，加强建筑材料临时集中

堆放区管理，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同日，在居民社区，由城管分局、

社区工作人员、清洁人员等组成的行

动小组， 对沿河路进行了清理行动。

居民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7 月开

展建筑材料清理行动以来，该社区深

入开展推进相关工作， 截至目前，沿

河路、中兴路、桥东路等一带的乱堆

建筑材料已被全面清理，社区环境大

为改善。

按照统一部署，各村

（社区）

将继

续贯彻落实“每日一小清、每周一中

清、每月一大清”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在辖区范围内实行高频次巡查，做到

即时发现即时清理，不留任何清理死

角。 由民房管治办协调安排各村

（社

区 ）

、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分局及

保洁公司组成清理组，对凡是不在

村

（社区 ）

临时集中堆放区和民房

建筑物红线范围内的建筑材料、垃

圾进行清理，各村

（社区 ）

要告知业

主和村民做好相关工作，不可随意

乱堆放建筑材料，否则将被直接清

理。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洪梅宣

华阳湖大桥效果图。

对 随 意

乱 堆 放 的 建

筑 材 料 和 建

筑 废 料 进 行

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