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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1月13日，省残联副理事长陈宏宇、

省残联宣文部部长陈土新、省残疾人体

艺中心主任龚春光等到东莞调研残疾

人运动队疫情防控工作并参加国家残

疾人体育训练基地揭牌仪式。 当日上午

10时，国家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揭牌仪

式在东莞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体育

馆内举行。

东莞市残联理事长陈伟贤在致辞

时表示，近年来，市残联围绕市委、市政

府的工作中心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高度重视残疾人工作，尤其是残疾

人体育工作， 广泛开展残疾人体育活

动，竞技体育取得优异成绩。 残疾人体

育代表团蝉联广东省残运会“三个第

一”，先后输送周国华、杨义飞、陈敏仪、

王小梅、黄文娟等一批优秀运动员到国

家队、省队参与集训。 多年承接国家队、

省队集训任务， 保障队伍在残奥会、亚

残运会和全国残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

多次承办国际级、国家级残疾人体育赛

事，为中国残联、省残联开展残疾人体

育活动提供有力保障。“这次市残疾人

体育训练中心挂牌国家残疾人体育训

练基地的牌子，它对于提高东莞残疾人

体育工作水平，促进东莞残疾人体育训

练基地建设，推进残疾人体育工作标准

化、规范化、专业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和

深远的影响。 ”陈伟贤说。

省残联副理事长陈宏宇在致辞时

表示，一直以来，东莞持续为国家、省输

送优秀运动员，在省运会、全运会、残奥

会等重大体育比赛中表现突出， 为国

家、省赢得了荣誉。 可以说，东莞残疾人

竞技体育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都有较

大的影响。 此次东莞市残疾人体育训练

中心被中国残联命名为“国家残疾人体

育训练基地”。 是广东省地级市首个“国

字号”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这不仅是

东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当中的大事、盛

事，也是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中的

好事、喜事，这深刻体现了中国残联对

东莞残疾人体育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

度信任。

揭牌仪式后，陈宏宇等领导走访慰

问了在莞集训的国家盲人柔道队、国家

盲人门球队、 国家残疾人射箭队等3支

队伍。 对运动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调

研，并向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送上祝

福。 他强调，防疫成果来之不易，要清醒

认识疫情防控工作的持久性复杂性艰

巨性。 秋冬季节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的风

险增加，要高度重视，做好人员、队伍管

理，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防止秋冬

季疫情在残疾人服务机构内反弹。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陈旭培

2020年度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公布

东莞13个载体被认定为省级孵化载体

日前从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公官网

获悉， 2020年度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

载体名单公布， 东莞被新认定的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共8家， 省级众创空间

有5家。

据了解， 2019～2020年度广东省共

认定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包括46家众创

空间、 38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 3家科

技企业加速器 、 1家国际化众创空

间、 5家粤港澳科技企业孵化器及 4

家粤港澳众创空间 。 其中， 东莞被

新认定的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7

家， 包括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

术研究院 、 瑞鹰 3I孵化器 、 东莞市

智慧小镇创意产业园 、 国际水谷孵

化器、 厚街华科城科技企业孵化器、

宝豪Winpark科技企业孵化器、 华科

城东城双创基地、 清大孵化器。 省级

众创空间有5家， 包括东莞车库咖啡、

弈众创 、 温度溢智众创空间 、 极地

国际创新中心、 金智空间 。 本次没

有东莞相关载体进入到省科技企业

加速器、 国际化众创空间、 粤港澳科

技企业孵化器及粤港澳众创空间这三

类载体名单中。

据东莞科技局介绍， 近年来， 东

莞不断在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寻求

新突破 。 与国内高校院所合作共建

了 33家新型研发机构， 其中省级新

型研发机构 26家； 在首批广东省基

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中， 承

担和参与承担了30.7%的项目； 2020

年全市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

项66项， 同比增长10%。 积极组织推进

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攻关 ，

2019年以来获省重点领域研发项目24

项， 立项资金近3亿元， 在全省排名第

三。

同时， 大科学装置、 重点实验室、

高水平大学在东莞呈集聚态势。 国内

最大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束

流功率提前达到100千瓦的工程设计目

标， 南方光源研究测试平台项目已经

动工建设。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初步形

成了全链条创新模式， 承担了国家、

省科技重大项目40多项， 研究成果入

选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2019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20年7月， 国家发改委、 科技部

批复同意“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

城” 片区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先行启动区的主体， 标志着东莞科

技创新由“地方队” 正式跻身“国家

队”， 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占据了重要

地位， 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

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

去年12月底， 科技部和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分别公布 《国家创

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20》

和 《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

报告 2020》 。 东莞位列全国第 2 2名，

在广东省内排名第三， 较2019年同榜

单排名上升6个名次。

目前， 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6206家， 继续位居全省地级市首位；

科技型中小企业达3417家， 位居全省

地级市首位；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达

到122家， 其中国家级孵化器23家， 居

全省第三位； 全市4203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建有研发机构， 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机构建有率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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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分夺秒！

东莞交警成功救助一氧化碳中毒小孩

1月12日19时30分许， 东莞交警虎

门大队在执勤时， 接指挥中心指令，在

太沙路路段一辆小车司机急需将车上

的一位煤气中毒的小孩送医院救治。 接

报后， 交警队员迅速联系上小车司机，

掌握了事情基本情况后，立刻让司机前

往太沙路与虎门大道交汇处铁骑队员

会合。

由于正值夜间高峰， 交通繁忙，交

警、 铁骑队员马上规划出最佳救援路

线，兵分两路，一组去控制虎门大道

的红绿灯 ， 保证前往医院的道路畅

通，另一组在约定地点，等待小车到

来，为小车开辟安全的“绿色通道”。

原本差不多要10分钟的路程，缩减成

了2分钟左右。 最后， 交警铁骑安全

将车辆护送至滨海湾中心医院，并帮

助其家人将小孩送至急诊室。

据了解，小孩是在家中洗澡，关闭

门窗，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经医生诊断

治疗后，小孩才慢慢恢复意识，目前暂

无生命危险。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急速奔袭！

常平巡警紧急救助受伤昏迷儿童

1月13日， 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

民警在开展大巡防工作时，对一名意外

摔伤昏迷不醒的幼儿紧急救助送医，目

前伤者已脱离危险。

1月13日17时50分，巡警大队民警徐

威和辅警林代兴、方世敏等人在驾驶警

车前往开展大巡防工作时，途经常平镇

贡品街常平房地产大厦，遇到一名怀抱

幼儿在路边焦急等待的男子，林代兴等

人立即停车上前了解情况。 经了解，该

男子的孩子意外摔伤， 目前昏迷不醒，

伤势严重，急需前往医院救治。

因情况十分危急且时值下班高峰

期，为了保证小孩的伤情能得到及时治

疗，徐威、林代兴等人果断驾驶警车将

男子和伤者送往东莞东部中心医院，并

通过高音喇叭喊话，提醒路上的车辆与

行人避让，保障一路畅通。 经过10分钟

的奔袭，他们快速且安全地将伤者和男

子送至东莞东部中心医院治疗。 目前伤

者已脱离危险， 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伤者家属对及时给予帮助的常平公安

大巡防警力表示万分感谢。

市公安局常平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此事件中，徐威、林代兴、方世敏

等人主动作为，在短时间内安全地将伤

者送到医院，为伤者的治疗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受到了群众的高度好评。 希望

广大民警及警辅人员以他们为榜样，主

动作为， 高质量开展好大巡防工作，以

实际行动践行“我们在·常平安”理念，

为提升群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

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常平公安宣

全省地级市首个“国字号”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在莞揭牌

救助及时，幼儿已脱离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