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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湾新区威远城市花园开建
系威远岛回迁安置项目，规划建设42平方米至168平方米共6种户型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 员 虎 门宣

近日，东莞滨海湾新区威远岛土地
整备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 （ 一 期 ） 工程
举行开工仪式，这意味着威远岛安置小
区一期工程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开工建
设阶段。 作为全岛回迁安置的首开项
目，威远城市花园的开工建设，对于进
一步加快推动威远岛土地整备工作，加
速实现滨海湾新区规划蓝图和提升威
远民生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
威远城市花园是威远岛重要的民生
保障项目。 为了让群众早日住上环境优
美、高品质的安置小区，过去一年多时间
里，滨海湾新区、虎门镇与各参建单位、
社区反复研究完善设计建设方案， 强化
前期工作并联无缝对接， 从而有力保障
了项目的顺利开工。 接下来，在各参建单

位的共同努力下， 一定可以将威远城市
花园项目建成质量一流、环境优美、设施
完善、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
据了解，安置小区一期工程项目已
被列入2021年东莞市重点项目，总投资
12.83亿元，项目总建筑面积为285139.13
平方米，占地面积45408.84平方米，预计
2024年8月20日交付。 安置房以高层住
宅为主，规划有42平方米、62平方米、90
平方米、120平方米、148平方米和168平
方米共6种户型， 总套数1777套， 配备
2044个车位。 安置小区兼具威远岛特色
与完善的现代化配套设施，依山傍水而
建，环境优美。
“
我们将秉承
‘
每建必优，使命必达’
的精神，通过高水平策划、精细化管理、
高标准建设， 将威远城市花园项目建设
成精品工程、标杆工程、满意工程。 ”中建
五局东莞分公司副总经理卓林园说道。

威远城
市花园项目
效果 图。

威远城市花园项目正式落地开工
建设，为威远岛土地整备工作迈入新阶
段注入强劲信心，也为滨海湾新区的开
发建设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接下来，
随着威远城市花园以及大湾区大学 （滨

一湾云璟项目营销中心“十一”开放

莞城医院推出
中医理疗“夜诊”服务

规划建设14栋洋房，主推建筑面积96~143平方米住宅
日前，由武汉城建和招商蛇口联合
主办的“
WONDER FUTURE 滨海湾
未来创想大会”举行。 据悉，10月1日，一
湾云璟项目营销中心将对外开放，项目
主推建筑面积96~143平方米智慧臻装
美宅。
作为中国领先的“城市和园区综合
开发运营服务商”， 招商蛇口致力成为
美好生活承载者。 截至目前，招商蛇口
业务覆盖全球超过110个城市和地区，
开发精品项目逾620个。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特色鲜明、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节点城市，东莞亦
是招商蛇口重点深耕的城市之一。 2017
年底，招商蛇口通过摘牌麻涌招商雍华
府地块， 宣告正式进入东莞市场。 5年
来，招商蛇口紧随集团战略，秉持“东莞
所 需 、招 商所 长 ”的 投资 思 路 ，深 耕 东
莞。
今年正值招商局创立150周年，招
商蛇口携手实力国企武汉城建，于东莞
滨海湾礼献封面之作“一湾云璟”，成就
片区美好人居品质新范本。
一湾云璟， 享滨海湾TOP级配套。

交通上，八轨连湾区，一路到前海；配套
上，接壤滨海湾市政服务核芯，旁边即
是靖海学校 （2022 年 10 月 动 工 ），共有三
大菁英教育环绕，畅享青创广场商业中
心等五大繁华商圈，更享有10万平方米
的滨海湾·花海里等八大生态公园。 项
目规划建设14栋户户朝南的洋房，规划
有酒店式度假泳池、 中轴园林景观、下
沉庭院等社区配套，全屋采用一线家装
品牌，为住户提供拎包入住的智能化居
家体验。
信息时报 记者 段亚雄

137家优质单位线上云集求贤
聚焦数字经济人才和重点产业人才，线上云聘会持续至10月15日
莞爱人才，“数”造未来！ 9月15日，
2022东莞“名企名校行”招才引智云聘
会在
“就莞用”一体化平台、“校校招”小
程序及“智通人才网”线上平台同步开
启。 当天下午，还开展了名优单位直播
带岗活动。 线上云聘会将持续30天，至
10月15日结束。
本次活动由中共东莞市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东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东莞市人力资源
服务中心承办。

4家单位带岗直播，超5800人才在线
9月15日下午，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广东安达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松山湖材料实
验室，携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等高
层次人才招聘岗位开展直播带岗，吸引
5802名优秀人才线上同时段参会。 直播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两位优秀人才分享
在东莞的工作生活感受。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的周女士是东莞市优才卡持卡
人，就职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 周女
士认为东莞是一个有内涵的创新型城

市， 城市本身的魅力和对人才的关怀，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此安家。 作为一
名东莞人，周女士希望，发挥“优才志愿
服务队”的作用，给在莞和来莞人才搭
好平台、共同成长，让大家在东莞开启
人生新篇章。
就职于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
张先生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 入职9年
多。 张先生表示，他从一名校招大学生
到技术骨干，再到负责新厂筹建，每个
阶段公司都给予他很多培训和成长机
会，自己也在不断历练中成长、进步。 张
先生认为，东莞有很多就业机会，很多
优质企业都在东莞建厂，而且都是现代
化花园工厂，东莞是一个宜业宜居的城
市。

优质用人单位云集，人才需求量大
据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云聘会聚焦数字
经济人才和重点产业人才引进，名优单
位多，人才需求量大。 活动云集了中铁
五局集团、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松山
湖材料实验室、伯朗特机器人、安达智
能装 备 、拓 斯达 、盛 雄 激 光 、雄 林 新 材

海 湾 校 区 ）、大学科技园、镇远中学、路
网等项目的加快建设，将威远岛打造成
为集高端教育资源、科技创新、优质生
活配套等为一体的“湾区智慧岛”步伐
将进一步加快。

料、新奥燃气、美盈森环保科技、中麒光
电技术、 维科电池等137家东莞名优企
事业单位， 共计发布博士后、IT开发工
程师、网络运营工程师、解决方案经理、
数据挖掘分析师、网络安全工程师等岗
位794个，合计需求5216人。
本次活动采取线上云聘会的形式
举办，为招聘企业和求职者提供集空中
面试、在线直聊、直播带岗等在内的“一
条龙”服务。 其中，
“空中面试”“在线直
聊”服务全天“不打烊”，为用人单位、各
地人才提供招聘、求职对接服务。
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还通过“专
业招聘平台+校园渠道+数据库营销”
的引才模式， 精准对接高校人才资源，
发挥青年人才莞训计划城市Open Day
对接全国各地有关著名高校的效能，重
点链接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武汉
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南大学等
知名高校，同时发挥北京、武汉、成都、
长沙等9个国内人才工作站的作用，助
推本次云聘会活动，扩大活动的传播范
围， 活动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5000名本
科以上学历层次人才参与。
信息时报记 者 叶 虹
通讯 员 王茜

夜间门诊时间为周一到
周五17：30至21：00
白天工作忙， 看病不方便怎么
办？ 为更好地满足市民在不同时间
段的就诊需求， 充分发挥医疗服务
资源效能， 东莞莞城医院中医理疗
科在日常工作时段外，特别推出“夜
诊”服务，满足市民“晚上也能做理
疗”的需要。
据了解， 莞城医院中医理疗科
夜间门诊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17：
30至21：00 （节 假 日 除 外 ），主要开展
治疗项目有针灸、温针、龙氏正骨疗
法、中药外敷、穴位贴敷、拔罐、督脉
灸、蜡疗、牵引、中频等。
莞城医院工作人员介绍， 现在
生活节奏快，工作学习压力大，很多
人处于亚健康状态， 容易出现肩颈
胸腰椎慢性劳损、腰腿痛、头晕、头
痛、失眠、疲劳、倦怠、乏力等症状。
推出夜诊服务， 正好可以解决上班
族、学生族的需求，让他们不用耽误
正常工作、学习就能看病，解决他们
的困扰，也可以分流日间就诊压力。
信息时报 记者 段亚雄
通讯 员 莞 城宣

中欧低波策略系
列长期业绩稳健
在资管新规的背景下， 绝对收
益基金平衡而稳健的风险收益结构
优势凸显。 在长期维度下，中欧基金
旗下低波策略系列产品“
抗波动”效
果显著，截至2021年年末，成立满5年
的低波策略产品均取得了年年正收
益的稳健表现，在有效缓解“波动焦
虑”的同时，为投资者分享长期成果。
面对市场起伏、风格切换，中欧
基金始终心无旁骛， 将持有人利益
放在首位， 持续创造卓越的长期业
绩，以及如何把基金的长期业绩，更
好地转换成投资者账户里的“长期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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