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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五年

东莞 610 条河涌重现
“水清岸美”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水草丰美、白鹭齐飞……华阳湖碧道是东
莞治水攻坚成效的缩影，也是东莞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五年来成效
显著的生动注解。
2016 年 12 月，全国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五年来，东莞河长制
体制机制不断建立健全，构建了以市主要领导分别担任第一总河
长、总河长的三级河长体系，着力解决河湖管理保护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
“ 河长制”推动“河长治”，
“ 河长治”促进 610 条河涌“水清岸
美”，在全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中获评“优秀”，荣获“全国水生态
文明城市”
“ 国家节水型城市”称号，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
本报记者 周桂清 文/图
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领导挂点督导河涌整治
东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面
推行河长制工作，从 2016 年起，把全
面推行河长制作为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抓手，全力促进改革落地
生根、取得实效，营造了浓厚的“全民
治水 合力治水”
氛围。
市领导担任市级河长，明确由市
委书记任市第一总河长、茅洲河第一
河长，市长任市总河长、石马河第一河
长，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等党政领
导分别担任五大流域的市级河长，高
位推进河长制工作落实。
市四套班子领导挂点督导重点河
涌。为坚决打好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
战，创新实行市四套领导班子成员挂
点督办重点污染河涌治理，坚持每年
挂点督导污染较严重、治理难度较大、
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重点河涌。其中，
2020 年，市四套班子领导挂点督办 42
条 重 污 染 河 涌 整 治 ，全 年 挂 点 督 办
100 次，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124
个，
充分发挥了
“头雁”
示范效应。
东莞市河长办建立健全基层河长

考核制度，建立月度约谈工作机制，出
台全市基层河长水质考核评价方案，
压实了基层河长对水质改善的责任。
将水质考核评价纳入市河长制考核体
系以及镇级河长个人考核体系；对基
层河长开展述职评议，要求所有基层
河长结合年度工作进行述职，随机抽
取部分镇村级河长进行“面对面”述
职。加大个人履职不力的追责问责，
强化责任落实，推动河长制从“有名”
向
“有实”
加快转变。
建立健全三级河长体系，全市全
面建立市、镇、村三级河长制组织体
系，669 条河涌都有了守护她的“河
长”
，
全市共设立河长 1044 名、湖长 33
名，实现全市河湖管理保护责任全覆
盖。在 2020 年，东莞各级河长累计巡
河超过 5.56 万人次，发现解决问题超
过 2.03 万个，
河长履职效能持续提升。

■同沙生态公园环湖碧道

一方案”
“一河一策”的思路，推进全市
建成区和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对
全市污染河涌进行综合整治，不断提
升河涌水质，改善河流水生态环境。
成立市水污染治理现场指挥部，茅洲
河、石马河、东引运河—寒溪河、东江
下游水污染治理现场指挥部，分流域
对重点河流开展水污染治理攻坚战。
积极开展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按
照“河内（含滩地）无乱占乱建，两岸路
通 达 ”的 要 求 ，对 全 市 669 条 河 涌
（1146 段河段）两岸进行清理。对全
市河道管理范围内 182 个砂场进行清
610 条河涌完成综合治理
理整治，取缔洗砂场，保留部分堆砂场
和自用砂场。定期组织水陆两路例行
一条条河涌重现“水清岸美”，彰
巡查及深夜伏击，不定期加强夜间水
显的是“十三五”期间东莞水环境治理
事巡查执法。河湖“清四乱”工作于
取得的显著成效。
东莞坚持问题导向、因河施策。 2020 年 5 月底全部通过核查销号，完
成全市河道管理范围内 182 个砂场的
对污染河涌进行综合治理，按照“一镇

市文明办督导组到南城、谢岗、
桥头对其文明创建工作
“回头看”

清理整治工作，保留 29 个堆砂场、37
高标准建成碧道逾 140 公里
个自用砂场，取缔全部洗砂场，河湖管
理保护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
优美清澈的河流湖泊是群众对良
完善“三位一体”的水生态环境治
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期盼。东莞在水环
理保护体系。进一步提升河湖水质，
深
境改善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水生态保护
入开展美丽河湖创建行动，
大力推进河
修复，
积极推进碧道建设，
注重
“人水和
湖生态修复、生态改造，提升河湖水生
谐”
，
完成碧道建设 140 多公里，
让群众
态环境。大力推进连片水环境水生态
拥有更多生态环境获得感和幸福感。
建设，
打造若干个千亩以上的城市湿地
高标准建设东莞碧道，将碧道建
公园、
十里以上的滨江生态廊道。
设作为水环境治理的升级版高质量推
5年来，
东莞新建污水管网1.2万公
进。东莞通过河湖大保护、生态大修
里，
610条污染河涌完成综合治理，
重现
复，打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水草丰
“水清岸美”
景象；
22条城市建成区黑臭
美、白鹭成群”的东莞碧道。制定了
水体全面消除黑臭并逐步实现
“长制久 “一环一网、多廊串珠”的碧道建设总
体布局，明确到 2022 年完成不少于
清”
。全市 9 个国省考断面水质保持达
350 公里，到 2025 年完成不少于 600
标，茅洲河、石马河等重点流域水质全
公里，到 2030 年建设 1000 公里的碧
面达标，2020 年国省考断面水质综合
道建设总体目标。
指数改善幅度排名全国第三、全省第
2019 年 5 月，东莞麻涌镇华阳湖
一，
全市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改善。

加快整改短板 提升城市
“颜值”
堆满杂物，消防设备没有维保记录，花
槽大面积破损，有牛皮癣；江南第一城
公益广告宣传氛围不浓郁，少见有公
益广告。

市文明办督导巡查组（以下简称“督
导组”
）前往南城街道和谢岗镇、桥头镇的
部分重点区域和场所，对其文明创建工作
进行“回头看”。在“回头看”过程中，督导
文明创建在路上 组发现，通过督导组及相关单位共同努
力，东莞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已初显成效。
但督导组还是发现一些突出问题存在，如共享单车乱停放、小区不
文明晾晒、杂物乱堆放、学雷锋志愿服务岗工作人员没有佩戴相关
标识等问题，各镇街还需继续努力。

谢岗、桥头：文明创建氛围
有待加强

本报记者 张喜林 尹金钟 赵浛锐 图/文

南城：主次干道共享单车摆
放过多需整治
督导组前往南城街道的主干道、
广场、社区、小区花园等公共场所，现
场看到当地注重营造良好公益氛围，
部分广场可见多处结合地方主题特色
的景观小品，让群众在良好的环境中
感受精神文化的魅力。
但督导组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

国家湿地公园及麻涌河一河两岸纳入
省级“万里碧道”试点。2020 年，东莞
把“加快‘万里碧道’建设”写进政府工
作报告，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以“粤韵芳华香两岸、
一带碧水映古梅”为主题，重塑“江水
绕村榕树绿，塘鱼鲜美荔枝红”的田园
风光，统筹治水、治城、治产，建设宜居
宜业宜游一流水岸。
2020年4月，
18.3公里的华阳湖碧
道完成建设。碧道以华阳湖国家湿地
公园和麻涌河一河两岸为载体，以“游
龙披锦、
云舞泽涌”
为设计理念，
融合麻
涌文化特色、
岭南水乡风光和华阳湖生
态本底，通过实施水资源保障、水安全
提升、
水环境改善、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景观与游憩系统构建等五个方面 17 个
具体项目建设，实现治水升级，改善周
边群众人居环境，
带动产业升级。
华阳湖碧道建设已成为东莞全面
推行河长制的生动实践，巩固和发展
治水成果的典型缩影。其实，
“万里碧
道”建设只是东莞推进河湖治理的其
中一步。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东莞
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按照中央和省河长制工作
部署，全面统筹，系统谋划，高位推进
各项工作落实。
目前，东莞按照“一环一网、多廊
串珠”总体布局，以东江干流、东江南
支流、东江北干流、石马河、茅洲河、东
引运河和寒溪河等 7 条主干碧道建设
为 基 础 ，同 时 开 展 水 乡 河 网 碧 道 建
设。对碧道堤岸进行生态化改造、岸
边带景观绿化、慢行道和配套休憩设
施建设等，到 2022 年，东莞建设不少
于 350 公里碧道；到 2030 年，碧道建
成长度达到 1000 公里，提升城市品质
和市民幸福指数。

共享单车乱停放或摆放过多、清洁工
具随意丢弃在花槽中、停车场内的花
槽垃圾较多、消防设施没有维保记录
等问题较为突出。
在东园大厦楼下，督导组还能见
到墙体外立面上有多处牛皮癣；东园
大厦周边商铺上好便利店把废弃冰箱
堆放在过道上；南城街道印象汇亨元
路路面有坑洼积水，商铺占道经营，地
面脏污严重，共享单车乱停放，下水井

■南城鸿福西路共享单车乱堆放

盖处堆积淤泥。
鸿福西路天诚国际露天停车场
内，多个花槽内存在纸屑、果皮等垃
圾未清理；鸿福西路 7 号衣库对出人
行道存在大量施工废弃物未及时清
理；鸿福西路沿线共享单车堆积情况
较突出。
在社区方面，胜和社区存在汽车

堵塞消防通道、善行义举榜内容未更
新、学雷锋志愿服务岗工作人员没有
穿戴志愿者服装等问题。
在小区方面，督导组先后到健朗
花园、健雅阁和江南第一城，发现健朗
花园存在三线乱拉接、小区过道上杂
物乱堆放、公益广告张贴不规范、有不
文明晾晒现象等情况；健雅阁楼梯处

昨日，督导组在谢岗花园大道看
到，道路整体环境比较干净，但道路两
旁的绿化带里存在垃圾和烟蒂未及时
清理的情况。在永江国际公馆停车场
也存在有垃圾未及时清理的情况。
在富盈山水花城，督导组巡查时
发现，周边有悬挂布条横幅情况，周边
的电动车未按规定摆放，墙壁上的宣
传海报比较陈旧。同时，绿化带有垃
圾未及时清理。
在谢岗市场（谢岗村），由于该市
场正在升级改造中，周边机动车乱停
放，临时摊档区有部分商贩、群众未
佩戴口罩，市场内没有行业规范张贴
内容。
督导组在桥头新城市场内巡查时

发现，该市场有牛皮癣、垃圾桶未分
类、垃圾未及时清理、周边有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乱停放、现场施工未围蔽等
情况。
在桥头莲湖公园，督导组看到湖
面有垃圾，周边有烟蒂，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乱停放，核心价值观宣传被遮挡，
同时，该镇中心小学门口核心价值观
公益广告牌不规范、公益宣传栏有牛
皮癣、路面有破损情况。
在桥头凯达华庭小区，督导组发
现存在住户通道有墙体剥落、单车乱
停放、不文明晾晒、垃圾未及时清理等
不文明现象。同时，在桥头镇政府周
边背街小巷里，督导组巡查中发现，周
边存在电线杂乱、机动车乱停放、墙面
有牛皮癣、路边有垃圾的不文明现象。
在桥头镇莲城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督导组巡查中发现，该社区存在无
学雷锋志愿服务岗、无村规民约、宣传
栏重叠张贴、公益宣传泛白破损脱落、
周边有垃圾、牛皮癣、汽车乱停放、围
挡宣传破旧等不文明现象。

东城街道桑园社区第三工业园新型产业类更新单元单一主体挂牌招商公告
经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根据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的委托，通过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东城街道
桑园社区第三工业园新型产业类更新单元单一主体挂牌招商公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更新单元概况
东城街道桑园社区第三工业园新型产业类更新单元（以下简称“更新单元”
），位于东莞市东城区北部，单元范围北至规划路三、南
至振兴东路、东至福康路、规划路二、西至环城东路，单元总面积为 154387㎡，其中拆除范围面积为 122525㎡。现状以多层工业厂房、
办公建筑为主，
总建筑面积为 166464㎡；
整治活化区 5037㎡；
现状保留区 9183㎡；
现状道路区 17643㎡。
桑园社区第三工业园新型产业类更新单元基本情况
单元范围
拆除范围内用地
起始价 每次竞价幅度
项目编号
位置
单元面积
面积
（万元）
（万元）
功能分区
规划用途
出让年限
㎡
㎡
新型产业用地（M0）50 年
混合用地
新型产业+商业办公用地
北至规划路三、
拆除重建区 122525
（M0+C2，
R0）
（M0+C2）40 年
南至振兴东路、
配套型住宅用地（R0）70 年 23543
2021WD008 东至福康路、
规 154387
200
划路二、
西至环
整治活化 5037
城东路
现状保留 9183
现状道路 17643 道路用地（S1）
二、主要规划条件
规划要求
新型产业用房（M0） 配套型住宅（R0）
商业
（㎡）
居住
（㎡）
工业（㎡）
仓储（㎡）
毛容积率
建筑总量
（㎡）
（㎡）
44.46 万
（㎡）
3.78 万
--31.88 万
8.80 万
----3.5935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服务规模
实施主体
备注
整体实施：
附设
公交首末站
--3025
--单元改造主体 具有停车功能
公交首末站
拓宽环
道路宽度控
2519
--单元改造主体
整体实施
城东路
制在 65 米
公共设施建设要求 道路交通
拓宽圃
道路宽度控
9504
--单元改造主体
整体实施
设施
制在 65 米
次干道及 园西路
以上道路 拓宽福
道路宽度控
3342
--单元改造主体
整体实施
康路
制在 24 米
拓宽振
道路宽度控
3047
--单元改造主体
整体实施
兴东路
制在 24 米
其他要求
需配建的公共设施及整治工程：
（1）拓宽、打通环城东路、圃园西路、福康路、振兴东路，总面积 18412 平方米；
（2）更新单元内附建 1
处建筑面积不少于 3025 平方米的公交首末站；
（3）整治活化工程：用地面积 5037 平方米，整治内容为人行道修复、排水管道优化等工
作。最终整治内容及具体要求以已批前期研究、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地块包装成果为准。
需承担的教育配套责任：
更新单元需要配套 106 个幼儿园学位（约 4 班），224 个小学学位（约 5 班），94 个初中学位（约 2 班），由开发
主体落实教育配套义务，开发主体可自行解决或以委托东城街道办事处办学等其他方式解决，具体由开发主体与东城街道办事处协商
确定。
三、报名资格要求：
（一）报名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 5000 万元。
（二）报名企业须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并具有经东莞市投资促进局认定东莞市新型产业用地（M0）开发企业准入资
质的企业，
只接受企业法人单独申请。
（三）产业园运营经验及实力：报名企业或其控股母公司（含控股母公司的关联公司）需具备招商能力及运营管理能力，在东莞区域

投资与本更新单元规模相当的工业类、产业类项目 3 个或以上，自主运营管理的产业类物业面积不低于 30 万平方米（提供报名企业控
股母公司及关联公司的营业执照、股权架构图、其他关联证明文件；相关项目土地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规划许可证、管理运营合同或
协议等证明材料；
复印件需加盖报名单位公章）。
（四）确认改造主体后，
项目公司注册地址需在东莞市东城街道。
（五）报名企业具有以下情况的不得报名：①凡违反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欠缴土地出让价款的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②失信被执行
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由东城街道办事处对报名企业进行资格审核。
四、竞价方式及环节
本次更新单元单一主体挂牌招商分两个环节，
完成两个环节才确定成交方。
（一）政府（集体）收益报价环节（线上）。以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网上挂牌竞价出价最高者确定为不动产权益要约收购
环节的收购主体。
（二）不动产权益要约收购环节（线下）。收购主体在限期内完成 100%不动产权益收购并取得全部权益收购确认函后，经出具成交
确认书则确定为成交方。
五、地价款起始价、保证金和支付要求
（一）政府（集体）收益报价环节的地价款起始价为人民币 23543 万元，其中：
（1）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起始价约为 4998.35 万元；
（2）
拆迁补偿方案明确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货币补偿为 16401 万元。集体经济组织的货币补偿为固定值，竞价报价浮动限于政府土地出让
收益部分，
每次竞价幅度为人民币 200 万元。
（二）竞投保证金设定为人民币 18636 万元。在确定收购主体后，收购主体的保证金将自动转为政府（集体）综合收益兑付保证金，
未竞得人的保证金 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挂牌成交后，保证金先用于抵扣地价款款项。限期内未能完成收购而终止挂牌的，扣除兑
付保证金的 10%（即人民币 1864 万元）用于支付前期工作费用，
剩余部分保证金无息退回给收购主体。
（三）成交地价款包含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和拆迁补偿方案明确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货币补偿。成交地价款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同时，
由成交方按规定支付相关税费。
六、挂牌招商网址、时间
（一）挂牌招商网址：
本次网上挂牌招商通过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dg.gov.cn/）进行。申请人可在交易网下载挂牌
招商交易须知及附件等相关挂牌招商文件，
查阅本次挂牌招商详情。
（二）挂牌招商时间：
申请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5 日 9 时整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17 时整；
资格审核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5 日 9 时整至 2021 年 12 月 21 日 17 时整；
缴纳保证金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5 日 9 时整至 2021 年 12 月 24 日 17 时整；
政府（集体）收益报价网上竞价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5 日 9 时整至 2021 年 12 月 28 日 10 时整；
不动产权益人要约收购时间为自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确认收购主体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
七、联系方式
（一）委托方：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
联系地址：
东莞市东城大道 561 号
联系人：
黄小姐
联系电话：
22331360
（二）挂牌方：
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
东莞市南城区西平社区东六路
交易中心联系人：
韩小姐
联系电话：
28330611
交易系统联系人：
胡先生
联系电话：
28330619
（三）监管方：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
东莞市东城路 268 号测绘大厦
联系人：
胡小姐
联系电话：
26983589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
2021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