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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路”打通后市民出行
节约15分钟

5月1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络绎
不绝的车辆从袁岗路二期道路通过。
该段道路为沥青混凝土结构，长约
300米、宽20米，双向四车道，为方便
市民穿行，路中还新建了人行横道。

从高空俯瞰，该路段西接袁岗路
一期道路，东与环城路相交，紧接黄江
人民公园和融创公园首府；此外，还临
近黄江中学以及中心幼儿园，位置十
分重要。

“以前这条路没打通，我们要绕一
大段路。打通之后，可以少走好几公
里。”经常往返黄江及周边几个镇街的
货车司机张师傅说，袁岗路二期道路
开通后极大方便了他们的出行。

黄江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路段
通车后有效缓解了环城北路以及教育
路的交通压力，实现镇中心区域的快
速通行，方便周围居民出行。

“以前接送孙子总要绕到旁边的
小路，还容易堵车。现在这条路打通
了，出门接孙子都可以晚10到15分
钟出门，真的方便了很多。”叶阿婆在
鸡啼岗村居住几十年了，她说盼这条
道路通车已经盼了十多年了。

黄江镇规划所所长曾金权表示，
随着袁岗路一、二期道路工程相继通
车，不仅进一步完善了黄江中心区域
交通路网，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题，也
将解决黄江人民公园南门建设问题，

进一步激活附近的商业圈和市民生
活圈，盘活周边物业，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

今年计划打通9处“断头路”

道路是城市发展的动脉，与社会
经济发展、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作为东莞连接深圳的“南大门”，去年
以来，黄江不断完善路网结构，提升道
路沿线片区土地利用价值，改善黄江
镇整体交通环境。

随着黄江镇经济社会大力发展，
城市化进程加速，一片片路网也正在
黄江加速形成。但由于受山地众多等
地形限制，黄江境内“断头路”众多。
此外，大量旧厂房、旧民房的存在更增
加了征地拆迁的难度，在加快推进道
路建设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硬骨头”
要啃、许多难关要攻克。

2021年以来，黄江着力破解民生
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把打通区内

“断头路”作为改善民生“最后一公
里”的实事深入推进，对全镇多条“断
头路”集中攻坚，不断满足群众出行
需求。

袁岗路二期路段尽管只有约300
米，但由于该位置处于黄江镇区中心，
征拆难度十分大。在黄江镇新一届党
委政府的统筹下，党员干部多方协调、
集中攻坚，积极做好拆迁户的思想工
作，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贯通了这段
困扰黄江13年的断头路。

黄江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通断

头路是黄江加快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一步。今年，黄江计划打通9
处断头路，加快构建高品质城市交通
体系。其中就包括对袁岗路延长线、
晨熙花园西侧支路等道路实施升级改
造，相关工程竣工后将进一步提升黄
江道路品质，畅通路网微循环，有效解
决黄江交通拥堵问题。

加快构筑“三纵五横”高品
质交通路网

道路交通建设的背后，隐藏着黄
江巨大的发展潜力。高品质打造城市
交通体系不仅事关民生福祉，也已成
为黄江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
急。

去年，黄江明确未来五年将投入
35亿元构筑“三纵五横”的高品质交
通路网，推进轨道交通1号线建设，加

快建设新城大道、清龙路、松黄路，全
面打通并升级镇内“断头路”，以交通
率先一体化带动协调发展。

从成功贯通环城南路、田星路等
多处“断头路”，到着力打通第二条连
接黄江与深圳的主干道，再到3个地
铁站征收工作基本完成，当前黄江正
加快构建高品质城市交通体系，积极
加强与深圳、松山湖路网连接，将区位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接下来，黄江将加快构筑“三纵五
横”的高品质交通路网，带动区域协调
发展。

未来五年，黄江将投入35亿元加
快构筑“三纵五横”的高品质交通路
网，加快塑造“双城双核，一轴一链”的
城市结构，构建集科研、生活、生产功
能为一体的多元化城市，以高强度投
入、高标准建设主动对接深圳光明和

松山湖两大科学城，支持推动更多科
研成果在黄江落地转化。

其中投入17亿元打通第二条对
接深圳的新城大道，升级改造公常路、
芙蓉路，协调建设清龙路、松黄路，打
造内联外通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同
时，按照双向八车道标准升级改造公
常路，推进公常路与莞深高速节点立
交改造，开发沿线周边地块，结合黄江
特色打造景观新地标。协调建设全长
7公里的清龙路，打通黄江—松山湖
科学城的快车道，投入1.5亿元升级改
造全长约1.62公里的清龙路黄江段。
投入3.2亿元建设星光大道、嘉宾路、
蝴蝶一路，搭建连接新城大道及公常
路的高效互通路网，便利莞深企业、群
众来往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涉及各村
征地拆迁问题，更事关全镇的发展

规划，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镇
各个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才能形成
攻坚合力。”相关负责人表示，高品
质打造城市交通体系既要打通“大
动脉”，又要疏通包括农村公路在内
的“毛细血管”，让高速路网与千家
万户紧密相连，提高群众出行的便
捷性。

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立足黄
江当前交通现状，结合全镇城市规划
及未来远景目标发展，总体考虑、分步
实施，在项目实施上注重先急后缓，统
筹推进。

“其中特别要突出服务松山湖科
学城建设大局，加快推动‘双科学城’
高质量串联。”该负责人说，加快构筑

“三纵五横”的高品质交通路网，将为
打造深莞科技成果合作转化区提供有
力支持。

黄江加快构建高品质城市交通体系

困扰市民13年 又一断头路被打通
“以前这条路没打通，我们要绕一大段路。打通之后，可以

少走好几公里。”经常往返黄江及周边几个镇街的货车司机张
师傅说。日前，黄江中心区主干道袁岗路二期道路通车，继打
通环城南路的断头路后，一条困扰黄江13年的断头路贯通。

2021年年初，鸡啼岗“断头路”动工拆迁；2022年元旦当
天，经过升级改造后的嘉宾路紧随其后开放通车……黄江一步
一个脚印，将民之所盼一一实现。

2021年，黄江加快构筑“三纵五横”的高品质交通路网，以
交通率先一体化带动协调发展。当前黄江正积极加快构建高
品质城市交通体系，在黄江镇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上，“推进一揽子断头路贯通工程”成为六件民生实事之一。

本报记者 甘劼伟/文 通讯员 李鄂/图

5月10日，袁岗路二期道路工程正式验收，黄江镇委书记苏东（左四）到现场进行查看
袁岗路二期道路工程今昔对比图
黄江人民公园南门工程项目效果图

4.45亿播放量，引爆全网

东莞出圈！
自4月23日，经济日报微信

视频号播放《原来你是这样的东莞
|看岭南水乡的春光》视频后，一轮
有关东莞的话题迅速火爆全网，掀
起热潮。

随后，经济日报视频号播发
《东莞味道了解下》《一座一往情
深、日久深情的城》《鳒鱼洲是个什
么洲》《虎门销烟地现在是啥样》等
多条重磅视频，从虎门销烟的悠久
历史，到鳒鱼洲工业遗存的华丽转
身，从制造业的深厚底蕴，到迈向
全球竞争科创新城的迅速崛起，以
影像全面展现，以现在透射未来。

其中，《东莞有多“好吃”》推文
在经济日报微信阅读量近3万次，
微信视频号播放量超20万次，东
莞美食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有网友留言“目测，每一种口
味的荔枝我都吃过。”“烧鹅濑粉、
虎门蟹饼，我都爱！”……让人垂涎
三尺的地道美食遍及东莞每一个
小小的角落里。

5月9日，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重磅推出《东莞豪迈——践行习近
平经济思想调研行》的深度长文，
把东莞这座城送上网络热议的高
潮。当日，其以#世界工厂东莞的
惊人之变#的话题在微博发酵，在
约24小时时间里，共收获1.1亿次
阅读、超过3000次讨论。

此外，《东莞豪迈》文章当天登
上“学习强国”平台推荐频道，高位
展示，阅读量近120万，并引发全
国各地网友的热烈讨论，他们纷纷
称赞东莞制造业发达。

5月10日，《经济日报》头版刊

发评论员文章《筑牢赢得主动和未
来的硬底盘》，“点睛”东莞高质量
发展之路密码。文章认为，东莞要
有坚定不移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
济的信心和定力，有加快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和实力的志气和骨气，推
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同频共振、相得益彰，
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

两天之后，《探索高质量发展的
“广东路径”——专访广东省省长王
伟中》重磅文章在5月12日的经济
日报头版刊发，以更高层次、更宽视
野，剖析包括东莞在内的广东省近
年来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和经验。

据统计，截至5月12日中午
12时，《东莞豪迈》在网络全平台
累计传播量达4.45亿次。其中，
经济日报各新媒体平台累计阅读
量超2.3亿次，仅微博话题的阅读
量就超2亿。

随后跟进报道的广东省市主
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的阅读量
高达1.15亿次。目前，各平台数据
仍在稳步增长中。

记者梳理发现，南方网、大洋网
等省内八大重点新闻网站，以及“广
东发布”公众号等省内重点网络平
台对《东莞豪迈》系列报道进行转载
推送，总传播量超1500万次。

东莞市域范围，本次《东莞豪
迈》系列报道更掀起转发热潮。据
统计，相关内容转发达680篇次，
总传播量超2000万次。

出圈背后：一座正被全新
定义的城市

为何是东莞？为何选择东莞

这一地级市作为样本？
东莞冲上热搜背后，是东莞经

济、文化、科创等综合实力的展现。
“希望借此机会，发掘东莞成长‘独
特性’背后的‘普遍性’，给其他地区
以借鉴和启发。”经济日报采访组
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采访组走进镇街村社、工厂车
间，踏访松山湖、滨海湾等创新平
台，与城市决策者、政府职能部门、
科学家、企业家、创业者、城市居民
等进行深入座谈或采访后，“我们
发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东莞。”

东莞的样子是怎样的？
每7个东莞人里就有1个老

板！全球每3件玩具、每4部智能
手机、每5件羊毛衫、每10双运动
鞋，其中之一就是东莞造；每10台
口罩机，有6台是东莞造……《“世
界工厂”，你究竟有多少料？》主稿
推文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微信
总阅读量超过14万次，被广东发
布、东莞发布等120个公号转发，
东莞的魅力可见一斑。东莞坚守
先进制造业这一“根”与“魂”，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稳而有力。

制造业名城之外，还有你想不

到的多姿多彩。东莞，是正被全新
定义的城市。

东莞告诉世界，这里是一座科
创新城。“喝杯咖啡的时间电动汽
车已满格”“在松山湖畔偶遇世界
级科学家将不是意外”……东莞的
科技创新引外界惊叹。惊叹的背
后是，东莞科技创新能力挺进全国
科创20强，位列地级市第三名，实
现大幅飙升。

东莞告诉世界，这里是一座来
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三江六岸滨
水岸线岸绿景美、鱼翔鹭飞；53座
博物馆讲述着岭南文化、莞邑文化
的绵延流长……立足“双万”新起
点，东莞正在全力推动城市管理实
现从“规模供给”到“品质供给”的
转变，推进千万人口与城市深度融
合、共生共荣。

东莞告诉世界，一炷莞香的悠
久传承在暗香中浮动，一场篮球
比赛的角逐在汗水中闪烁奋斗之
光，一座华阳湖经历了脱胎换骨
的生态巨变……东莞的多姿多彩
在多家媒体多种形式中展现得淋
漓尽致。

“调研采访的深度和广度，为

我们观察‘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的
东莞提供了更多维度。经过采访
组的讨论，我们认为用‘豪迈’一
词，大致可以概括我们对东莞的印
象。”采访组表示。

采访组表示，在东莞，他们看
到了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豪气，看到
了毫厘之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看到了东莞人民奋斗不止的万丈
豪情。“我们既为东莞成功迈上‘双
万’台阶而喝彩，更要为东莞跋山
涉水迈过沟坎的韧性加油。”

在24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虎门炮台遗址静静伫立，诉说着这
座近代史开篇地的城市的过往；在
生产车间里，一款款东莞制造的产
品发往全球各地，持续讲述着改革
开放40余年来，东莞这座城市在
制造业这条路上的坚守；在松山湖
科学城这一国家战略下，“国之重
器”中国散裂中子源跑出“中国速
度”，东莞源头创新的能力持续提
升……从历史到人文，从制造到科
技创新，从车间到潮玩，东莞，正稳
步迈向未来，散发出新的魅力。

全平台4.45亿次传播背后，
是一座正被全新定义的城市。

《东莞豪迈》系列报道已在全网平台传播4.45亿次

东莞正以综合实力被全新定义
截至5月12日中午12时，《东莞豪迈——践行习近平经

济思想调研行》（以下简称《东莞豪迈》）系列报道在经济日报
各新媒体平台累计阅读量超2.3亿次，网络全平台累计传播量
达4.45亿次。东莞引爆全网，掀起热潮。

是东莞荔枝的清甜让话题更热？还是“东莞制造”的雄厚
实力惊艳网络？抑或是东莞企业家的实干和坚韧引起共鸣
……记者为您“复盘”《东莞豪迈》系列报道冲上热搜全过程，
解读“东莞豪迈”背后的城市新定义。

资深记者 张华桥/文

▲▲
▲

■东莞冲上热搜背后，是东莞经济、文化、科创等综合实力的展现。图为彩虹下的东莞市区 本报记者 陈栋 摄

2022年第一季度
“东莞好人”出炉

本报讯（记者 范德全）由市文明办发起
的2022年第一季度“东莞好人”评选活动，经
广泛推荐、初步筛选、点赞评议、网络公示和综
合评定，卜莎莎等18位同志被评为2022年第
一季度“东莞好人”。

市文明办表示，希望获评“东莞好人”的同
志加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大力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如既往地发挥示范带
头作用，积极争当公民道德建设标兵。全市上
下要大力宣传“东莞好人”的感人事迹和高尚
品德，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创新方式
载体，不断提升“东莞好人”凡人善举的传播效
果和质量，大力营造全社会致敬好人、尊重好
人、学习好人、争做好人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深
化“好人之城”建设，为东莞在“双万”新起点上
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一个模范就是一个标杆，一个好人就是一
面旗帜。凡人善举，彰显人间大爱；普通岗位，
闪耀奉献光芒。一起来看看，这18名“东莞好
人”都有谁？

第一季度“东莞好人”名单
一、助人为乐（6名）
1.卜莎莎（女） 东莞市厚街镇宝屯社区志

愿服务队
2.利少灵（男）东莞市东坑医院
3.邓凤群（女）东莞市虎门镇怀德幼儿园
4.傅青山（男）东莞市寮步志愿者协会
5.邓康兵（男）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驻东

莞市大朗镇流动党员委员会
6.钟伟根（男） 东莞市大朗富田市场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二、见义勇为（4名）
7.陆崇深（男）东莞市虎门镇王屋服装厂
8.杨锦平（男）东莞市虎门镇长堤路码头
9.覃龙庆（男） 东莞市寮步镇横坑阿特弈

耳机有限公司
10.蔡斌玲（女）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樟木头大队勤务中队
三、敬业奉献（8名）
11.萧灿辉（男）东莞市公安局麻涌分局中

队长
12.庾桂香（女）东莞市黄江镇网格管理中心
13.梁赤波（女）东莞市长安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14.林 剑（男）东莞市公安局长安分局交警

大队
15.司 寒（男）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中堂大

队大队长
16.王洁萍（女）东莞市厚街镇前进小学
17.刘秀云（女）东莞市企石镇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
18.刘剑雄（男）东莞市石碣镇教育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