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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街道已建房屋补办不动产权证社会公示
兹有东城街道已建房屋共13宗（建筑），向我办申请补办不动产权证书，现将该批已建房屋的项目名称、建筑物

名称、建成时间、用地面积、建筑面积、权属单位以及地块位置等有关内容进行公示（详见附表）。
该申报内容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进行社会公示。任何机关单位、公司法人、村（居）委会、村民小组

或个人，如对以上公示内容有异议，截至2022年6月3日，均可向我办反馈意见，并提供相关意见。我办联系人：黎
先生，联系电话：22386190。

东莞市东城街道已建房屋补办不动产权手续工作办公室
2022年5月14日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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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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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华润
雪花
啤酒
（广
东）有
限公
司

建筑物名称

包装车间1期

包装车间2.1期

包装车间2.2期

办公楼

水泵房

糖化车间

食堂及销售楼

仓库

锅炉房

员工宿舍

酒吧

动力车间

发酵车间

备案编号

0220200122

0220200123

0220200124

0220200125

0220200126

0220200127

0220200128

0220200129

0220200130

0220200131

0220200132

0220200133

0220200134

法人代表

余向阳

建成时间

2005/5/27

2007/2/20

2008/4/10

2005/9/28

2005/7/19

2008/4/15

2005/9/25

2008/5/10

2007/3/10

2005/9/16

2005/9/25

2005/6/23

2005/4/17

用地面积
（m2)

13033.57

6539.31

26557.36

1284.78

146.54

4039.59

1488.77

1522.67

996.19

1037.19

260.97

3763

7157.15

建筑面积
(m2)

14798.18

7231.68

35104.6

2455.2

146.54

6641.85

1488.77

1522.67

996.19

5699.6

260.97

3763

8765.57

权属
单位

华润
雪花
啤酒
（广
东）有
限公
司

地块位置

广东省
东莞市
东城街
道东科
路29号
（东莞
市东城
街道同
沙科技
工业
园）

申请补办
证书类型

不动产
权证书
（房产）

▲东莞宏国提箱有限公司遗失
编号为2005-20-00045的建设项
目选址意见书，特此声明作废。

▲邓艳兰2022年5月11日遗失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2050219740612002X，特此声明不
承担此证被人冒用的相关法律责任。

▲东莞市翔通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遗失长安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
据收据联1份，收据电脑号码：JJ-
00148600- 1472713076353，收据
号码：JJ 00148600，收据内容：翔通
厂交来租赁厂房、宿舍定金款，总金
额：244720元，已盖东莞市长安镇
沙头股份经济联合社西坊分社财务
专用章，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声明
东莞市楚天蓝环保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同意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1000万元减
少为500万元，请有关债务债权人
自本公司声明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本公司特此依
法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减资登
记，特此声明。东莞市楚天蓝环保
服务有限公司2022年5月14日

声明
兹有东莞市大朗星卓精密五金

制品厂原公章、发票章遗失，需重
刻。特此声明原公章、发票章作废。

声明
兹有东莞市南城达源机电设备

经营部原公章遗失，需重刻。特此
声明原公章作废。

声明
兹有东莞市信东橡塑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原公章遗失，
需重刻。特此声明原公章作废。

寻死者家属
2022年 5月 11日在常平镇土

塘禾头岭二街43号507房内发现一
具男尸，经核实死者叫黄三忠（身份
证号码 420105196807022431，户
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沧
湖路112号2栋2单元4楼402室），
经我局刑侦现场初步判定，该死者
排除他杀。现需寻找直系亲属，如
有知情者，请见报之后起七日内与
我东莞市常平镇土塘（司马）派出所
联系。联系人：邹警官 陈警官 联系
电话：0769-83390999

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
寻找弃婴（弃童）生父母公告
现将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2名

弃婴（弃童）资料予以公告查找其生
父母，请该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联系捡拾地派出所查证后，携

带相关证件及资料一同到市社会福
利中心办理领回手续。联系电话：
22260314，地址：东城主山大井头
莞温路546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
认领，确定为弃婴（弃童）将被依法
安置。（儿童的名字是市社会福利中
心所取）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 2022
年5月14日

▲冯克斯，男，2011年 8月 28
日，在东莞市南城区（街道）周溪众利
路捡拾，当时约4岁，智力低下，捡拾
地派出所：南城分局白马派出所

▲冯宝石，男，2011年 8月 19
日，在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影剧院门
前捡拾，当时约5个月大，脑瘫，捡
拾地派出所：石排分局石排派出所

启启启 事事事

公公公 告告告

其他声明其他声明其他声明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声声声 明明明

关于东莞市清溪镇谢坑厦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D02街坊调整的批前公示

2022年4月，我镇完成了东莞市清溪镇谢坑厦坭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D02街坊调整草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对规划调整草案进
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现对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规划调整范围
本次调整主要涉及街坊位于谢坑厦坭片区西部，西至清溪

镇界，东至江背路，北至厦坭河，南至现状厦坭污水处理厂（一
期）。主要涉及调整范围8.64公顷，其中污水厂二期用地2.14
公顷。

二、公示时间
2022年5月12日至2022年6月10日。
三、公示方式
本次调整具体内容将通过以下方式公示：
（一）网上公示：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nr.dg.gov.cn）；
（二）现场展示：清溪镇城建国土大楼一楼大堂、江背路厦

坭污水处理厂旁项目地块。
四、关于意见和建议
凡是对本次规划草案内容有意见与建议的，可在公示期

内，通过以下方式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有

效的反馈意见，必须包括反对理由，反馈者的真实姓名、有效的
联系方式及身份证明。如果认为申请事项关系个人重大利益
的，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有效的反馈意见，将作为规划审
批的参考。

（一）将意见表投入设在现场展示的意见收集箱；
（二）网站留言；
（三）发送电子邮件到173056799@qq.com；
（四）将意见表邮寄到“东莞市清溪镇清凤路98号城建国

土大楼三楼规划管理所”（邮编523660），信封表面须注明“东
莞市清溪镇谢坑厦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02街坊调整公示
意见”。

五、联系方式
清溪镇规划管理所，联系电话87321922。
六、关于听证申请
利益关系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如需申请听证，请于公示

期内向清溪镇规划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放弃上述权利。

东莞清溪镇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2日

东城街道已建房屋补办不动产权证社会公示
兹有东城街道已建房屋共13宗（建筑），向我办申请补办不动产权证书，现将该批已建房屋的项目名称、建筑物

名称、建成时间、用地面积、建筑面积、权属单位以及地块位置等有关内容进行公示（详见附表）。
该申报内容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进行社会公示。任何机关单位、公司法人、村（居）委会、村民小组

或个人，如对以上公示内容有异议，截至2022年6月3日，均可向我办反馈意见，并提供相关意见。我办联系人：黎
先生，联系电话：22386190。

东莞市东城街道已建房屋补办不动产权手续工作办公室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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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向阳

建成时间

2005/5/27

2007/2/20

2008/4/10

2005/9/28

2005/7/19

2008/4/15

2005/9/25

2008/5/10

2007/3/10

2005/9/16

2005/9/25

2005/6/23

2005/4/17

用地面积
（m2)

13033.57

6539.31

26557.36

1284.78

146.54

4039.59

1488.77

1522.67

996.19

1037.19

2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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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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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14798.18

7231.68

35104.6

2455.2

146.54

6641.85

1488.77

1522.67

996.19

5699.6

260.97

3763

87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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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华润
雪花
啤酒
（广
东）有
限公
司

地块位置

广东省
东莞市
东城街
道东科
路29号
（东莞
市东城
街道同
沙科技
工业
园）

申请补办
证书类型

不动产
权证书
（房产）

▲东莞宏国提箱有限公司遗失
编号为2005-20-00045的建设项
目选址意见书，特此声明作废。

▲邓艳兰2022年5月11日遗失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2050219740612002X，特此声明不
承担此证被人冒用的相关法律责任。

▲东莞市翔通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遗失长安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
据收据联1份，收据电脑号码：JJ-
00148600- 1472713076353，收据
号码：JJ 00148600，收据内容：翔通
厂交来租赁厂房、宿舍定金款，总金
额：244720元，已盖东莞市长安镇
沙头股份经济联合社西坊分社财务
专用章，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声明
东莞市楚天蓝环保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同意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1000万元减
少为500万元，请有关债务债权人
自本公司声明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本公司特此依
法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减资登
记，特此声明。东莞市楚天蓝环保
服务有限公司2022年5月14日

声明
兹有东莞市大朗星卓精密五金

制品厂原公章、发票章遗失，需重
刻。特此声明原公章、发票章作废。

声明
兹有东莞市南城达源机电设备

经营部原公章遗失，需重刻。特此
声明原公章作废。

声明
兹有东莞市信东橡塑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原公章遗失，
需重刻。特此声明原公章作废。

寻死者家属
2022年 5月 11日在常平镇土

塘禾头岭二街43号507房内发现一
具男尸，经核实死者叫黄三忠（身份
证号码 420105196807022431，户
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沧
湖路112号2栋2单元4楼402室），
经我局刑侦现场初步判定，该死者
排除他杀。现需寻找直系亲属，如
有知情者，请见报之后起七日内与
我东莞市常平镇土塘（司马）派出所
联系。联系人：邹警官 陈警官 联系
电话：0769-83390999

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
寻找弃婴（弃童）生父母公告
现将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2名

弃婴（弃童）资料予以公告查找其生
父母，请该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联系捡拾地派出所查证后，携

带相关证件及资料一同到市社会福
利中心办理领回手续。联系电话：
22260314，地址：东城主山大井头
莞温路546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
认领，确定为弃婴（弃童）将被依法
安置。（儿童的名字是市社会福利中
心所取）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 2022
年5月14日

▲冯克斯，男，2011年 8月 28
日，在东莞市南城区（街道）周溪众利
路捡拾，当时约4岁，智力低下，捡拾
地派出所：南城分局白马派出所

▲冯宝石，男，2011年 8月 19
日，在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影剧院门
前捡拾，当时约5个月大，脑瘫，捡
拾地派出所：石排分局石排派出所

启启启 事事事

公公公 告告告

其他声明其他声明其他声明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声声声 明明明

关于东莞市清溪镇谢坑厦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D02街坊调整的批前公示

2022年4月，我镇完成了东莞市清溪镇谢坑厦坭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D02街坊调整草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对规划调整草案进
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现对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规划调整范围
本次调整主要涉及街坊位于谢坑厦坭片区西部，西至清溪

镇界，东至江背路，北至厦坭河，南至现状厦坭污水处理厂（一
期）。主要涉及调整范围8.64公顷，其中污水厂二期用地2.14
公顷。

二、公示时间
2022年5月12日至2022年6月10日。
三、公示方式
本次调整具体内容将通过以下方式公示：
（一）网上公示：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nr.dg.gov.cn）；
（二）现场展示：清溪镇城建国土大楼一楼大堂、江背路厦

坭污水处理厂旁项目地块。
四、关于意见和建议
凡是对本次规划草案内容有意见与建议的，可在公示期

内，通过以下方式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有

效的反馈意见，必须包括反对理由，反馈者的真实姓名、有效的
联系方式及身份证明。如果认为申请事项关系个人重大利益
的，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有效的反馈意见，将作为规划审
批的参考。

（一）将意见表投入设在现场展示的意见收集箱；
（二）网站留言；
（三）发送电子邮件到173056799@qq.com；
（四）将意见表邮寄到“东莞市清溪镇清凤路98号城建国

土大楼三楼规划管理所”（邮编523660），信封表面须注明“东
莞市清溪镇谢坑厦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02街坊调整公示
意见”。

五、联系方式
清溪镇规划管理所，联系电话87321922。
六、关于听证申请
利益关系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如需申请听证，请于公示

期内向清溪镇规划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放弃上述权利。

东莞清溪镇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2日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1）主次干道乱扔杂物、占道经
营、车辆乱停放现象较多。如松山湖
工业西四路 4号、大朗镇云莲路 49
号、沙田镇横流大街和桥西路、黄江镇
公常路、万江简沙洲社区龙湾路、虎门
镇新联新安路、东城光明三路等乱扔
杂物现象较多；石龙镇王屋洲村龙林
路、常平镇元霞路等占道经营现象较
多；大岭山镇鸡翅岭村鸡翅岭路、莞樟
路寮步段和寮步富源路12号旁等车
辆乱停放现象较多。

（2）背街后巷乱扔杂物、乱设乱
张贴小广告、占道经营、建筑垃圾乱
堆放等现象较多。如黄江镇田美社
区福利大街、横沥镇求雨岭大街南
一巷、寮步镇凫山村和富竹山社区的
背街后巷等乱扔杂物现象较多；洪梅
镇黎洲角横涌街和环东路六巷、大岭
山镇马蹄岗新围一巷和马蹄岗围面
前街、石排镇庙边王龙田二路等乱设
乱张贴小广告现象较多；望牛墩镇望
联四坊三巷和河东路三坊七巷、常平
镇漱旧东泰二街、黄江镇新市社区背
街后巷等占道经营现象较多；桥头镇
田新旧围巷、中堂镇蕉利东坊新村十
六巷41号对面建筑垃圾乱堆放现象
较多。

（3）市场周边乱扔杂物、占道经营
或出店经营、车辆乱停放等现象较严
重。如莞城新光明市场、高埗镇冼沙
二上坊农贸市场、清溪镇浮岗市场等
周边乱扔杂物现象较多；莞城罗沙市
场、高埗镇凌屋村综合市场和冼沙明
珠路2号103湘E果品店、望牛墩镇
望联菜肉市场、厚街镇虹桥市场、道滘
镇永庆市场等周边占道经营或出店经
营现象较多；东城光明社区市场、塘厦
镇林村市场环村南路19号旁等车辆
乱停放现象较多。

（4）部分室外公共卫生间异味较
大、保洁不及时、乱张贴乱涂写小广告
等现象较多。如谢岗曹乐夜市广场公
厕、大朗48号和42号公厕、黄江大家
乐广场公厕和新市市场公厕、东坑镇
01号和03号公厕、石龙27号公共厕
所等异味较大；道滘39号公厕、麻涌
镇大步公园公厕周边、桥头0501公
厕、横沥04号和36号公厕等卫生状
况较差，保洁不及时，石碣镇单屋01
号公厕和石碣黄泗围02号公厕、高埗
06号公厕、谢岗13号公厕乱张贴乱涂
写小广告。

（5）部分公共广场（公园）乱扔杂
物、路面或设施破损等现象较严重。
如松湖烟雨公园、道滘镇永庆公园等
绿化带暗藏垃圾，麻涌镇大步公园、
谢岗镇上湖村广场、桥头镇田新广场
等乱扔杂物现象较多；沙田镇横流广
场、望牛墩广场等路面或设施破损现

象较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部分农贸市场或摆卖区卫生
环境较差，垃圾清运不及时。如中堂
镇农贸市场垃圾散落，清溪镇土桥市
场流动摊贩卫生不整洁，樟木头农贸
市场垃圾清运不及时。

（2）个别农贸市场周边车辆乱停
放。如樟木头农贸市场门口车辆乱停
放，占用消防通道。

（3）个别流动摊贩安置摆卖区存
在占道经营等现象。如万江简沙洲摆
卖区超出黄线区域摆卖。

（4）个别食品店存在未落实价格
公示制度，店内产品无生产日期。如
厚街镇星合日用品店有一处食品未标
价，樟木头镇住诚食品经营部有一处
产品无生产日期。

市交通运输局

（1）部分车站无“全民戴口罩”文
明行动相关公益广告，如石龙车站、石
排车站等；部分车站有市民未戴口罩，
如常平车站、南城车站等；部分车站站
内有多处垃圾，厕所异味较大，站外有
盯人拉客现象，如凤岗车站、清溪车站
等；个别车站候车室无障碍卫生间电
灯损坏，如桥头车站。

（2）部分公交车放置的服务证件
非 当 班 司 机 ，如 长 安 210 路 粤
S05575D、222路粤S29020D、201路
粤 S10619D；个别公交车无服务证
件 、无 车 票 ，如 厚 街 317 路 粤
S18273D；个别公交车无线路走向图，
如桥头713路粤S17700D。

（3）部分出租车不按规定停放，如
粤SX4H63莞通出租车、粤SX8K03
龙威出租车在虎门高铁站不按规定停
放；个别出租车车前杠损坏明显，如粤
SX2K53龙威出租车（塘厦）；个别出
租 车 在 候 客 区 违 停 揽 客 ，如 粤
SV6D37龙威出租车在石龙火车站出
租车候客区违规占停候客区车辆通
道，下车揽客。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部分公共文化场馆基本服务
项目和场馆设施不够完善。如石排、
谢岗、桥头、横沥、黄江、清溪、东城、寮
步、望牛墩等图书馆无障碍通道设置
不够完善；莞城、长安图书馆未提供
24小时自助服务。

（2）个别公共文化场馆宣传氛围
不够浓厚。如石排图书馆宣传栏排版
不够规整，公益广告宣传海报不够美
观。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部分建筑工地材料堆放不符
合要求、未做到工完场清，如黄江镇

东莞市宏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凤岗镇宇宙机械科技（东莞）有限公
司厂房项目和东莞市创杰电子有限
公司等项目情况较严重；部分建筑工
地裸露的场地和堆放的土方未按要
求覆盖、固化或绿化，如松山湖万科
松悦花园项目、华为松山湖团泊洼6
号地块工业项目及安科高端医学影
像创新中心（松山湖）等未按要求覆
盖的局部裸露场地较多；部分建筑工
地围墙周边垃圾未及时清理，如万江
翡翠滨江花园、虎门镇龙眼小学改扩
建工程、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扩建
三期项目（厚街）、厚街镇新塘小学改
扩建工程等；部分建筑工地围挡未沿
工地连续设置，如石碣文晖学校、桥
头镇实优特电子科技生产建设项目、
横沥镇双和机车拉索有限公司等；部
分建筑工地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
施，如黄江镇泰安府项目和星王电子
有限公司数码精密电子科技产业项
目等未设置车辆冲洗设施；部分建筑
工地施工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如
企石镇江南小学扩建项目、南城万象
府等。

（2）部分物业小区垃圾乱堆放、
清运不及时，如凤岗镇聚福豪园楼梯
口、望牛墩镇恒大翡翠华庭和天诚时
代、洪梅镇雍景香江垃圾乱堆放，凤
岗镇佳嘉豪园小区绿化带、长安镇中
惠山畔名城垃圾未及时清理，樟木头
镇香樟绿洲小区因疫情道路封闭未
及时清运绿化垃圾；部分物业小区及
周边车辆乱停乱放，如寮步镇金湖花
园和碧桂园、东城街道景天花园、麻
涌镇碧水湾花园小区、洪梅镇雍景豪
园、望牛墩镇四季名苑、高埗镇万科
第五城小区周边路面及企石镇东江
豪门、碧桂园、嘉宏锦城小区部分区
域等；部分物业小区公益广告宣传气
氛不够浓厚，如塘厦镇东湖山庄缺乏
爱国宣传，樟木头镇汇景城市中心宣
传氛围不够浓厚；个别物业小区未落
实好“全民戴口罩”文明行动，如企石
镇碧桂园个别住户出入未戴口罩，麻
涌金河湾水岸苑小区疫情防控门岗
规范管理不到位。

市卫生健康局

（1）部分医院洗手间门背后等地
小广告乱张贴。如康华医院、市妇幼
保健院洗手间门背张贴不法广告。

（2）部分医院门口商贩摆摊人员
和摩托车司机聚集且大部分未戴口
罩。如企石医院门口摩托车司机没戴
口罩。

（3）个别医院防疫宣传氛围不够
浓厚。如东城医院未发现“全民戴口
罩”文明行动相关公益宣传。

（4）个别医院就诊高峰期人数较
多，部分就诊人员未能保持一米线距

离。如市妇幼保健门诊预检分诊处没
有合理设置分流，就诊人员聚集扫码，
未保持一米社交距离。

市教育局

（1）部分校园内及周边存在乱扔
垃圾、垃圾未及时清理等情况。如麻
涌镇新港学校、凤岗银星小学、望牛
墩镇育林学校周边、道滘中心小学、
东职院卫生健康学院（道滘）校园周
边、长安镇雅正学校小学部校门外花
坛、东莞市第八高级中学（樟木头）、
樟木头镇华太小学、樟木头镇中心小
学、樟木头镇实验小学校园周边、莞
城英文实验学校北门外墙路边垃圾
桶旁有散落垃圾，莞城实验小学门口
对出人行道、莞城英文实验学校南门
门口路边有烟蒂，塘厦中学、东莞理
工学院校园（松山湖）垃圾未及时清
运，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塘厦）垃圾
清运时不够卫生。

（2）部分校园公益广告宣传氛围
不够浓厚。如茶山镇嘉盛实验小学门
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传张贴比
较零乱，大岭山华强学校文明校园创
建展板较少，大朗镇水霖学校展示学
生守则不够显著，塘厦镇中心小学、塘
厦镇第三小学、塘厦镇科翔小学周边
缺少自创公益广告。

（3）部分校园无障碍设施设置不
符合标准。如厚街镇前进小学后门走
廊的轮椅通道和寮步镇育贤小学无障
碍设施设置不够规范。

（4）部分校园内工作人员和学生
戴口罩不规范或没戴口罩。如高埗镇
河城小学部分学生戴口罩不够规范，
莞城步步高小学有1名后勤人员和1
名学生没有戴口罩。

（5）个别校园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如常平镇豫添小学部分消防设备
已过期。

市交警支队

（1）摩托车、非机动车、行人闯红
灯等现象较严重。如大朗镇大润发路
口、虎门镇金色家园路口、谢岗镇金岛
酒店路口、长安镇国际酒店路口、茶山
镇东岳路路口、洪梅镇洪梅大桥路口、
石龙镇裕兴路与龙兴路交叉路口、樟
木头镇圩镇百佳路口、中堂镇今麦郎

路口和万和路口、清溪镇商会大厦路
口等。

（2）非机动车或行人乱穿马路等
现象较多。如道滘镇花园大街与振兴
路交叉口、寮步镇香市路与石大路
X234交叉路口、望牛墩镇公安分局路
口等。

（3）非机动车逆行现象时有发生，
管理难度大。如道滘镇虹南路口与外
环路口交叉口、高埗镇莞潢路维稳中
心路口等。

市金融工作局

（1）部分银行营业厅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公益广告宣传氛围不够
浓厚。如工商银行怡丰支行（东城）、
浦发银行东城支行、工商银行道滘
支行、工商银行沙田支行、工商银行
寮步百业城支行、工商银行谢岗支
行等。

（2）部分银行营业厅未更新雷锋
志愿服务内容。如民生银行东莞分行
（南城）、工商银行厚街厚沙支行等。

（3）部分银行营业厅缺少投诉处
理机制。如工商银行虎门人民支行、
邮政储蓄银行长安一龙支行、东莞农
村商业银行茶山横江村分理处等。

（4）部分银行营业厅未在显著位
置展示行业规范。如建设银行高埗支
行、建设银行横沥支行等。

市生态环境局

（1）大气方面：部分企业日常管理
不到位，危险废物未储存在危废仓，
未配置或闲置废气处理设施，废气
直接外排，如乔高石材有限公司（厚
街）、奥诺德电器科技有限公司（长
安）、万江鑫奥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新创汽车维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万江）、冠裕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道
滘）、长安马自达（东莞通益店）（寮
步）等；部分在建工地裸露土方没有
覆盖，没有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扬
尘现象明显，如万荣工业区拆迁堆场
（寮步）、强胜钢结构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厂外道路（桥头）、京九大道停车车
位路段（常平）、沿江路堤围加固工
程（高埗）、榴香路提升工程（莞城）、
进港中路傍一堆场（沙田）、港口大
道旁一扩建道路提升工程（万江）、

麻涌镇华阳湖大桥项目工程、洪梅
湘丽纸品厂旁长堤路面升级工程
等；个别企业存在散乱污问题，如厚
街镇贤德鞋材。

（2）宣传方面：长安镇2月份开
展活动少于3场。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个别政务服务中心疫情防控意识
不够，如长安镇政务服务中心的自助
服务区未落实入场查验措施，个别工
作人员未正确规范戴口罩，上班期间
在前台服务区域进食，未及时对厅内
未戴口罩的市民进行劝导。

市农业农村局

（1）部分村（社区）的“三地四边”
（边角地、插花地、闲置地，路边、田边、
塘边、山边）垃圾久积成堆，屋舍周边
杂物乱堆乱放。如凤岗镇塘沥行政
村、清溪镇罗马村天生湖连塘一巷、大
岭山镇马蹄岗李氏大宗祠附近、厚街
镇陈屋社区和赤岭社区、洪梅镇夏汇
村等。

（2）部分村（社区）河涌池塘清理
不彻底，水面垃圾漂浮，明渠排放，污
水积聚，水体黑臭。其中企石镇较为
严重，如湖美东巷科地亚实业有限公
司附近、铁炉坑村新蕾现代幼儿园附
近、博夏村新熠电子有限公司、南坑村
南坑一村南五巷148号、南坑村南坑
松园路路牌附近等。

（3）部分村（社区）“三线”乱搭乱
接现象严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如
中堂镇袁家涌北汴大街22号、大朗镇
洋乌村升平北路、高埗东联一街17号
和欧邓村十三巷11号、虎门镇怀德远
丰新村等。

（4）部分村（社区）农地、林地、闲
置地存在乱搭乱建窝棚等现象。如
中堂镇北王路旁北潢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周边和下芦村村委大楼右边对
出农田、沙田镇泥洲村立沙大道旁边
水产养殖场周边、道滘镇大鱼沙村农
田等。

（5）个别镇的村（社区）破旧危房
未妥善处理，存在安全隐患。如大朗
镇仙村屋头岭东三巷、犀牛陂村正坑
一区四巷43号对面、松木山村祥和一
路等。

市文明办通报2022年第一季度文明创建督导检查情况

对标要求查找问题 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文明创建在路上

2022年第一季度文明创建督导检查问题汇总

本报讯（记者 范德全）5 月 13
日，市文明办通报东莞市 2022 年
第一季度文明创建督导检查情况，
公布了全市 33 个镇街（园区）打分

排名和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
根据我市文明创建督导检查

工作部署，市文明办对我市 13 个
市 文 明 委 成 员 单 位 上 报 的 2022

年第一季 度 文 明 创 建 督 导 检 查
情 况 进 行 了 统 分 排 名 并 汇总存
在问题。

从通报情况可以得知，2022 年

第一季度各镇街（园区）文明创建
工作排在前 3 名的分别是松山湖、
东坑、东城，后 3名的分别是高埗、
洪梅、石龙。

市文明办表示，各镇街（园区）
要认真对标对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最新标准和要求，查找存在问
题和差距，确保整改落实到位。要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健全
和完善工作机制，确保文明创建工
作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