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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逆袭
双目接近失明，4年完成九

年义务教育

5月15日是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
日。当晚7时，一场主题为“促进残疾
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地标建筑
亮灯活动在东莞上演，东莞中心城区
民盈·国贸中心、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东莞环球经贸中心等标志性建筑齐齐
亮灯，流光溢彩的主题灯光秀点亮东
莞这座“友善之城”的夜空。

然而，在蔡勇斌的脑海里，家乡东
莞最高的地标建筑，还是1992年时建
起来的华侨大厦，对父母的印象，也还
是30多岁时的年轻模样。

每天早上，蔡勇斌都会早早来到
办公室，端坐在电脑前，双手飞快地敲
击键盘，调试代码。34岁的他，戴着
眼镜，面目清秀，看起来与普通人无
异。如果不说，你可能很难相信，他是
一位盲人程序员。

1993年的冬天，命运给了蔡勇斌
重重一击。6岁的他，因为好奇，举起家
里修房子用的石灰桶，想要弄清里面装

的是什么。白色的石灰从他头顶倾泻
而下，从此，他的世界便失去了色彩。

父母带着年幼的他四处求医，但
踏遍全国最好的医院，也没法帮助他
恢复视力。在经历数次手术后，蔡勇
斌的视力仅仅恢复到0.15，这是几近
失明的状态。所有人都觉得，他只能
在家人的照顾下过一辈子了。

13岁时，家人把他送到深圳一所特
殊教育学校就读。在那里，他实现了人
生的第一次逆袭——用4年时间完成
了九年义务教育。然而，临近毕业时，
大家都对他说：“好好学习推拿吧，这可
能是你今后唯一的出路。”但蔡勇斌不
信命，他心底的那团火始终没有熄灭，
他要用自己的双手打破命运的诅咒，谱
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第二次逆袭
自学编程，成为全国首批信

息无障碍工程师

蔡勇斌第一次接触电脑，是当年
被送到深圳的特殊教育学校时。身边
的同学告诉他，视障者可以通过读屏
软件，在电脑上看新闻、听歌，和陌生

人聊天等。这颠覆了他的认知。
毕业后，出于对电脑的爱好，他开

始自学编程。因为看不见编程书，他
只能用读屏软件来“听书”。当时，读
屏软件的准确率还不是很高，经常会
把字母O识别成数字0，导致程序不
断崩溃。为了找出问题所在，他只好
把脸凑到屏幕上，用微弱的视力去判
断哪里出了错，写一小段代码，有时他
要花上几天几夜；因为看不见键盘，他
只能靠死记硬背，记下每一个键的位
置，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2009年，蔡勇斌终于开发出一款叫
作“PC秘书”的软件。它可以让视障者
和常人一样在网上听音乐、听新闻、订
餐，为视障人士开辟了一条网络“盲道”。

凭借着内心深处那团不灭的火，
蔡勇斌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逆袭。
2014年，蔡勇斌加入由腾讯、阿里巴
巴、百度等共同注资成立的公益机构，
蔡勇斌经过腾讯专家面试后，成为全
国第一批信息无障碍工程师。

“凡未曾将我打败的，都只能使我更
加强大。”蔡勇斌说。当命运发给蔡勇斌
一手烂牌时，他没有认输，而是拼尽全

力，让生命活出一束光，照亮他人的路。

第三次逆袭
在科技领域创业，让视障者

“看”得更远

在中国，有超过1700万名视障
者，众多视障者只能被困在家中或从
事按摩等行业。当年在特殊学校毕业
后，蔡勇斌便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希
望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能通过互联网

“看到”更远的地方，而不限于家庭或
者按摩行业。

东莞，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让蔡
勇斌实现了人生的第三次逆袭。

2018年，蔡勇斌正式辞职，回到
家乡东莞创业，创立东莞市一同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专门致力于信息无障
碍领域。公司创始团队来自大江南
北，大部分是视障人士，且圈内推荐或
慕名加入的居多。

在同事吴振文看来，蔡勇斌为人
随和，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同
事李鸿利也有同感，认为蔡勇斌具有
开拓性思维，总能够别出心裁、另辟蹊
径找出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令李鸿
利最佩服的，还是蔡勇斌坚持不懈的
精神。

即使是普通人，要想在科技领域
创业都不容易，何况是视障人士？

“只要有平等的机会，就会有超越
的可能”。走进一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的办公室，这句标语醒目地印在墙壁
上。创业途中充满了曲折，视障群体的

需求不可能受到所有企业的重视，因此
他们的服务和产品常常不被理解。但
作为领跑者的一员，蔡勇斌并不气馁，
他一边跑客户，一边不忘争取机会，呼
吁社会给予视障群体更多关心。

经过不懈努力，蔡勇斌的团队成
功拿下国内外多家公司的数个订单，
并陆续开发出适用于视障者购物平
台、知识平台等多款软件，让视障群体

“看到”了科技创新的发展成果。
2018年，蔡勇斌和相恋10年的

女友结婚，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2019年，是蔡勇斌的“幸运年”，获得

“广东省自强模范”称号、被中国残联
评为2019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
人物、在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
中获得金奖——那是广东省同类型赛
事中最高级别的比赛。此外，他还获
得阿里巴巴代码领域最高奖项、全国
信息无障碍开发大赛最高奖项。

东莞，让蔡勇斌成就了生活、事业
和家庭的梦想，让他和他的团队安居
乐业。

“我们团队能走到今天，是国家和
政府给予的支持。能够登上《新闻联
播》，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国家关注、
重视我们这个群体，我和我的团队都
非常兴奋、激动，这是我们干事业的最
大动力。”蔡勇斌说。他的路越走越坚
定，他希望未来自己能打造出更多有

“温度”的科技产品，为视障群体插上
一双翅膀，让他们的人生不断迸发出
生命的光彩。

互联网世界开“盲道”，让视障者“看”得更远

东莞视障工程师蔡勇斌的三次逆袭
在蔡勇斌的朋友圈，每几天

就会更新一条信息，内容有对祖
国大好风光的赞美，也有对最新
前沿科技的惊叹。他说，保持对
这个世界的好奇和触感，是作为
视障者应该具备的修行。

作为一名34岁的视障工程
师，蔡勇斌的人生实现了三次
“逆袭”：虽然双目接近失明，但
他用4年时间完成了九年义务
教育；通过读屏上网自学编程，
成为全国第一批信息无障碍工
程师；创立东莞市一同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带领一批视障人士在
科技领域共同创业。

他是“广东省自强模范”，是
2019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
人物，还曾获得全国信息无障碍
开发大赛最高奖项，在广东“众
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中获得金
奖。今年5月16日，央视《新闻
联播》节目介绍了蔡勇斌和他团
队的事迹。

“科技强国，奋斗有我。感
恩这个时代，让我们有了参与平
等对话的机会；感恩东莞这座有
温度的城市，让我们得以发挥所
长，活得更好。”蔡勇斌发自内心
地说，是东莞和这个时代成就了
他们，让视障人士一样可以发光
发热。

策划：虞清萍 殷昌盛
首席记者 曹丽娟/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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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6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介绍了蔡勇斌和他团队的事迹

■蔡勇斌在东莞创立的一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门致力于信息无障碍领域

东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决定以网上交易方式挂牌出让一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一）1．该地块周围基础设施达到三通，即通水、通
电和通路；按现状出让；2．成交后30日内，由虎门镇人
民政府将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交付给竞得人使用。

（二）竞买保证金设定为9350万元人民币。竞买申
请人的购地资金（即地价款，含竞买保证金）须为合规自
有资金。竞买企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贷、担
保或其他相关融资便利等。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使
用金融机构各类融资资金，购地资金不得使用房地产产
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借款或预付款，购地资金不得使用
其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购地资金不得使
用参与竞买企业控制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竞买申请
人要说明购地资金来源、提供相应证明并对上述要求作
出承诺。

（三）规划建设要求：1．竞得人须按规字第2022-
03-1005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的要求进行建设，竞得
人必须在土地交付后1年内动工建设；2．该地块开发建
设期为3年，宗地建设项目在2023年7月24日前开工，
在2026年7月24日前竣工。

（四）该地块项目应当按照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
准和装配式建筑有关要求进行建设（由东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监管）。

（五）如竞买申请人注册地址不在虎门镇的，需在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在虎门镇
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全资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
目，该全资子公司须与出让方签订补充合同条款同意承
接该宗地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期间所有税费均在虎门镇
缴纳，由虎门镇人民政府监管）。

（六）在竞价过程中，若竞买申请人的最高报价不超
过（即小于等于）最高限制地价53653万元时，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及成交地价款；当报价达到最
高限制地价时，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要求竞买的，
交易系统暂停报价，转为通过网上终次报价方式确定竞
得入选人。终次报价区间为53653万元至53654万元，
以终次报价中最接近所有终次报价平均价的原则确定竞
得入选人，其所报的终次价格为成交价。

（七）竞得入选人须按照《关于进一步严格住宅用地
竞买有关事项的通知》（东自然资〔2021〕318号）的要求
接受竞买资格审查，自竞买资格审查通过后2个工作日
内签订《成交结果确认书》，自签订《成交结果确认书》后4
个工作日内与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二、竞买资格和要求：
竞买申请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参与竞

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二）具备房地产暂定或以上开发资质，资质证书应

在有效期内，企业联合体参加竞买的，具备资质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同一竞买申请人及同
一集团成员企业不得同时报名竞买（含联合竞买）同一宗
住宅用地（含商住用地）。同一集团成员企业是指与本次
报名竞买企业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集团
下属各级子公司（含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使
用企业集团内注册商标或进行统一品牌管理的各级公

司、由上级公司统一管理的各级公司。
（三）申请人需严格遵守《关于进一步严格住宅用地

竞买有关事项的通知》（东自然资〔2021〕318号）的规定。
（四）但申请人具有以下情况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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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若经发现，竞买人提交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不符合要求的，或同一竞买申请人及同一集团成员企业
同时报名竞买（含联合竞买）同一宗住宅用地（含商住用
地）的，取消竞得资格，竞买人一年内不得参加我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若竞买人未能
通过购地资金审查的，取消竞得资格，三年内不得参加我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并视违
约情节严重程度决定竞买保证金全部或部分不予返还。

三、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通过东莞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以下简称“交易网”）（https://auct.ggzy.dg.gov.
cn/dggt/HomePage/list）进行。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
具体要求可详见《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
申请人可在交易系统下载挂牌出让公告、须知及相关交
易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在网上参与竞买。

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公开出让申请报名及
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22日17时整，网上
报价期限为：2022年6月13日9:00至2022年6月24日
14:00。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网上

竞买，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它形式的竞买申
请和竞买报价。

（二）本宗地的成交地价款付款期为30天，即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天内付清所有地价
款。地价款的付款时间以缴费人到税务部门完成缴费手
续后开具的《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电子）》的时间为
准。除成交地价款外，竞得方还须同时另行交付下列税费
（税费标准按现行规定计算，如有变动，以《2022WR013号
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收费提示》为准）：契税（按成交价的
3%计征）、印花税（按成交价的0.5‰计征）。

（三）宗地成交后，受让人需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后10日内付清定金（定金金额相当于保
证金金额，可委托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缴纳的竞
买保证金转为宗地定金，如保证金金额低于成交价款的
10%，定金按成交价款的10%设定）。定金抵作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价款。

六、联系方式
（一）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东莞市东城大道268号测绘大厦
联系人：叶小姐 联系电话：26983719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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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三路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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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5月23日

地块编号

2022WR013

地块位置

虎门镇大
宁社区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3229.04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
地+商服用
地(R2二类
居住用地+
C2商业金融
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40

容积率

1.0＜Ｒ≤2.2

建筑密度

≤35%

起始价
（万元）

46669

最高价
（万元）

53653

报价增幅
（万元）

100

东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决定以网上交易方式挂牌出让一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一）1．该地块周围基础设施达到三通，即通水、通
电和通路；按现状出让；2．成交后30日内，由虎门镇人
民政府将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交付给竞得人使用。

（二）竞买保证金设定为7480万元人民币。竞买申
请人的购地资金（即地价款，含竞买保证金）须为合规自
有资金。竞买企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贷、担
保或其他相关融资便利等。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使
用金融机构各类融资资金，购地资金不得使用房地产产
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借款或预付款，购地资金不得使用
其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购地资金不得使
用参与竞买企业控制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竞买申请
人要说明购地资金来源、提供相应证明并对上述要求作
出承诺。

（三）规划建设要求：1．竞得人须按规字第2022-
03-1004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的要求进行建设，竞得
人必须在土地交付后1年内动工建设；2．该地块开发建
设期为3年，宗地建设项目在2023年7月24日前开工，
在2026年7月24日前竣工。

（四）该地块项目应当按照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
准和装配式建筑有关要求进行建设（由东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监管）。

（五）如竞买申请人注册地址不在虎门镇的，需在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在虎门镇
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全资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
目，该全资子公司须与出让方签订补充合同条款同意承
接该宗地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期间所有税费均在虎门镇
缴纳，由虎门镇人民政府监管）。

（六）在竞价过程中，若竞买申请人的最高报价不超
过（即小于等于）最高限制地价42900万元时，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及成交地价款；当报价达到最
高限制地价时，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要求竞买的，
交易系统暂停报价，转为通过网上终次报价方式确定竞
得入选人。终次报价区间为42900万元至42901万元，
以终次报价中最接近所有终次报价平均价的原则确定竞
得入选人，其所报的终次价格为成交价。

（七）竞得入选人须按照《关于进一步严格住宅用地
竞买有关事项的通知》（东自然资〔2021〕318号）的要求
接受竞买资格审查，自竞买资格审查通过后2个工作日
内签订《成交结果确认书》，自签订《成交结果确认书》后4
个工作日内与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二、竞买资格和要求：
竞买申请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参与竞

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二）具备房地产暂定或以上开发资质，资质证书应

在有效期内，企业联合体参加竞买的，具备资质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同一竞买申请人及同
一集团成员企业不得同时报名竞买（含联合竞买）同一宗
住宅用地（含商住用地）。同一集团成员企业是指与本次
报名竞买企业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集团
下属各级子公司（含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使
用企业集团内注册商标或进行统一品牌管理的各级公

司、由上级公司统一管理的各级公司。
（三）申请人需严格遵守《关于进一步严格住宅用地

竞买有关事项的通知》（东自然资〔2021〕318号）的规定。
（四）但申请人具有以下情况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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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若经发现，竞买人提交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不符合要求的，或同一竞买申请人及同一集团成员企业
同时报名竞买（含联合竞买）同一宗住宅用地（含商住用
地）的，取消竞得资格，竞买人一年内不得参加我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若竞买人未能
通过购地资金审查的，取消竞得资格，三年内不得参加我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并视违
约情节严重程度决定竞买保证金全部或部分不予返还。

三、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通过东莞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以下简称“交易网”）（https://auct.ggzy.dg.gov.
cn/dggt/HomePage/list）进行。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
具体要求可详见《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
申请人可在交易系统下载挂牌出让公告、须知及相关交
易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在网上参与竞买。

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公开出让申请报名及
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22日17时整，网上
报价期限为：2022年6月13日9:00至2022年6月24日
15:00。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网上

竞买，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它形式的竞买申
请和竞买报价。

（二）本宗地的成交地价款付款期为30天，即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天内付清所有地价
款。地价款的付款时间以缴费人到税务部门完成缴费手
续后开具的《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电子）》的时间为
准。除成交地价款外，竞得方还须同时另行交付下列税费
（税费标准按现行规定计算，如有变动，以《2022WR014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收费提示》为准）：契税（按成交价
的3%计征）、印花税（按成交价的0.5‰计征）。

（三）宗地成交后，受让人需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后10日内付清定金（定金金额相当于保
证金金额，可委托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缴纳的竞
买保证金转为宗地定金，如保证金金额低于成交价款的
10%，定金按成交价款的10%设定）。定金抵作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价款。

六、联系方式
（一）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东莞市东城大道268号测绘大厦
联系人：叶小姐 联系电话：26983719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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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三路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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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5月23日

地块编号

2022WR014

地块位置

虎门镇大
宁社区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0577.8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
地+商服用
地(R2二类
居住用地+
C2商业金融
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40

容积率

1.0＜R≤2.2

建筑密度

≤35%

起始价
（万元）

37316

最高价
（万元）

42900

报价增幅
（万元）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