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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味”“搞得蚊子很

多”“我们之前都不愿意走
这，宁愿绕路多走四五分
钟”……

“现在干净多了”“生
活都惬意了！”……

从废品堆积如山的脏
乱差，到如今巷道不见杂
物，困扰莞城罗沙路文兴
巷周遭居民几年的卫生黑
点，在片长叶照锋的多次
沟通处理后，“特事特办”，
这个“疑难杂症”终于被解
决，让居民的日常生活环
境更加舒适。

本报记者 周悦维/文
莞城城管分局供图

▲袁秀云遗失东莞市房
产管理局工作证，证号：844-
0016，特此声明作废。

▲东莞市南城街道石鼓
股份经济联合社（原篁村石鼓
管理区）遗失有东莞市城乡规
划局盖章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证号：01768，项目名
称：源来塑料厂厂房及其配套
设施）原件一份，特此声明。

▲东莞市通宝电线电缆
有限公司遗失了《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和用地红线图，编
号 2007-16-00023，特此声
明作废。

▲ 陈 建 安 ， 男 ，
442527196610153353，东莞
市长安镇沙头社区西坊小组，
1966年10月，遗失东莞市长
安镇沙头西坊股份经济合作
社股权证书，股权证书号：
CA08-01-0460，特此声明。

▲ 张 全 英 ， 女 ，
452123197705200721，东莞

市长安镇沙头社区西坊小组，
1977年5月，遗失东莞市长安
镇沙头西坊股份经济合作社
股 权 证 书 ，股 权 证 书 号 ：
CA08-01-0461，特此声明。

▲ 陈 嘉 怡 ， 女 ，
452123200112110805，东莞
市长安镇沙头社区西坊小组，
2001年12月，遗失东莞市长
安镇沙头西坊股份经济合作
社股权证书，股权证书号：
CA08-01-046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不慎遗失山西省水利建

筑工程局有限公司东莞市统
一实施易涝点整治工程（一
期）二标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项目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山西省水利建
筑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李天来、马新兰：根据薛

美龙与袁柏华于2022年6月
20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
同》，薛美龙已将其享有的
（2016）粤 1971 民初 6632 号

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转让
给袁柏华。现通知你方各人，
请你方各人根据上述判决书
向袁柏华履行相关义务。薛
美龙 2022.6.22

债权转让通知
贾越鹏、东莞市星宇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薛美龙与
袁柏华于2022年6月20日签
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薛美龙
已将其享有的（2015）清仲字
第862号裁决书确认的债权
转让给袁柏华。现通知你方
各人，请你方各人根据上述裁
决书向袁柏华履行相关义
务。薛美龙 2022.6.22

债权转让通知
梁志勤、冯展莹、广州市

倬誉房地产有限公司、广州罡
海贸易有限公司：根据薛美龙
与袁柏华于2022年6月20日
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薛美
龙已将其享有的(2014）东三
法常民一初字第 873号民事
判决书确认的债权转让给袁
柏华。现通知你方各人，请你
方各人根据上述判决书向袁
柏华履行相关义务。薛美龙

2022.6.22
债权转让通知

张洪仁、许少萍、博白县
唐荣矿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唐
荣服饰实业有限公司：根据薛
美龙与袁柏华于2022年6月
20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
同》，薛美龙已将其享有的
（2014）东三法民一初字第
48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
权转让给袁柏华。现通知你
方各人，请你方各人根据上述
调解书向袁柏华履行相关义
务。薛美龙 2022.6.22

债权转让通知
东莞市瑞通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王迪勋：根据薛美龙
与袁柏华于2022年6月20日
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薛美
龙已将其享有的（2015）东二
法民一初字第1446号民事判
决书确认的债权转让给袁柏
华。现通知你方各人，请你方
各人根据上述判决书向袁柏
华履行相关义务。薛美龙
202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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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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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3
日

▲ 郑涛，男，2010年5月
8日，在东莞市万江（街道）万

江桥头捡拾，当时约5岁，精
神发育迟缓，捡拾地派出所：
万江分局万江派出所

▲郑永康，男，2010年 5
月7日，在东莞市南城区（街
道）白马御泉山庄工地门口捡
拾，当时约2个月大，脑瘫，捡
拾地派出所：南城分局白马派
出所

▲王雪玲，女，2010年5
月5日，在东莞市长安镇长青

街医院门前路旁的椅子上捡
拾，当时约出生3天，右耳畸
形，捡拾地派出所：长安分局
长安派出所

▲郑东东，男，2010年 5
月2日，在东莞市东城区（街
道）儿童福利院（东莞市社会
福利中心）门口捡拾，当时约
10 个月，脑瘫，捡拾地派出
所：东城分局东城派出所

注销公告
东莞市道滘厚德兰馨妇

女儿童服务中心（统一信用代
码52441900MJM4169102)，
经理事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到我单位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声 明

其他声明

公 告公 告公 告

寮步镇已建房屋补办不动产权证证书社会公示

现将寮步镇已建房屋合共1宗项目的项目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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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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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07月15日前，均可向我办反馈意见，并提供相关意见。我办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

82813893。

寮步镇已建房屋补办房地产权手续工作办公室

2022年06月22日

序

号

1

项目

名称

雄进塑料制

品（东莞）有

限公司

建筑物

名称

宿舍2

法人

代表

柯永聪

建成

时间

2003年

6月30日

用地面积

（㎡）

34549.90

建筑面积

（㎡）

2204.60

权属

单位

雄进塑料制

品（东莞）有

限公司

地块

位置

东莞市寮步镇

石大路寮步段

225号

申请补办

证书类型

不动产权证

证书（房屋）

东坑镇已建房屋补办不动产权手续社会公示
现将东坑镇已建房屋合共3宗的项目名称、建筑物名称、建成时间、建筑面积、宗地面积、权属单位及地块位置

等有关内容进行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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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前，均可向我办反馈意见，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我办联系人：刘小姐，联系电话：83698118。
东莞市东坑镇已建房屋补办房地产权手续工作办公室

2022年6月22日
附件

序
号

1

2

3

项目名称

东莞市恒久实业
有限公司厂房一

东莞市恒时达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

厂房二

东莞市恒时达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

宿舍

法人
代表

郭亚艺

郭亚艺

郭亚艺

权属单位

东莞市恒久实
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久实
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久实
业有限公司

建成时间

2008年1月

2012年12月

2008年1月

宗地面积
（㎡）

12654.1

12654.1

12654.1

建筑面积
（㎡）

15828.38

5440

2743.05

权属单位

东莞市恒
久实业有
限公司

东莞市恒
久实业有
限公司

东莞市恒
久实业有
限公司

地块坐落

东莞市东坑镇新
门楼油草岭工业

区5号

东莞市东坑镇新
门楼油草岭工业

区5号

东莞市东坑镇新
门楼油草岭工业

区5号

申请补办
证书类型

不动产
权证

不动产
权证

不动产
权证

发展之基
坚持工业立镇 GDP连年高速增长

潮玩产业集群发展，让石排一次
次“出圈”，备受外界关注。今年4月
份召开的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将

“潮流文化”“潮玩之都”，写进东莞宣
传思想重点工作。“潮流之都”，列入了
东莞重点打造的城市文化名片。

作为潮玩产业高度集聚的特色
镇，石排如何抓住消费新风口，打造

“潮玩名镇”，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和讨论。

石排北临东江，南接松山湖，地处
粤港澳大湾区中轴核心位置，是松山
湖功能区“1+9”统筹发展镇街之一。
镇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品
质优良，先后荣获“国家卫生镇”“国家
园林城镇”“广东省通信部件专业镇”
等称号。

发挥区位优势，积极融入松山湖
功能区“1+9”统筹发展，石排坚持工
业立镇，努力做大经济总量、做强经济
基础、做优产业结构，经济指标连年位
居全市前列，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约
70%，产业基础越发扎实，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过去 5年，GDP年均增速
9.8%，R&D投入强度达3.69%。

石排现拥有规上企业近400家
（总产值超400亿元）、产值过亿元企
业96家、高新企业97家、市“倍增企
业”12家、上市企业3家、国家级“小巨

人”企业 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
家。并形成以通信部件为主导，包装
印刷、潮玩为特色的产业集群，新能
源、半导体新兴产业不断壮大。

今年以来，石排抵御了疫情和上
年高基数的影响，实现了“开门稳”，
一季度实现GDP42.59亿元，同比增
长5.1%，增速全市第五；1-5月，规
上工业增加值41.48亿元，同比增长
11.2%，增速全市第一，呈现出“经济
发展、企业盈利、群众受益”的良好
局面。经济平稳增长的背后，工业
贡献突出，主要表现在工业生产强
势反弹，民营、外资经济同步快速增
长，重点企业、小升规企业拉动作用
明显。

近年来，石排大力支持潮流玩具
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以德伸、
乐之宝、文博为首的潮玩产业，以及以
气派、德聚、嘉拓嘉尚为首的新兴产业
迅速崛起。据不完全统计，全镇现有
33家规模以上玩具企业，其中潮玩企
业有23家。2021年，潮玩企业实现
总产值31.1亿元，同比增长47.4%，已
成为石排第四大产业；气派、德聚、嘉
拓、嘉尚公司均已入选东莞市倍增试
点企业。

不过，石排镇经济体量尚小，要在
竞争激烈的东莞镇域经济中实现“弯
道超车”，从大湾区城市群脱颖而出，
还需要一场范围更大的质量变革。石
排“两区”建设提升日程。

破局之策
“两区”建设势在必行

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另一
面，是石排尚属市次发达镇，存在经济
体量较小、产业结构欠佳、基础设施薄
弱、城市中心不突出、功能服务配套不
完善、对人才吸附力弱等问题短板，制
约石排向高质量发展。

面对困境，石排镇如何破局？
产业兴则城市兴。为突破发展瓶

颈，做好产城这篇文章，石排率先提出
市镇共建专精特新产业园区，同步启
动中心区建设，创新打造3.44平方公
里中心区和1.05平方公里专精特新
产业园区“两区”建设，为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优质平台和环境。

“两区”位于石排镇中心区位，临
江而立，拥有连片未开发利用土地，增
量优势明显。记者了解到，“两区”相
邻，以产带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依
托中心区高品质的城市服务配套，专
精特新区将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人才及
企业入驻，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中心区以水为脉，以绿为轴，将规
划建设4个城市公园和7公里绿道、
环“两区”生态水系，将割裂分散的各
片区联动起来，重点培育高标准公共
设施、产业配套、生态文化体验等多样
精彩的城市服务，通过产城融合，提升
镇中心区首位度，并为专精特新产业

园赋能，打造“小而精、小而美、小而
特”城市新名片。

专精特新产业园区以“三生一文”
为核心规划设计理念，强调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空间”与石排文化充分
开放融合。规划设计从基地环境出
发，提炼石排“水、村、石”特色元素，塑
造“产业在园中”的美好空间，演绎现
代岭南都市版“产业生态公园”，全面
提升产业与城市的全维度融合，构建
绿色、开放、生态、人文的产城融合示
范园区样本。

詹志斌表示，石排要深入贯彻我
市决策部署，聚焦“科技创新+先进制
造”，举全镇之力推进“两区”建设，通
过城市吸引人才、人才支撑产业、产业
带动城市，形成“城市-人才-产业”良
性发展循环，打造人民群众与城市深
度融合、共生共荣的石排样本。

腾飞之谋
打造专精特新企业总部集群

“两区”规划蓝图已定。今年4

月，石排镇与金地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两区”开发建设，重点推进
规划编制工作，预计6月份将会形成
初步成果。

随着市镇共建专精特新产业园区
签约，石排镇“两区”建设正式启动。

按照中心区建设思路，石排将不
断提升镇中心区首位度，统筹编制镇
中心区建设规划，沿中心绿轴推动中
心区“生态+文化+潮玩+体育”主题公
园建设，启动丽嘉花园酒店项目，加强

“古村、红石、醒狮、江岛”等生态文旅
资源与镇中心区衔接，培育高品质消
费、商贸载体，构建集行政、商贸、金
融、文体等功能于一体的中心区。

专精特新产业园区毗邻镇中心
区，共享镇中心区强大配套。园区面
积约1.05平方公里，拥有450亩产业
用地和1000亩农业生态公园。产业
在园中，产城高度融合，形成“5分钟
高品质城市生活圈”。

园区以新型产业用地打造专精特
新企业总部集群，大力发展高端装备、

新能源、新材料等三大产业，不断优化
产业结构，提升发展质量。2022年上
半年完成规划设计，年底开工建设；到
2024年，基本完成建设。园区之外，
还有1500亩拓展区和100万平方米
优质低成本厂房，为企业做强做大解
决后顾之忧。

市工信局与石排镇成立联合工作
专班，共同推进园区开发，力争纳入东
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政策体系，
积极申报省级工业园区。探索专精特
新企业联合拿地统一规划的创新模
式，设立3亿拓空间资金及园区产业
发展基金，实行一盘棋招商及优质企
业租金补贴等创新机制。目前，专精
特新产业园区已落实签约一批高端装
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优质企业，力
争三年内落户20家专精特新企业，推
动5家企业上市，总产值超200亿元。

石排“两区”建设，以产兴城、以城
聚人、以人促产，是打造“产城人”融合
发展示范区的生动实践，必将有力推
动石排高质量发展。

石排“两区”建设正式启动

立足“双万”新起点 打造“两区”新引擎
过去一年，石排镇因为潮玩产业集聚，引发外界关注。“网红”Laura，正是石排潮玩企业ToyC-

ity公司旗下原创IP。近年来，石排镇多项经济指标位居全市前列，产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这个
东江边上的“国家园林城镇”，再次向外界证明了自己。

迈上“双万”新起点，东莞提出坚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城市特色，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石排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积极融入“双区”建设和松山湖功能区“1+9”统筹
发展，在全市率先提出市镇共建专精特新产业园，重点启动中心区建设，以此为重要引擎和抓手，
为东莞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石排样本”。

今天下午，石排将举行签约仪式，正式启动市镇共建专精特新产业园区暨石排两区“建设”，立
足“双万”新起点、打造“两区”新引擎。石排镇委书记詹志斌表示，这是为石排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注入强劲新动能，展示创新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本报记者 吴金华/文 石排供图

■石排镇中心区和专精特新产业园区建设目标愿景

群众苦顽固问题久矣

毕业后没多久，叶照锋就转行到
城管系统工作。这一干，就是近22
年。

2019年5月，叶照锋前往韶关参
与扶贫工作。去年8月，他刚回到东
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莞城分局
不久，就被“委以重任”——担任罗沙
片区片长。

2021年，莞城作为全市城管工作
站试点，率先全覆盖建设7个社区城
管工作站，对应设立7个片长，将执法
关口前移和执法力量全部下沉，由片
长负责工作站日常管理和辖区日常巡
查、执法监管等工作。

上任以来，罗沙片区在叶照锋的
带领下越来越整洁、有序。近日，他更
是成功解决了一个困扰当地居民已久
的问题。

原来，罗沙路文兴巷内，因为一对
夫妻租户长年累月将收集的废品堆放
在巷子里，形成了一个卫生黑点，时常
发出异味，还滋生了不少蚊虫。

“原来路过会有明显的异味，所以
有时候大家情愿绕路多走个四五分
钟，都不想走这里过。”近段时间发现

巷内焕然一新，市民陈女士又开始走
这条近路。

住在该点旁边楼里的李婆婆，也
对这个由来已久的卫生问题感触颇
深。“有很大味道，东西堆得路都要走
不了了，还招来很多蚊子。”由于是高
龄独居老人，这样的环境让她备受困
扰。加上这对夫妇经常在半夜作业，
74岁的李婆婆已经快2年睡不好觉
了。“经常都有各种工作人员来提醒他
们，但是都没有什么用。”

“在成立片区前就已经有接到投
诉，但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当
事人谢氏夫妇的不配合与强反复
性，这个卫生黑点的问题一直难以处
理。叶照锋告诉记者，曾经还发生过
2次较强冲突。同时，之前开展工作
更多是以劝导为主，希望能认识问题，
引导当事人自己清理。“但他们自己不
愿意清理，认为是在家门口放点东西，
没有错。”

用帮助替代处置

“我们都65岁了”，谢氏夫妇来自
湖南，来莞已有十余年，“靠收卖废品
挣点钱维持生活。”谢叔左手残疾，有
三级残疾证，同时左腿也因为关节炎

疼痛，行动不便。收、卖废品基本都是
谢姨在干，“有的市场老板基本和我是
固定合作关系了，现在每月能有近
1000元收入。”

两人的独子已成家，膝下有二子，
但儿媳因为有些许精神问题而无法工
作，儿子一个月拉货大概5000元的工
资，也仅够补贴家用，家庭经济都较为
困难。

这也正是问题痛点所在，这是他
们的生计，但家中空间有限，放不下那
么多废品。

问题是，这样严重影响周围居民，
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叶照锋也曾多次
走访上门沟通，最后决定转变思路，帮
助他们清理。在清理的同时，他们把
有价值的东西整理出来，确保不会损
害他们的利益。

前几天刚清理完，记者跟随叶照
锋再去看时，发现巷子变得整洁了许
多，改变不小。谢氏夫妇仍有放些许
废品出来，不过仅在家门口附近，也已
经有所调整。“生活都惬意多了！”李婆
婆也笑着。

“要体谅群众，遇到特殊情况应
该特殊处理。”叶照锋表示，城管工
作7分是服务，2分是管理，1分是执

法。“如今，我们包括社区、环卫工人
等多做一点工作，定期去巡查、清
理，就能保持环境整洁，又不影响他
们的生计。把问题以另一种方式
解决。”

这正是近年来东莞城管人性化执
法的直观体现，工作中多从群众角度
考虑，多关心群众，通过片长打通为民
服务“最后一公里”，用巧思赋予城管
工作温暖底色。

城管片长叶照锋用帮助代替处置，解决卫生顽固问题

7分服务，2分管理，1分执法

■2021年，叶照锋救助晕倒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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