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综合 A05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东莞时间网 www.timedg.com
□编辑/刘承志 □视觉/郑伟华 □校对/周淑梅 罗海兵

南城车站
“落地就测核酸，很有安全感”

9 月 20 日中午 1 时多，记
者来到南城车站看到，该车站
落客区分为市内公交落客区和
返莞乘客落客区，由护栏分隔
开来。

在市内公交落客区，有一名
值班人员对过往乘客进行测温，
并指引乘客扫场所码并查看。
在返莞乘客落客区，多名工作人
员正在为下车的乘客测温，并引
导乘客扫场所码、出示粤核酸
码。对于非红黄码人员，工作人
员会引导至前方的核酸采样点
进行核酸检测。

“我去了安徽黄山玩，刚
从广州机场乘大巴到南城，下
车就可以做核酸。”一名女乘
客说，从外地回来，一下车就
可以免费做核酸，很方便，也
让自己更有安全感，为这一举
措点赞。

从银川来东莞的龙女士带
着孙子，也是从广州机场乘大巴
来到南城车站。由于小孩没有
核酸码，现场工作人员拿着小孩
的户口本，帮助其填写资料申请
粤核酸码。

“很贴心，也很方便，一落地
东莞就可以检核酸，很有安全
感。”龙女士告诉记者。

南城车站行政经理郭龙飞
介绍，目前通过车站返莞人员并
不是太多，每天有1000人左右，
车站严格落实“落地检”政策，对
于市内公交乘客，落实测体温、
扫场所码政策，对于返莞人员测
温、验码和做核酸。如果是红黄
码等异常人员，会引导至留观

区，通知卫健部门处置。

东莞东火车站
落实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

据市疫情防控指挥办交通
运输专班有关工作要求，9月10
日至10月31日，全市各交通站
场推行“落地检”，将原来针对中
高风险地区来莞旅客的落地核
酸检测，调整为到站旅客免费核
酸检测。

位于常平镇的东莞东火车
站内，出口处设置了 4条核酸
采样通道，方便外省外市流动
人员抵莞后第一时间进行核酸
采样。日前，记者走访东莞东
火车站看到，站场工作人员根
据防疫要求，设立了明显的指
引标志，并引导旅客有序进行
核酸采样，落实“i莞家”申报等
防疫要求。

“出站就能做核酸很方便！
地方政府及医护人员为了大家
的安全付出很多，我们也应该积
极配合防疫工作。”从外地出差
返莞的邱先生对“落地检”举措
表示赞同。

常平交通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确保站场核酸采样工
作有序开展，减少旅客排队时
间，已增派人手并落实24小时
轮流值班。同时将根据到站旅
客情况，科学、合理调配人力物
力，不断提升采检服务的效率
和质量。

记者走访镇街客运站场，了解“落地检”措施落实情况

“落地检”让群众方便又安全
横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成立

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有“家”啦

本报讯（记者 袁健斌 通讯员 吴婉珊）9月21日，
横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暨就职典礼举行，选举产生了横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合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组成人员。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东莞市侨联党组书记梁燕玲，东莞市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合会会长冯敏治，横沥镇委书记叶效怀，镇委委
员袁邦湖出席大会。苏志靖当选为横沥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合会第一届会长。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东莞市横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联合会章程（草案）》《东莞市横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合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办法（草案）》《东莞市
横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监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草案）》等。

会议选举产生了横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第
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组成人员。苏志靖当选为横沥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第一届会长，邓启俊当选为横沥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第一届监事长。

梁燕玲指出，横沥新阶联作为统战性的联谊组织，
在横沥镇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更好地把横沥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凝聚共识。要把握横沥特色，主
动服务大局，在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方面主动
作为。要不断完善新阶联自身建设，充分调动新阶联会员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探索“事务大家管”“点子大家出”“经费
一起筹”的社会化运作方式，使每一个会员都能在新阶联
找到“家”的感觉，使新阶联充满生机、富有活力。

《2021乡镇综合竞争力报告》发布

塘厦镇首次跻身全国十强
本报讯（记者 张喜林）近日，竞争力智库、中国发

展改革报社和北京中新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在
京联合发布了《2021乡镇综合竞争力报告》，2021中国
百强镇、2021中部百强镇、2021西部百强镇名单同步
揭晓。记者梳理发现，2018年以来，塘厦镇在中国乡镇
综合竞争力榜单上的排名持续上升，从2018年的第15
名，到2019年的第13名，到2020年的第12名，2021年
首次跻身十强，这也意味着除长安和虎门外，东莞入选
中国乡镇综合竞争力十强的镇实现了“扩容”。

塘厦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区位优势明
显。境内现有莞深高速、惠塘高速、从莞高速、深圳外环
高速以及京九铁路、赣深高铁等路网，设有8处高速路
口，畅达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

近年来，该镇依托突出的枢纽地位、完善的产业配
套以及服务资源集聚等优势，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国际化
带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全力建设大湾区高质
量发展强镇，打造“东南门户、产业重镇”，全镇综合实力
跃上新台阶。

据东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塘厦全镇地区
生产总值576.49亿元，同比增长9%；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1.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9%；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1.6%；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0.4%；在东莞32个镇街中，塘厦GDP位列全市第五
（仅次于长安镇、虎门镇、南城街道、东城街道），在东莞
东南临深片区排名第一。此外，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塘厦人口排在全市第三，人口资源丰富。

塘厦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镇长期积累的制造
业基础和市场规模优势明显，工业产业链完备，拥有规
上工业企业800多家，涵盖了23个行业大类。

与此同时，为加快打造新动能，今年，塘厦镇把招商
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先手棋”和“一把手工程”，发
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业应用市场规模大的独特优
势，积极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行业和产业链在塘厦投资兴业。

推广“落地检”，旅客、货车司乘人员、自驾游人员
等从外市来返莞后，主动在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高速
公路服务区等地设置的核酸采样点完成一次核酸检
测。这一措施在镇街客运站场落实得怎么样？日前，
记者走访南城车站和东莞东火车站看到，各客运站场
严格落实“落地检”政策，返莞乘客表示，这一举措很
方便也很安全。

本报记者 刘志斌/文

本报讯（记者 刘志斌）为
方便外省外市流动人员抵莞后
第一时间进行核酸采样，南城
交通运输分局根据市疫情防控
指挥办交通运输专班有关工作
要求，在南城汽车客运站长途
落客区设置免费核酸检测点。

1. 对异地来（返）莞人员除
落实“3个100%”检查的同时，要
求所有异地来（返）莞人员进行

一次免费核酸检测。
2. 在进站口设置防疫检测

点，所有检测人员佩戴口罩、一
次性医用手套、防疫护目镜，对
所有进出站人员进行“测温、打
卡查码、戴口罩”检查工作。

3.对符合接种加强针条件
的从业人员已完成 100%疫苗
接种。

4. 站场内实行 4 小时/次的

消毒工作，并严格监管到站车
辆的消毒情况，要求到站报班
车辆必须提供当天消毒台账。

5. 落实驾驶员每周 2 次核
酸检测工作，并要求每天自我检
测，如发现发热、干咳等症状或
健康码异常，及时就医。

6. 确保测温枪、口罩、洗手
液、消毒剂、防护手套等防疫物
资充足有效。

南城六大举措推进“落地检”工作

相关新闻

■9月20日，东莞东火车站，医护人员为来莞旅客做核酸采样 通讯员 陈炳安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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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博深高速公路清溪互通立交工程及出入口连接线工程正式通车 清溪供图

本报讯（记者 甘劼伟）9月
21日，寮步召开疫情防控和安全
稳定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省、全
市有关会议精神。

会议传达了近期国家和省
市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会
议精神，并对国庆假期前后疫情
防控、安全生产和维护稳定各项
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全镇各级各
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力抓好

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高度

警醒，切实防范疫情风险、安全
风险和舆情风险等多重风险交
织叠加；要从紧从严从细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对标对表落实疫情
防控工作，始终保持疫情防控指
挥体系的激活状态，用好核酸检
测手段做到早发现早处置，进一
步强化社会面管控、筑牢群防群

控防线，切实补齐防疫安全漏
洞，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
的底线；要千方百计稳住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形势，牢牢守住不
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进一步
强化部门联动，推动安全防范措
施更加精准有力，压实各方安全
监管责任，加强应急准备和值班
值守，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喜林）9月
21日，清溪人民期盼已久的博深
高速公路清溪互通立交工程及
出入口连接线工程正式通车。
清溪市民可直接从清溪站进入
博深高速，南下深圳龙岗只需30
分钟，北上博罗（待开通）也只需
要45分钟。

项目设置5条匝道
设计速度40km/h

9月21日上午10时，备受瞩
目的博深高速公路清溪互通立
交工程及出入口连接线工程通
车仪式在清溪立交收费站隆重
举行。该项目的投入运营，将极
大地改善东莞市东南部交通出
行环境，也将为清溪彻底突破对
外交通瓶颈，提升区位优势，实
现“连深港，通莞穗，全面融入深
莞惠半小时生活圈”的目标，为
谱写以路美镇、以路兴业、以路
富民的清溪蓝图新篇章增添强
大新动能。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
长祁志强，清溪镇委书记叶锦
锐、镇长沈志攀等镇领导及广东
博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博深分
公司和东莞市路桥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等有关负责人共同见证
了这一喜庆时刻，并为通车仪式
进行剪彩。

据了解，清溪互通立交位于
清溪镇新农村与深圳龙岗区交界
处，连接博深高速与清溪镇县道
X231清凤公路。项目设置有5
条匝道及收费站1处（含配套机
电工程），匝道全长3453.7米，设
计速度40km/h。博深高速清溪
出入口连接线工程是清溪镇连接
深圳市、惠州市、塘厦镇的重要交
通要道，项目总投资约5.05亿元，
路线全长9.878千米。项目起于
博深高速清溪立交收费站（大利
村葵湖）出口，经香山路、清凤路、
江背路、谢坑路、莲塘路，从塘清
收费站接入从莞高速。

打造“外联内畅”
立体交通体系

近年来，清溪镇委、镇政府
审时度势，立足湾区视野和清溪
未来发展，致力于打造“外联内
畅”立体交通体系，并取得了显
著成效。

随着武深高速、从莞高速、
惠塘高速、深圳外环高速，以及
围绕高速路网而展开的高速出

入口、互通立交项目及连接周边
镇区外联道路项目相继建成通
车，环绕东、西、南、北四面的

“井”字结构路网形成1小时“合
纵连横”高速路环，并在清溪及
周边设有8个高速出入口，从镇
内出发10分钟左右上高速可快
速到达东莞城区，深圳等珠三角

其他城市，真正实现半小时莞深
双城生活圈，助推清溪加速融入
湾区都市圈。

接下来，清溪镇将紧抓深莞
惠一体化的重大发展机遇，继续
推进“外联内畅”交通路网建设，
继续加快推进从莞高速谢坑出
入口（塘厦互通）至塘厦桥清路

连接线工程、县道X886清溪九
乡至东风坳路升级改造工程等
外联道路的建设；同时加快规划
建设20多条镇内干道全面对接
周边高速和地区，未来实现镇内
任何地点10分钟就可上高速，构
建更便捷现代立体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

寮步推动安全防范措施更加精准有力

博深高速公路清溪互通立交工程及出入口连接线工程正式通车

从清溪上高速30分钟到深圳
“vivo2023届校园招聘”首场招聘宣讲会
在长安先进制造学院举行

为毕业生做好就业服务
为企业输送专业人才

本报讯（记者 甘劼伟）为了积极搭建好高校毕业
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就业服务平台，进一步促进毕业
生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9月21日，“vivo2023届校园
招聘”首场招聘宣讲会在东莞理工学院先进制造学院
（长安）举行（以下简称“长安先进制造学院”）。

vivo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经理黄亚雯为同学们进
行宣讲。黄亚雯通过PPT展示，简要介绍了vivo公司
的发展历程、产品布局、招聘岗位、岗位职责、任职要
求、员工福利和薪资待遇。通过图片形式向同学们展
示了vivo公司的基本情况，引导大家认清当前的就业
形势，并认真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宣讲结束后，
学生纷纷表示通过参加本次招聘会，了解就业形势，对
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黄亚雯表示，选择长安先进制造学院作为 vi-
vo2023届校园招聘的首场招聘会，一是学院在长安，
方便沟通与合作，二是vivo已经连续六年到长安先进
制造学院招聘，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深受企业
认可，她希望同学们结合自身特点和长处选择应聘的
岗位，公司将有计划地安排面试。

本次招聘会为毕业生拓宽了就业渠道，使毕业生
充分了解就业信息和就业形势。长安先进制造学院也
将继续紧跟学校的就业工作安排，有计划、有目标地开
展好就业工作，切实为毕业生做好就业服务，为企业输
送专业人才，助力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