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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湖提升科研载体综合效
益意见政策出炉

科研用房
可分割出让

本报讯（资深记者 张华桥）日前，松山
湖管委会官网发布“关于印发《关于提升松山
湖高新区科研载体综合效益的若干意见（试
行）》（以下简称《意见》）及其相关操作规程”
的通知，进一步深化产业空间拓展机制，探索
科研用地复合利用，提升科研载体综合效益。

盘活、提升现有科研载体利用效益

当前，松山湖聚焦“科技创新+先进制
造”，已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和新兴产
业集聚优势。为主动适应经济产业发展新
形势，松山湖正式发布《意见》，从政策层面
激发科技创新新动能，切实以高品质空间吸
引创新要素加快集聚，提升科研载体综合效
益，带动全市创新发展能级提升。

《意见》主要聚焦盘活和提升现有科研
载体利用效益。通过产业用房适度的转让
流通，实现产业空间供给与优质企业用房需
求的匹配。

同时，为进一步满足园区科研企业和员
工的实际配套需求，提高对目标企业和人才
的吸引力，促进科研载体盘活利用，需要改
革科研载体管理，完善松山湖范围内科研载
体配套设施和分割转让政策。

适用对象为松山湖高新区范围内科研
用地（C65）已完成土地出让手续，依法完成
开发建设并投入使用，且规范使用、运营的
科研载体。

允许科研用房有条件分割转让

《意见》指出，支持拓展产业功能。提出
允许科研载体从单一研发办公功能转向兼容
中试、研发设计、勘察、检验检测、技术推广、
环境评估与监测、小型生产等多样化功能。

《意见》提出，支持完善配套功能。允许
科研载体通过办理变更手续完善配套功能，
配套用房可兼容员工宿舍、食堂、文体设施、
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小型商业等。配套用
房计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计容建筑面积
的30%，其中，员工宿舍、食堂用房计容建筑
面积不得超过总计容建筑面积的15%。

员工宿舍、食堂的房屋用途按其共建筑
使用功能管理，不得变相改变为经营性用
途，无需补缴土地出让价款。除员工宿舍、
食堂以外的配套用房，须办理变更手续，补
缴土地出让价款。

《意见》明确，允许有条件分割转让。允
许符合条件的科研载体产业用房进行分割转
让（配套用房不得分割转让）。可分割转让产
业用房的计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宗地计容总
建筑面积的49%，产业用房优先按幢、层分
割，单层较大的原则以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
为最小分割单元，并需对转让方和受让方进
行资格界定。科研载体经批准可分割转让
的，须办理变更手续，补缴土地出让价款。

另外，《意见》还对分割转让实行最高限
价作出规定。《试行意见》还支持科研载体依
法完善手续，鼓励以商引商，对招商成效显
著的科研载体，给予适当的奖励。

东莞市“信易贷”平台获评
2022年度“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
合信用服务特色平台”称号

以信用促进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本报讯（记者 王占国）记者从市发展
和改革局获悉，近日，东莞市中小微企业融
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东莞市“信
易贷”平台）获评2022年度“全国中小企业融
资综合信用服务特色平台”称号。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2022年
度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门户网站和
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建设
总观摩会议，会议主题为“促改革、纾企困、
惠民生”，共有76个信用平台网站和51个

“信易贷”平台报名参加。观摩会上，东莞市
认真总结、提炼本市“信易贷”模式服务实体
经济的亮点及取得成效，经激烈角逐，荣获
2022年度“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
特色平台”称号。

据了解，东莞市“信易贷”平台由市发展
和改革局牵头搭建，与国家信易贷平台和东
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对接联通，不断
拓展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的广度与深度，并利
用大数据、风控建模等技术，智能匹配企业
融资需求产品，有效将企业“信用记录”转化
为“信贷资金”，以信用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截至2022年12月底，东莞市“信易贷”
平台入驻金融机构24家，上线金融产品211
个。已有267536家企业在平台注册并发布
融资需求15682笔，累计成功授信8987笔、
授信金额663.76亿元，助企纾困成效显著。

据介绍，下一步，东莞市“信易贷”平台
将围绕“纾企惠民”充分发挥信用对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防范化
解风险的作用，持续强化信用数据共享共
用，推动与市各有关部门、辖内金融机构合
作开发更多具有东
莞特色的“信易贷”
产品，不断完善东
莞市“信易贷”平台
功能，以信用建设
推动金融更好服务
东莞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

东莞首次举办的城市公
共空间艺术展览

“潮流东莞·万有引力”城市空
间艺术展带来12件国内知名艺术
家的雕塑作品，散落在香遇走廊湖
岸坡地、通幽小径旁，游客一边休
闲行走，一边欣赏拍照，远观近望，
雕塑作品与环境融为一体，成为公
共空间的一部分。

这是东莞首次举办的城市公共
空间艺术展览，将展出至3月。展览
启动以来，每日前来打卡的市民络绎
不绝，尤其在春节假期，更是吸引了
不少家庭亲子游客。城市公共空间
艺术展览持续刷屏，火爆出圈，在市
民中引发热议。记者在现场看到，不
少游客对雕塑作品表现出好奇，逐一
欣赏；也有游客认为把雕塑作品放置
在公共空间，是一种绝美的表达，有
一种不期而遇的美丽。有游客表示，
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雕塑艺术品，
出现在街头、闹市，出现在城市绿地
以及更多的公共空间。

让市民和艺术作品相遇

东莞音乐唱作人纪国维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应该是城
市景观与公共艺术的一次很好的
融合。艺术品走出展览场馆，进入
到开放的公共空间领域，它是一种
拉近城市与居民的姿态，是一次艺
术市民化的尝试，是一次从艺术殿
堂走入百姓生活的突破。我很欣
赏这种做法。艺术大众化，本身就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审美熏陶和思
想启迪的过程。”

纪国维在看到这些雕塑作品
后感慨地说：“东莞在这方面做了
很好的尝试和努力，无论是流行音
乐向市民的流动，还是这次‘万有
引力’展，都彰显了‘潮流东莞’的
勇气和魄力。”

东莞南城的刘仲杰对记者说：
“一看就觉得规格很高，是很高级
的策划人组织的这一次展览。雕
塑就在我们必经的路上，游客可以
休闲，可以玩，然后一抬眼，就看到
一只蓝眼睛的猫，在那里看着远
方。大家就会忍不住仔细看，而且
它和周围的环境那么协调，不经意
间，市民就和艺术不期而遇了。这
种感觉真的很好。”

张女士和赖女士，年初二带孩

子一起来逛黄旗南香遇走廊。她
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访：“最开始
基础设施不完善，没有现在这么美
丽，在朋友圈看到最近新增的雕塑
让公园焕发新光彩。来了以后觉
得好美，雕塑让环境更美丽了，也
更有文化气息了。好喜欢。”

5件作品将永久收藏于
香遇走廊

这一次城市空间艺术邀请展
同时在举行“我最喜爱的作品”评
选活动，12件参展作品将通过艺术
委员会评选及市民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最终评选出5件作品，永久
收藏于东莞黄旗南香遇走廊。可
扫描作品说明牌上的二维码进行
投票。

从事家居设计的李春全表示：
“这些作品的风格还是蛮多样的。
有的比较写实，像《陈镜开》《动感单
车》，包括那个《杜鹃分外红》，另一
些，就需要多一些角度去欣赏，这就
能照顾不同的人的喜好，有的人喜
欢纯形式主义的审美表达，也有的
人对写实的真实再现更感兴趣。我
个人更偏向一点《行囊》，尤其是当

下，人更希望与自然和谐共处。”
莞城的温先生是和妻子女儿

一起来香遇走廊。一家人一起到
户外游玩，观赏了举重雕塑、单车
雕塑、杜鹃花雕塑，并且在雕塑前
留影。他说：“有些作品有点抽象，
有点看不懂，有些就很喜欢，比如

杜鹃花，很喜欢。草地上一朵金属
的花，很显眼，很特别。”

石碣袁女士专程到黄旗南打
卡城市艺术展览，她说，她最喜欢
的作品是“绣虎”雕塑，“很可爱，囧
囧有神。投票的话，我投它一票，
希望它能一直留下来。”

去香遇走廊与艺术邂逅
与东城黄旗山南香遇走廊来一次艺术邂逅，这个春节假期，可以过得更艺术一点，与国内一流艺术家

的雕塑作品来一次面对面的凝望。
春节假期，黄旗山南香遇走廊变身为“网红打卡点”，“潮流东莞·万有引力”2022东莞城市空间艺术邀

请展正在举行，不少市民游客被吸引，前来观赏打卡，感受融入城市山林绿地的艺术盛宴、触摸艺术家的
个性表达。

■本报记者 王红林/文

■和草地上一朵金属花合影，小女孩格外开心 本报记者 梁浚锋 摄

“潮流东莞·万有引力”城市
空间艺术展黄旗南火爆展览中

本报讯（记者 范德全 王子
玺 高鹏飞）记者从莞惠城际获悉，
春节假期前三天全线到发旅客达
到3.46万人次，较去年春节同期大
幅增加，增长了198％。

据了解，春节客流以探亲、旅
游流为主，大年初一、初二连续两
天西湖东站迎来客流高峰，主要是
莞惠城际沿线各站往西湖景区游
玩旅客明显增加。

春节假期莞惠城际的客流量
持续攀升。位于惠州市的西湖东
站，年初一、初二的日均到发旅客
保持在3000人次左右，是平常客
流的三倍多，成为连续两天客流量
最大的车站。

莞惠城际方面表示，春节期间
客流以探亲、旅游流为主，其中以
莞惠城际沿线各站往西湖景区游
玩旅客的增加最为明显。

惠州西湖景区位于惠城中心
区，是以山水为特征、以休闲和观
光为主要功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被评为5A级旅游景区。莞惠
城际在景区一入口设站。

西湖东车站根据客流情况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确保旅客进出站
安全平稳有序。

春节期间，莞惠城际每天开行
动车组43列，充分满足沿线旅客
出行需要。为保障旅客安心出行，
沿线各车站加强通风换气，每日对
站内场所开展全面预防性消毒，按
时段对出站口、厕所、电梯扶手、候

车座椅、自动售票机等公共部位进
行重点消毒消杀工作。同时对
2023年“新客规”变化情况，
尤其是对儿童优惠票加大宣
传力度，让带儿童的旅客出
行更加便捷。

本报讯（记者 戴浩光）在水
中写一首散文诗，由“上剧场”带来
的剧映Live《水中之书》将于1月
25日（大年初四）15：00在东莞玉
兰大剧院上映。《水中之书》是
2009年赖声川应香港话剧团之邀
创作的一部作品，其人物故事都紧
扣香港社会现状，与人探讨和反思
生命之快乐的途径和意义。

据悉，2016 年 5 月 19 日，
《水中之书》首次在上剧场演
出。导演赖声川重新修改剧本，
改变主角性别，重新设定配角的
人物故事等，让作品发生奇妙的
变化，剧情变得更直接、纯粹。
剧中，何炅扮演的“何实”与黄忆
慈（多多）扮演的“水儿”奇迹般

的相遇，让他的人生经历了一场
别样的洗礼。作品完成之时，导
演赖声川说：“经历了七年，这个
作品终于完整了。”

据介绍，全剧用简约的笔触
勾勒出深沉的生命本质问题，赖声
川用他一贯轻松的手法，用他高远
的视野，将水儿的遭遇扩大到全人
类，让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的不
是更多的恨，而是爱与关怀。如同
剧中何实说的那样：“我现在感觉
生命每一刹那都如同奇迹般地展
现在我们四周。快乐也好，痛苦也
好，良心也好。当你真正活在那刹
那间，接受那一切时，你自己心中
的状态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绽
放’，就像花朵开花的时候。”

更多内容扫码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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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惠城际春节假期前三天

到发旅客同比增长198％

演出

剧映Live《水中之书》今日在东莞玉兰大剧院上映

在水中写一首散文诗

本报讯（记者 王红林）春节假
期这几天天气晴好，阳光明媚，正是
出游的好时机，我市主要A级景
区，迎来大批游人。

迎新纳福，登高揽胜，游福山，
行大运，一直是东莞市民游客春节
喜爱的出游方式。春节假期，东莞
观音山可谓热闹非凡。除了热闹喜
庆的新春氛围以外，福星、禄星、寿
星、喜神、财神，降临观音山，热闹红
火的“五福迎新春”活动，受到了不
少游客的喜爱和追捧。

据观音山工作人员吴梅菊介
绍，观音山景区在春节期间安排的
杂技表演也很受市民喜爱。很多市
民春节就是图一快乐，神奇魔术、
《五福临门》情景剧、传统醒狮表演，
让游客真真切切感受到欢乐热闹过
大年的滋味。

喜欢看烟火演出的市民，在这个
假期可是打开了眼界。东莞A级景
区几乎都推出了充满喜庆的烟火类
表演节目，开启了“夜间游乐”模式。

香市动物园动物上演了奇幻
夜游璀璨灯火秀。整个园区炫彩装
饰一新，各式各样的灯饰在不同的
场馆点亮。入夜，园区的湖面上也
玩开了花，水幕电影与水幕秀在湖
面绽放，同时还为东莞游客带来了
非遗项目“打铁花”。滚烫的铁水在

空中炸出朵朵火花，如镜面般的湖
面同时炸开，场面非常壮观。

东莞粤晖园景区也上演了炫
彩灯光秀，整个景区布置了很多彩
灯装置，将艺术和科技巧妙结合真
实自然场景，打造出北极光的梦幻
之境。东莞隐贤山庄的夜间项目

“国潮 · 幻影节”之《蝶影》水舞灯
光秀，在春节期间，还特别“加戏”，
临湖搭建了舞台，特邀了人气组合

“两只海龟”乐队驻场演出。据景区
工作人员郭飞介绍：今年春节假期
每日游客激增，客流量大幅上涨。

赏花也是新春出游极具吸引力
的游玩项目。东莞景区在“花”上也
下了不少功夫。

香市动物园今年春节特意推出
“朵朵牡丹闹新春”，8000盆牡丹新
春绽放。游客不仅可以看动物、玩
游戏，还可以赏花，看到珍稀的玉面
桃花、贵妃插翠、新日月等名品。

粤晖园景区赶在春节前，种植
的波斯菊已经大片开放了。 开启
了新春的第一场浪漫，接下来在初
三至初五，到粤晖园，可以欣赏到古
典敦煌舞，花海、古典舞、与江南古
建筑，小桥游廊，组成新年别样的风
景。东莞龙凤山庄、东莞隐贤山庄
也在景区设置了赏花的区域，花海
搭配彩灯，玩转“白+黑”，可以让游

客玩乐一整天。
此外，在东莞镇街也有很多赏花

的好去处。横沥镇村头葵香园的波
斯菊也开得旺盛，园区的葵花花田春
节期间开成一片金黄；塘厦沙湖社区
15亩向日葵花海也在春节期间开放

了；企石镇上洞村大丁圩自然村在近
200亩田园里，各种花卉在春节期间
也是开得格外灿烂，成为春节假期市
民打卡赏花的热门之选。

体验民俗，感受东莞最民间烟
火气，这个春节，东莞岭南春节风俗

格外浓郁。各个景区推出了不少民
俗体验项目。大年初一，稻香饮食
文化旅游区的财神迎新春活动吸引
了不少市民，财神现场派发小礼
品。逸颐艺舍博物馆的“瑞兔迎新
春牛人游牛镇”也是热闹喜庆。

春节假期我市A级景区人流如织，活动异彩纷呈

迎新纳福 浪漫赏花 夜间游乐

■隐贤山庄的璀璨焰火点亮了夜空 本报记者 王红林 摄

■春节假期莞惠城际的客流量持续攀升 本报记者 陈帆 摄

莞 迎春

■《水中之书》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