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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通
讯员苗琳摄影报道 ： 没有往年
6000 多名师生、家长齐聚一堂的
热闹， 没有祝贺顺利毕业的击掌
相庆， 没有紧紧相拥、 挥泪而别
的离愁别绪……6 月 15 日下午，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举行了一
场现场没有毕业生的“云” 毕业
典礼，2016 级 5675 名同学以相
聚“云端”的方式庆祝毕业。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东莞理
工学院城市学院“云” 毕业典礼
拉开序幕。 学校党委书记章德胜

宣读了《关于表彰 2020 届优秀
毕业生的决定》 及《关于授予张
汝茵等 34 名毕业生“立志奖”的
决定（第一批）》，授予 269 名同
学“2020 届优秀毕业生”荣誉称
号， 对第一批 34 名成功考取研
究生的同学授予东莞理工学院城
市学院“立志奖”。

毕业生代表、 商学院 2016
级物流管理 2 班的卓佳雪在发言
中表示， 非常感谢学校举办这场
特别的毕业典礼。 她回顾了大学
生活的点点滴滴， 感恩母校师长

的教诲、同学的情谊，让自己懂得
了一路坚持，有了现在的成长。

校友代表、2007 届软件工程
专业毕业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专家梁金钎分享了毕业 13
年来的感悟： 保持自信， 不轻言
放弃。 他鼓励师弟师妹们保持应
有的自信与谦虚， 牢牢抓住时代
的机遇， 为人民、 为国家作出应
有的贡献。

“人生能行稳致远，本质上就
是拼人品、拼情商、拼智商，关键
是学会坚强。 强者就是站起来的
次数永远比跌倒的次数多一次的
人。 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
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东
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校长王卫平
为毕业生们送上谆谆教诲。 他对
毕业生说：“同学们，要成才成功，
还要记住这三要素：一、不断地读
书和学习； 二、 不断地历练和升
迁；三、不断地总结和反思。 ”

随后，在“云”毕业典礼的第
二现场综合馆 ， 校领导通过直
播， 纷纷为毕业学子送上毕业寄
语与祝福。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谢颖报道：15 日，
记者从东莞市文明办获悉， 为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 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精
神文化生活，东莞市文明办、市文广旅体
局、市教育局等部门于今年 6-12 月联合
举办“小小莞香花”———东莞市第四届童
谣创作大赛暨精品传唱展演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这届童谣创作
大赛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倾情指导，大
赛也将更加地权威。 同时，与去年相比，
本届大赛“十佳童谣作品”和精品传唱展
演优秀表演奖奖励奖金均有所提高，最

高奖金达 5000 元。 主办方还计划于 12
月中旬在东莞市民艺术中心星剧场举行
“十佳童谣作品”全市展演。

据介绍，本届大赛主题为“小小莞香
花”，参赛对象为全市各小学、幼儿园师
生和家长以及广大童谣爱好者。

整个大赛活动将从 6 月持续到 12 月，
主要包括创作培训、 创作大赛和传唱展演
三个部分，分创作知识培训、创作大赛初
赛（镇街初赛和机构初赛）、 创作大赛决
赛、获奖作品传唱、精品传唱展演等环节。

根据大赛活动安排， 主办方计划在
10 月中下旬组织省市专家对参赛作品

进行专业评审，评选“十佳童谣作品”和
“优秀童谣作品”各十件。其中“十佳童谣
作品”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设置
2 件、3 件、5 件，分别奖励奖金 5000 元、
3000 元、2000 元。

10 月至 11 月， 大赛将进入精品传
唱展演节目环节。

市文明办介绍， 为让优秀文化在未
成年人中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主办
方还计划于 12 月中旬，在东莞市民艺术
中心星剧场举行全市展演，集中展示“十
佳童谣作品”，并颁授一批“东莞市童谣
创作传唱基地”。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报道：疫情
打乱了大家的生活、学习节奏，不少师生
家长对校历安排特别关注。 近日，东莞市
教育局公布 2020-2021 学年东莞市普通
中小学校校历。 据悉，2020—2021 学年
度小学、初中的寒假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4 日（含当天 ，以下皆同），暑假起
始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1 日。 高三年级
秋季开学时间为 8 月 10 日，2020-2021
学年普通高中的寒假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31 日， 暑假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1 日。

义务教育全学年共 52 周。 义务教育
学校全学年教学时间共 39 周（其中上课
时间 35 周 ，学校机动时间 2 周和复习考
试时间 2 周）。 学校机动时间由镇街教育
行政部门或学校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安
排，可用于安排学校传统活动、文化科技
艺术节、 运动会、 社会实践等。 2020—
2021 学年度小学、初中的寒假起始时间
为 2021 年 1 月 24 日， 暑假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1 日。 国家法定节假日放
假按国务院和省政府安排的时间执行。

幼儿园教学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

校历有关规定执行，中职学校教学安排
参照普通义务教育学校校历有关规定
执行。

普通高中全学年 52 周，其中教学安
排时间 40 周，社会实践和劳动技术 2 周
（由学校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安排 ，可用于
安排学校传统活动 、文化科技艺术节 、运
动会 、社会实践等）。 高三年级秋季开学
时间为 8 月 10 日，2020-2021 学年普通
高中的寒假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31
日，暑假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1 日。
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按国务院和省政府
安排的时间执行。

东莞市教育局要求，各园区、镇（街）
教育管理中心和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义务教育学校管理的
规范》 和《关于普通高中学校管理的规
范》的要求，加强学校管理，严格按照校
历安排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不得随意增
减教学时间， 不得以任何名目任何形式
组织学生在法定节假日、 寒暑假集体补
课。 鉴于高考时间的特殊安排，高三年级
可适当调整开学时间， 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开始新学年上课。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报道：近日，东
莞市教育局公布 2020 年中考填报志愿及录
取工作安排。 据悉， 今年中考填报志愿时间
为 7 月 2 日至 7 月 8 日，8 月 2 日至 8 月 7
日普高录取。全市统一实行网上填报志愿，实
现档案电子化。考生可自行上网填报志愿，也
可在学校有关人员的指导下集中进行网上填
报志愿。 8 月 8 日公布普高录取结果。

各类学校的志愿批次分为五批，考生应
按批次顺序填报志愿。 提前批为普通高中特
长生；第一批为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
中；第二批为公办中职学校、公办技工学校、
中高职三二分段班、中职留学班；第三批为
民办中职学校和民办技工学校；第四批为高
职院校五年一贯制班、外市中等职业学校。

提前批最多可以填报三个志愿；第一批
录取学校最多可以填报四个志愿；第二批录
取学校最多可填报 3 所中职学校，每所学校
最多报 2 个专业；第三批录取学校最多可填
报 3 所中职学校， 每所学校最多报 2 个专
业； 第四批录取学校最多可以填报两个志
愿。 录取时严格按考生填报志愿顺序进行。

第一批学校划线录取时， 东莞中学、东
莞中学松山湖学校、东莞市第一中学、东莞

实验中学、东莞高级中学、东莞外国语学校
及东华高级中学、光明中学的公费生只录取
第一、二志愿。 上述学校录取第二志愿的分
数线比录取第一志愿的分数线提高 30 分。
除上述外的普通高中录取时按考生填报的
志愿顺序进行，划线时第二、三、四志愿要比
前一志愿的分数提高 5 分。第二、三、四批学
校录取时，志愿之间不设志愿分差，与第一
志愿相同。

第二批学校划线录取时，中高职三二分
段班只录取第一志愿的专业。

据悉，今年继续取消考试前统一体检的
做法。 考生入学时，由录取学校组织体检，考
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及录取学校对身
体条件的要求合理地填报志愿。

今年全市公办普通高中共计划招收
19900 人，其中招收符合报考普通高中认定
条件的随迁子女 3850 人。 这些学生按学校
等级的收费标准收费。全市民办普通高中共
计划招收 15462 人， 其中公费生招生人数
为 1895 人， 除国际课程班外的自费生招生
人数为 13067 人， 国际课程班招生人数为
500 人。

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均面向全市招生。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摄影
报道：当前，东莞市新冠肺炎疫情
总体平稳可控， 已进入疫情防控
常态化阶段。 记者 15 日从市卫
生健康局获悉，为评估风险，该局
已经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
市市场环境和重点食品种类进行
了应急监测。 共采集 78 份样本，
所有采集样本的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介绍，6 月 13 日下午，市
卫生健康局、市疾控中心、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启动了应
急监测， 监测范围涵盖大型批发
和零售农贸市场的海产品、 水产
品、 禽畜肉类档口外环境及销售
的重点食品品种等。 其中，在市
场环境污染监测方面 ， 监测部
位为档口环境 、 案板 、 器具物
表，储存冰箱或冷库内表面 ，污
水等多点涂抹样品 。 共采集样
本 48 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而在重点种类食品监测方
面， 监测重点品种为进口水产品

和冷冻肉类，包括三文鱼等鱼类，
生蚝等贝壳类， 冷冻牛羊肉表面
涂抹样品。 共采集样本 30 份，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普通市民无需过于紧张。 ”
市卫生健康局表示， 此次新冠病
毒监测结果表明， 东莞市民通过
接触外环境感染的风险很低。 接
下来，该局将扩大监测覆盖面、增
加采样量，继续做好监测，并定期
公布相关监测结果。

市疾控中心提醒称， 疫情尚
未结束，防控措施不能放松。市民
们在处理生的食物后， 双手要用
肥皂和流动的清水彻底洗手，中
途接电话、擤鼻涕、倒垃圾、上厕
所前后都要洗手。此外，各类市场
要强化环境卫生整治， 做好科学
清洁消毒和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活禽市场要严格落实一日一清洁
消毒、 一周一大扫除、 一月一休
市、 活禽零售市场当日活禽零存
栏的“1110”制度 (即 ：一 日 一 清
洗 ，一周一消毒 ，一月一休市 ，过
夜零存栏 )。

羊城晚报讯 记者秦小辉报
道：15 日， 记者从东莞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获悉，6 月东莞土地出
让市场迎来年中推地高潮， 共计
8 宗商住土地公开挂牌出让，其
中麻涌大步村地块和虎门白沙地
块处在麻涌 TOD 项目和虎门
TOD 项目的核心区内， 备受关
注。其中，虎门白沙地块出让起始
价达到 660123 万元，为目前东莞
市土地出让最高起始价。 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6 月土地供应量剧
增，创近 7 年来单月供应量新高，
其他不乏热度区域和 TOD 板块
地块，将牵起一波土地竞拍高潮，
预计房价稳中有升。

5 月共成功出让 5 宗
商住地

6 月 15 日，在东莞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国土资源出让挂牌栏
中， 位于东莞市中堂镇豆豉洲占
地 1.4 万平方米的商住地块被置
顶显示。根据出让文件显示，该地
块编号为 2020WR017，容积率为
1.0 ＜Ｒ ≤2.0， 建 筑 密 度 为 ≤
25%，起始价为 22543 万元，最高
限价为 38127 万元， 采用终次报
价方式出让。

据了解， 该地块也是今年中
堂镇豆豉洲近期连续出让三宗商
住地块的最后一宗， 前两宗已经
分别于 6 月 2 日、12 日被东莞泓
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
丰凯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两家公
司或单独、或联合崭获。由于两地
块均没有配建的要求， 所以出让
还是引起多家房企参与竞价。

记者了解到， 相比不温不火
的 5 月，6 月将迎来今年商住地
出让市场的高潮。 根据业已挂牌
出让信息， 截至 6 月 15 日止，包
括 2020WR017 地块在内，6 月剩
下仅半个月， 将有 8 宗商住土地
公开挂牌出让， 分别位于东莞中
堂、横沥 (2 宗 )、麻涌、虎门 (2 宗 )、
塘厦 (2 宗 )。 据了解，5 月东莞全
市共成功出让 5 宗商住地， 成交
占面为 22.11 万平方米。 由于地

块地处偏远镇街， 参与房企及竞
拍轮数均较前期有所回落， 多数
地块成交楼面价处在万元线徘徊
或以下。

虎门白沙 TOD 项目拆
分 11 块

其中， 位于麻涌镇大步村和
虎门镇白沙社区的两宗商住、商
务金融用地备受关注， 这两宗地
块分别处在麻涌 TOD 项目和虎
门 TOD 项目的核心区内，占地分
别 达 到 72439.97 平 方 米 和
198888.11 平方米，起始价分别为
134329 万元和 660123 万元 ，均
采用终次报价方式出让。

其中，虎门白沙社区 TOD 项
目地块共拆分成 11 宗地块（含 4
宗地下空间用地 ）出让，其中，纯
商务金融用地占到 5 宗， 另有 2
宗为城镇住宅用地、 商务金融用
地 。 该宗地块起始楼面地价为
6275� 元 / 平方米（商务金融用地
起始楼面地价 2904 元/平方 米 ，
城 镇 住 宅 用 地 起 始 楼 面 地 价
14680 元/平方米）。 出让文件显
示，该地块竞拍时，商务金融用地
和城镇住宅用地分别计价， 按竞
拍比例同比上浮。

根据出让文件， 该地块竞得
人须配建虎门站站房改扩建工程
和交通换乘中心， 以及高铁站附
属市政配套工程、市政道路、地下
通廊工程、出让的地下空间、计容
建筑面积 9420.8� 平方米的甲级
商业物业、计容建筑面积 1653.84�
平方米的住宅物业， 建成验收后
须无偿移交给东莞市政府、 虎门
镇政府及其指定的接受单位。

“这反映了政府整体推地节
奏加快，前期计划供地积压，现逐
步释放。 ”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6
月供应量剧增，创近 7 年单月供
应量新高，其他不乏热度区域和
TOD 板块地块，将牵起一波土拍
高潮 。 这也将推高楼市价格预
期 ，预计房价稳中有升 ，尤其热
点区域项目或 TOD 项目价格居
高不下。

5675名大学学子“云”毕业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举行 2020 年“云”毕业典礼

东莞 2020-2021 学年校历公布

秋季学期高三 8 月10 日开学
2020 东莞中考 7 月 2 日起填报志愿，全市统一实行网上填报

8 月 8 日公布普高录取结果

东莞轨道1号线13个车站进入主体施工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宝珠

加快佛莞城际东莞段
建设

东莞努力推进轨道交通建
设，只有轨道 2 号线一条地铁线
路的格局将随着轨道 1 号线的
建设推进将逐步被打破。 记者了
解到，今年以来，东莞在国铁、城
际轨道方面，全面加快赣深客专
东莞段土建工程建设 ， 计 划
2021 年底开通； 全面加快佛莞
城际东莞段轨道工程建设，计划
2021 年开通； 并完成深茂铁路
东莞段工可前置审批工作，计划
今年 6 月底开工。

而广大市民关注的 1 号线
建设，近期也有了新的进展。 根
据《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
建 设 规 划 调 整 （2020 -2025
年）》，东莞轨道交通近期建设项
目包括 1 号线一期 、2 号线三
期 、3 号线一期 、1 号线二期 、1
号线三期、1 号线支线一期、3 号
线支线，共计 7 条线（段），线路
总长 166.94 公里。 目前，建设中
的 1 号线一期工程已有 13 个车
站进入主体施工，另有 4 个工点
进入主体施工。

另外，2 号线延长线的三期
工程也有了实际性进展。 东莞市
轨道交通局透露，目前 2 号线三
期工可阶段工程方案研究及沿

线站场 TOD 规划已完成， 正结
合东莞市财政情况及《关于支持
铁路建设推进土地综合开发的
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深化轨
道交通投融资模式，推动轨道建
设由政府财政兜底的公益模式
向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的
站点资源整合开发的综合回报
模式转变。 同时，3 号线一期、1
号线支线工可报告编制正在推
进。

轨道站点 TOD 项目
有新进展

在轨道站点 TOD 建设上，
东莞近期也取得一些新进展。 东
莞市轨道交通局透露， 今年以
来， 该局实行“先规划 、 后用
地”， 按照 《TOD 综合开发规
划 及 TID 概 念 方 案 技 术 指
引》， 加快线站位已稳定的剩
余 55 个站场 TOD 规划编制 。
目前东莞已谋划 、 建设 一 批
TOD 项目， 最新情况显示，今
年以来已成功出让万江 旧 福
苑地块 、 东莞火车站 TOD 南
侧等地块 ，虎门高铁站核心区
经营性地块也已挂牌 ， 将于 6
月 29 日挂牌截止。

以东莞火车站 TOD 综合开
发南侧地块为例， 将通过站城

共构形成城市综合体。 据介绍，
东莞火车站 TOD 南侧地块将
分散的四个地块分别确定容积
率，通过地下空间互联互通，四
个地块形成一个整体宗地进行
公开招拍挂， 由一家开发主体
进行开发建设，实现整体规划、
整体供地、整体开发的目标。 项
目将交通运输用地、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等多种用地形式综合
开发，形成城市综合体，推进了
土地的集约有效利用， 对东莞
市高品质规划设计 TID 项目 、
高水平落地实施 TOD 项目有
重要示范作用。

而虎门高铁站 TOD 综合开
发核心区地块则将通过高水平
谋划加配建，实现效益、效率全
面提升。 项目统筹考虑站房改扩
建、TID 交通换乘中心、 市政配
套、 经营性用地的规划协调，计
划配建新的高铁站房、TID 换乘
中心、城市平台等，将打造成站
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产城融
合的现代产业集聚区、宜居宜业
宜游的国际社区。 项目以整体设
计、整体施工、整体运营理念建
设，以枢纽站为中心进行集聚式
开发， 将多种交通功能整合，形
成地下、地上多层次的步行交通
体系，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
品质。

6 月 15 日， 东莞万江区万道路地铁施工围蔽现场，工
人们正火热施工中。 这里是东莞轨道 1 号线的施工现场，
未来 1 号线人民医院站、汽车总站等站点就在这附近。 未
来，人民医院站也将开发地铁上盖项目。 来自东莞市轨道
交通局的最新消息，备受东莞市民关注的 1 号线一期工程
目前正火热施工中，现在 13 个车站已进入主体施工，4 个
工点进入主体施工。

努力推进东莞轨道 1 号线的建设之余，东莞地铁上盖
物业开发也有了新发展。 东莞市轨道交通局透露，今年以
来，东莞全力加快 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开发建设，在提升轨道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及城市品质的同时，有效拉动固定投资。

“小小莞香花”第四届童谣创作大赛来了

东莞对全市市场环境和重点食品种类进行应急监测

78份样本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半月内集中挂牌 8 宗商住地

人民医院项目规划图

校 领
导为毕业
学子送上
祝福

将扩大监测覆盖面、增加采样量

校长王卫平为毕业生们送上谆谆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