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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道：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卫生局公布了2018-2019年度全国
无偿献血奖项，东莞市再次被授予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荣誉称号，
这是东莞第十次获此殊荣。此外，
东莞理工学院获得了“全国无偿献
血促进奖单位奖”荣誉称号。

据了解，自 1998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献血法》实施以来，东莞每

年度都荣获了“全国无偿献血先进
市”。这次是第十次获此殊荣，并
共有2041名无偿献血者荣获“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其中，荣获“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375 人、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 407
人、“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1259人。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者是无偿献
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东莞
有6人获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

终身荣誉奖、20人获评五星级志愿
者、18人获评四星级志愿者、9人获
评三星级志愿者、30人获评二星级
志愿者、48人获评一星级志愿者。

据统计，1998 年以来，全市累
计147.6万人次参与了无偿献血，捐
献全血量 495.7 吨、机采血小板 7.6
万多治疗量，基本满足了全市临床
急救用血的需要。近十年来，共救
治患者60余万人，未发生过与血液
安全相关的医疗事故。

东莞第十次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100100故事故事

城城片长
管管

会上，中国举重博物馆LO-
GO正式发布，LOGO 由举重杠
铃与“中”、印章元素的碰撞组
成，突出中国举重博物馆的形
象、简洁大方、易识别、易应用。

据悉，中国举重博物馆标识
设计征集公告发出后，受到全国
各地设计师的积极响应。经过
60日的征集，来自哈尔滨、郑州、
天津、长沙、重庆、潍坊、厦门、广
州、深圳等全国 30 多个城市的
240名作者共投稿335个设计作
品。中国举重博物馆标识设计方

案评审分海选、初审、网评、终审
四个阶段。为严格执行公平公正
的评审流程，甄选合适的中国举
重博物馆标识设计方案，主办方
邀请了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
知名大学教授，实战经验丰富的
著名设计师，以及文博界、体育运
动界专家组成评审团。其中，北
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总设计、
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
院长曹雪受邀担任中国举重博物
馆标识设计方案的主审评委，评
委全程实行盲评。

中国举重博物馆LOGO正式发布

9月开始，东莞虎门再度奉上大湾区“时
尚盛宴”。2021 大湾区时装周启动仪式、服
装品牌新品发布会及订货会、服装设计师流
行趋势发布、服装院校专场发布、少儿时尚盛
宴、时尚买手和DCI 原创设计讲座等将一一
亮相。从主会场虎门会展中心到虎门各大酒
店等分会场，将呈现大湾区独特的时尚韵味。

记者获悉，此次时装周具有三大特点：一
是实力品牌大展演。本届时装周期间，休闲
装、女装、童装齐齐上阵，包括服装龙头企业、
休闲装代表品牌以纯，市场龙头富民，女装实
力派及新锐派乔帛、卡蔓、纽方、意澳、艾利
欧、亮点国际、陌、魅之女、艾加茜、例格、布
卡，童装知名品牌布衣班纳、艾宝依等。

二是创意时尚力量大集结。蜚声海内外
的两大知名设计师郭瑞萍和白曳帆，将专场
发布最新力作；来自深圳的蝶讯网将举办22/
23秋冬流行趋势发布会及时尚买手和DCI原

创设计讲座等高端培训；艾加茜、卡蔓、纽方、
意澳等知名品牌将举办新品发布会等。

三是实现设计力量与商业落地的完美结
合。此次时装周期间，21场时尚大戏轮番上
演，包括品牌及设计师产品发布与品鉴、企业
招商订货会、少儿时尚发布、趋势巡讲、流行趋
势发布会等，内容丰富，涵盖时尚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同时将采取动态发布会与静态订货
会相结合的模式，采用直播带货新模式，使新
品发布与订货无缝衔接，帮助设计师和品牌实
现“边发布边接单”，实现设计力量与商业落地
的完美结合。此外，2021广州大学纺织服装
学院优秀作品发布秀将展示更熟悉广东市场
的青年设计师作品，为本土企业与优秀人才的
对接搭建桥梁。通过以上各种时尚活动，将更
有效地促进品牌企业与经销商、企业与设计
师、设计师与买手、设计师与设计师之间的交
流与沟通，促进产业链各要素的流动融通。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宝珠报
道：9 月 8 日，记者从东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近期
抽检 1325 批次食品样品，其中
1285 批次抽样检验合格，仍有
40批次样品抽检不合格。此次
抽检不合格的样品有花甲、大头
鱼、鲈鱼、鲍鱼贝、蛏子、三点蟹
等海鲜，也有绿豆芽、黄豆芽、
豇豆、苦瓜、鸡蛋、馒头等食品。

记者留意到，抽检不合格的
40 批次样品中，还涉及东莞人
熟悉的本土超市——东莞市嘉
荣超市。通报显示，东莞市嘉荣
超市有限公司厚街汀山百悦店
购进的散装鲜鸡蛋，氟苯尼考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记者了解到，氟苯尼考（Flor-
fenicol）是人工合成的甲砜霉
素的单氟衍生物，是一种兽医专
用氯霉素类的广谱抗菌药。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透
露，近期，该局组织开展食品餐
饮、销售环节监督抽检工作。此
次一共抽检了1325批次食品样
品，包括饼干，餐饮食品，茶叶
及相关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蛋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
豆制品，方便食品，蜂产品，糕
点，罐头，酒类，冷冻饮品，粮食
加工品，肉制品，乳制品，食糖，

食用农产品，食用油、油脂及其
制品，蔬菜制品，薯类和膨化食
品，水产制品，水果制品，速冻
食品，糖果制品，调味品，饮料
等。在抽检的 1325 批次样品
中，抽样检验合格1285批次，不
合格样品40批次。对抽检中发
现的不合格产品，东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已要求相关经营单位
立即停止使用、加工、销售等措
施控制风险，并依法予以查处。

与此同时，东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布了食品安全消费提
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正规可靠
渠道购买所需食品并保存相应
购物凭证，要看清外包装上的相
关标识，如生产日期、保质期、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成分或配料
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标识
是否齐全；不要购买无厂名、厂
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产品，
不要购买超过保质期的产品。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广大消
费者应尽量选择综合性商场、生
鲜超市、大型农产品市场等正规
途径购买鲜活农产品，购买时应
注意选择市场上公示抽检合格
的摊位和品种，主动索要并保存
好购货票据。为保持鲜活农产
品的营养和风味，建议按需购
买、尽快食用。

东莞开展食品餐饮、销售环节监督抽检工作

40批次样品抽检不合格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宝珠摄
影报道：东莞交通千日攻坚进入
第二年，部分停车场及路外停车
位建设已陆续完成，将相继投入
使用，为广大市民带来新的出行
便利。记者9月 8日从东莞市交
通部门获悉，虎门、茶山、凤岗等
镇街加大停车场建设力度，已有
部分停车场提前完工，为东莞增
加数千个停车位。

记者了解到，位于虎门万达
广场和万科云城旁的博凯停车场
正火热建设中，目前该停车场已
经初现轮廓，整个建筑以绿色安
全防护网包着。该停车场计划建
六层，总建筑面积达 13000 平方
米，规划有327个停车位，共投资
约 7000 万元，预计今年 11 月完
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缓解
虎门重点商圈、住宅区的停车难
问题。

近段时间以来，虎门交通部
门通过建设富民商圈停车场、虎
门公园东门停车场、白沙机场一
路社会停车场和北面社区上刘停
车场等多个规模较大的停车场项
目，为群众新增近 2300 个停车
位，有效缓解了群众停车难问
题。接下来，虎门还将在新联社
区和北栅社区启动停车场项目建
设，并计划在大宁社区兴建智能
立体停车库。这些工程竣工后，
将大幅增加停车位供给，切实解
决群众停车难题。

此外，茶山镇为解决群众买
菜停车难的问题，在茶山镇桐山
市场附近建设桐山停车场，近期
已提前完工，正式投入使用，新
增车位 385 个。据介绍，桐山停
车场位于新石大路旁，紧邻桐山
市场，两地相距大约 200 米。桐
山停车场占地面积 13000 平方
米，设有小车停车位340个，货车
停车位 45 个。除了桐山停车场
之外，该镇的东洲停车场、粟边
村路外停车位也已完成工程建
设，全镇共新增 961 个路外停车
位，已提前超额完成今年品质交
通千日攻坚新增路外停车位800
个的项目建设任务。

凤岗镇方面，今年规划的 5
个停车场、1059个路外停车位已
全部于6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停
车场建成后，凤岗交通运输分局
还派出工作人员持续摸排民意，
到各新建停车场监测运行情况，
并现场收集群众对完善停车场的
建议。

中国举重博物馆（二期）
施工工程方案敲定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秦小辉 通讯员 石龙宣

9 月 8 日，中国举重博物馆
建设工作座谈会在东莞市石龙
镇政府举行。中国举重协会专
家指导组一行到石龙镇考察指
导中国举重博物馆建设工作，
并将协会珍藏的一批举重运动
藏品移交给中国举重博物馆。
座谈会透露，经过多次反复论
证，已经形成中国举重博物馆
（第二期）施工工程方案。二期

方案扩大了中国举重博物馆建
馆占地面积，增加了总建筑面
积，预计建成总投入将达 1.2 亿
—1.5 亿元，符合建设国家博物
馆的基本要求。会上还发布了
中国举重博物馆 LOGO。石龙
镇委书记陈庆松，石龙镇委副
书记、镇长李亚鹏，镇委副书记
张彤飚，副镇长候选人何荣坚
参加会议。

交接仪式上，中国举重协会
代表将含奖杯、牌匾、文件、实
物等共69件套举重藏品移交给
中国举重博物馆，并希望博物馆
能利用好征集到的珍贵展藏品，
使其发挥最大作用，为博物馆添
光加彩。

记者了解到，中国举重协会
自今年1月发布《中国举重博物
馆文物藏品征集公告》及《中国
举重协会致举重奥运冠军、世界

冠军的倡议书》以来，中国举重
博物馆陆续征集到许多珍贵的
与举重有关的展藏品。目前，已
经征集到各类举重藏品3360件
（套）。中国举重协会的大力支
持及推动，使举重相关展藏品征
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各地运动
员、教练员积极响应，纷纷为中
国举重博物馆最大程度展现好

“中国力量”、突出好“举重精
神”贡献力量。

已征集到举重藏品3360件（套）

座谈会上，中国举重博物馆
筹备办对中国举重博物馆建设工
作进展情况进行汇报。2020年，
石龙镇启动中国举重博物馆筹建
项目，同时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
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举重
协会以及东莞市的大力支持。

中国举重博物馆（第一期）
施工项目由华南理工大学历史
环境保护与更新研究所所长郭
谦团队主持设计，在石龙镇旧体
校的基础上加固改建，总改造建
筑面积约 3078 平方米，第一期

工程概算总投资约 2779 万元。
为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建
设中国举重博物馆，石龙镇对工
程进行了优化升级，经过多次的
反复论证形成中国举重博物馆
（第二期）施工工程方案：建馆占
地面积从最初700平方米扩大到
近 1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从
3078平方米增加到6400多平方
米，预计建成总投入将达 1.2 亿
—1.5 亿元，符合建设国家博物
馆的基本要求。同时，中国举重
博物馆展陈设计也进入尾声。

总投入将达1.2亿—1.5亿元

2021大湾区时装周启幕
21场时尚大戏轮番上演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东莞加大停车场和
路外停车位建设

部分项目
已投入使用

“小片长”发挥大作用
城市管理难题迎刃而解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余晓玲

“现在我们的工作好

做多了。以前我们怎么

说群众都不听，也不配合

工作；现在片长一到现

场，详细讲解政策后，群

众很快就能接受，且能配

合工作。”9月2日，在建

成不久的东莞市石碣镇

城管社区工作站中心片

区站、石碣村站内，石碣

村城管办副主任袁富球

表示，自从片长进驻，乱

摆卖、占道经营等很多城

市管理难题迎刃而解，村

容村貌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

这只是石碣城管社

区工作站片区站带动村

级站破解城市管理难题

的一个缩影。目前，东莞

市石碣镇城管社区工作

站 4个片区站已全部建

成，15 个村（社区）级工

作站中 7个已建成。“片

区站由城管分局建设，村

（社区）级工作站由属地

村（社区）参照标准自行

建设。其实村城管办存

在多年，但在很长时间内

无法真正发挥作用，此次

设立城管社区工作站，就

是希望以片区站带动村

级站，真正履行城市管理

职责。”东莞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石碣分局

执法股股长李长华表示。

为确保“城管进一线，服务
面对面”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石
碣城管分局把城管社区工作站
建设和城管片长制实施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召开专题工作会议
以明确工作目标、具体要求和实
施方式。同时，认真研究文件精
神，细化任务清单，明确责任分
工，对专项行动进行具体部署，
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领域工
作质量，拉近与市民群众的距

离，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立足石碣镇实情，石碣城

管分局将石碣镇划分为中心、
北部、西部、东部四大片区，各
片区派驻一名片长担任片区责
任人，由片区责任人及助理负
责责任区域内城市管理问题，
包括快速处理群众投诉、研判
片区秩序黑点等问题，严厉打
击城市管理各类违法行为。计
划建设城管社区工作站共 19

个，包括 4个片区站和 15 个村
（社区）级站。

其实，早在多年前，石碣镇
15个村（社区）就已设立村城管
办，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
真正发挥好作用，基本扮演着

“打杂”的角色。“此次设立城管
社区工作站，我们希望能以片区
站带动村级站真正发挥作用，也
希望片区站和村级站能相互制
约、相互促进。”李长华表示。

据介绍，石碣四个城管社
区工作站片区站于6月23日正
式组建，各片区站均配备一名
片长、一名副片长，另配备3-4
名执法队员。记者注意到，四
名片长（中心片区站片长何积
祥、东部片区站片长刘健斌、西
部片区站片长单铸良、北部片
区站片长何永超）都是“老城
管”，工作年限最短的何永超也
已经在城管系统工作17年了，
且都是石碣本地人，非常熟悉
石碣镇的城市管理情况。

“片区站、村级站架构构
建起来之后，执法和管理权进

一步下放，镇村联动更加紧
密。”李长华介绍道。

8 月 9 日，水南村城管办
向东部片区站申请执法协助，
对一历史遗留违法建筑进行
拆除。“当事人认为自己的‘房
子’（超出红线外搭建的建筑）
已经建了多年了，一直都可以
正常使用，理应也可以继续使
用下去。对村城管办工作人
员的多次劝导置之不理。”东
部片区站片长刘健斌在接到
村城管办的执法协助申请后，
第二天即带上执法队员联合
村城管办一起来到现场，经过

沟通，当事人最终同意了拆除
违法建筑。

石碣镇城管社区工作站中
心片区站、石碣村级站位于同
德路。同德路单位多、商铺多，
占道经营、乱摆卖、霸占停车位
等现象较为突出。作为中心片
区站片长，何积祥和执法队员
几乎每天都要到同德路巡查走
访，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则进行
现场处理。石碣村城管办副主
任袁富球表示，自从片长进驻，
占道经营、乱摆卖等很多城市
管理难题迎刃而解，村容村貌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全面掌握社情民意，及时
解决城管领域的矛盾纠纷，石碣
城管分局还以片区站为单位开
设了面向公众的微信工作群，市
民扫码进群后可直接向片区站
片长及属地村（社区）城管办工
作人员反映城市“六乱”、卫生黑
点、设施损坏等问题，也可对城
市管理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
截至9月初，微信工作群共收到
群众投诉103宗，均已办结。

今年7月初，有群众在石碣
城管社区工作站（东部片区站）微
信工作群里反映西南村西南路因
人行道树枝叶茂密遮挡了路灯灯
光，导致群众夜晚出行不便。收

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片区站随
即联系西南村城管办。聘请专业
公司出动吊机修剪树枝，大概一
个星期时间，西南村就对西南路
的人行道树进行了整体修剪。有
了明亮的路灯，群众夜晚出行方
便多了。在微信工作群中，群众
给予了高度好评：“以前，别人一
听城管就讨厌，现在的城管能跟
百姓打成一片，值得赞扬。愿东
莞这座城，也是我们外来人员的
第二故乡，越来越好！”

“有时群众反映的问题不
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我们则
会立即转给其他相关部门。”李
长华表示。

“由于城管片长制施行时
间尚短，前期宣传工作仍较为
薄弱，接下来还需加强宣传力
度，扩大受众范围，丰富宣传
形式，努力营造浓厚氛围。”谈
及片长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李长华如是介绍道。

在中心片区站片长何积祥
看来，霸占公共停车位整治等
城市管理难题仍待破解。“当
事人违法成本越来越低，我们
执法成本越来越高。之前用
雪糕筒之类的东西，现在干脆
放一块石头或是一袋沙土，我
们收走石头和沙土还要找地
方倾倒。等我们一走，他们又

找一个东西放在停车位上。”
何积祥表示，为此，片区站提
高巡查频次、开展专项行动，

“我们的工作量相比之前是大
大增加了，有时短短半天步数
超过13000步。”东部片区站片
长刘健斌表示，违建特别是历
史遗留违建整治也是执法中
的难点所在。

李长华表示，下一阶段，
石碣城管分局将持续发力破
解“工作落地难”“力量下沉
难”“沟通群众难”等问题，纵
深推进城管片长制实施，用心
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事做好事。

石碣计划建设城管社区工作站共19个，其中设4个片区站已全部建
成，15个村（社区）级站中7个已建成

C 快速响应群众诉求获点赞 D 持续发力破解“工作落地难”

B 协助村里啃下“硬骨头”

A 用片区站带动村级站

2121场时尚大戏将轮番上演场时尚大戏将轮番上演（（资料图资料图））

整治霸占公共停车位整治霸占公共停车位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派发责令整改通知书派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新建成的停车场新建成的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