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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三線雙提升」戰略不僅標誌着
東城站在了更新、更高的起點上，更標誌
着東城進入了新一輪城市大建設、大發展
的黃金時期。東城區委書記黃少文表示，
高水平崛起戰略是一項系統工程，其中城
市是基礎、產業是重點、創新是關鍵、文
化是根本。東城將通過加快城市擴建更
新，拉大高水平崛起的發展空間；通過招
引高端重大項目，構築高水平崛起的產業
格局；通過促進社區經濟發展，築牢高水
平崛起的基礎；通過落實民生福利工程，
逐步實現高水平崛起的目標。

雙子效應提升城市品質
如果要尋找一個地方見證東莞市區的

繁華，那麼非東城莫屬。登臨旗峰山頂，
俯瞰東城，環山四野遍布十萬人家，繁華
景致盡收眼底。東城是東莞經濟實力最強
和產業結構最理想的區域之一，2011 年，
東城大力促進經濟社會雙轉型，不斷推動
經濟社會高水平、高質量、跨越式發展，
在東莞市年度量化考核中再次榮獲綜合總
分一等獎，全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 260 億
元，同比增長 13%；本級可支配財政收入
15.67 億元，同比增長 13.3%；進出口總額
40.3億美元，同比增長20%；實際利用外資
1.37億美元，同比增長4.2%。

黃少文表示，2012 年東城肩負着再造
新城的使命，將着力於在實幹中謀發展，
在發展中促轉型，在轉型中惠民生，努力
把東城建設成為品位高尚、和諧富強、近
悅遠來的幸福之城。2012 年全區經濟社會
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
長 10%，達到 286 億元；財政收入增長
10.5%，達到17.3億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長 8%，達到 4.3 萬元。 「十二五」期
間，全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11%左右，到
2015年達到380億元以上。

黃少文表示，要實現上述目標，必須
落實好 「雙城三線雙提升」發展戰略。當
前，首要任務就是要啟動 「雙城」建設，
在東城中心片區和黃旗山東南片區打造兩
大都市新城，形成 「雙子」效應，帶動整
個城市品質的提升。其中，作為 「雙城」
之一，東城中心片區志在改造和提升，通
過精心打造一批引領性 「三舊」改造項
目，全面提升現有中心區的城市品質；黃
旗山東南片區志在規劃設計，結合 「中央
生態休閒區」的定位，高標準建設一個背
依黃旗綠山，面向同沙碧水的都市新城，
使其與現有的東城中心區真正形成 「雙
核」驅動的城市發展格局。而在這兩個都
市新城內，東城計劃突出發展總部經濟、
創意產業和都市商貿經濟，爭取將 「雙

子」新城打造成現代服務業聚集中心。

三線牽出三大經濟帶
東城區的 「三線」是指在黃旗山環

線、運河沿線和環城路沿線地區，分別打
造一個大服務經濟帶、一個大物流經濟帶
和一個大工業經濟帶，進一步優化東城的
產業布局。

黃旗山環線致力打造服務經濟帶。事
實上，東城在三大產業結構方面一直比較
理想。2011 年，東城再創佳績，行業發展
結構變動指數位居全市第三，可持續發展
的質量競爭指數也位居全市第三。在第三
產業方面，引進了大麥客等一批商貿亮
點，星河城購物廣場建成試業、星璽購物
中心建成招商，區內大型商貿營業面積增
加約 15 萬平方米，有力推動商貿業向中高
端消費市場發展。接下來，東城將着力加
大優質項目的招引力度，以環球經貿中
心、農信大廈啟用為契機，繼續在東莞大
道及鴻福東路建設民盈廣場、國際金融大
廈、盛世豪庭、盛世桃源等高層高檔寫字
樓，招引一批企業總部，着重培育樓宇經
濟發展。

環城路沿線着重打造工業經濟帶。目
前，東城區規模以上高新技術企業增加值
佔工業總產值的56%，位居東莞市首位。同
時，科技型企業發展指數全市第一。2011
年，東城區投入科技發展事業 8200 萬元，
發放科技獎勵 2485 萬元，推動外資企業設
立研發機構8個，經國家、省市認定的科技
企業達298家。自主品牌不斷增多，推動外
資 企 業 新 創 立 品 牌 33 個 ， 同 比 增 長
153.85%。新增廣東省名牌 3 個，同比增長
38%。新增專利授權量 4622 件，累計專利
授權量達13022件，專利發展指數和科技成
果指數均位居全市首位。今年將重點扶持
光電顯示、新能源、新材料、食品醫藥、
環保裝備等新興產業，吸引上下游配套企
業集聚，形成新的產業鏈和價值鏈，爭取
實現由簡單加工製造到先進製造的轉型升
級。

運河沿線則積極打造大物流經濟帶，
借助運河整治和城市軌道交通R2線建設，
整合各類物流資源，盡快形成專業化、社
會化、現代化的物流服務體系。鼓勵建設
物流中心，升級物流市場，發展第三方物
流服務，促進傳統的倉儲市場向物流中
心、配送中心轉變，建立多層次、多業態
商品銷售配送網絡。加快東城國際食品商
貿中心建設，積極引進國際商貿品牌，促
進食品、水果、水產等生活性集中配送市
場發展；同時推動建材、汽貿等生產性服
務市場發展。

4月23晚，在尖沙咀美麗華酒店香港東
莞東城同鄉會成立暨首屆會董就職典禮隆
重舉行。首任會長李家仁表示，同鄉會將
秉承 「愛國、愛港、愛鄉」的辦會宗旨，
積極聯絡鄉親，互相扶持，提倡公益，共
謀福利，積極推動莞港兩地合作發展，共
同維護莞港兩地繁榮穩定。

東莞東城籍旅港鄉親分布在香港島、
九龍和新界等多個地區，成立同鄉會旨在
聯絡東城籍旅港鄉親，構建一個團結互助
的家，凝聚鄉情，敦睦鄉誼，促進鄉親互
助合作，共同貢獻社會。2011年3月，香港

東莞東城同鄉會籌備工作啟動，籌備工作
得到了廣大旅港鄉親的擁護和支持，得到
了東莞市領導，東城區委、區辦事處領導
的大力幫助和指導。

籌備組廣泛徵求旅港鄉親和各社區領
導意見，經過推薦和推選，產生同鄉會第
一屆會董會 12 名會董。經全體會董推選，
香港著名兒科醫生、太平紳士李家仁教授
當選為同鄉會第一屆會董會會長，袁世良
當選為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袁慶球、袁
錦全分別當選為副會長。

香港東莞東城同鄉會成立
攜手共同維護莞港繁榮

黃少文表示，東城要破解當前發展資
源的制約，就必須深入實施 「雙城」建設
規劃，着力推進中心區的更新改造，盡快
啟動 「同沙─光明」片區的開發建設，不
斷拓寬城市發展空間。作為新的城市中
心，黃旗山東南片區將建起一個 「高檔次
的生態型山水園林新城」。規劃建設目
標：一年起好步，三年掀高潮，五年見成
效。

新的城市中心將結合 「中央生態休閒
區」的定位，本着 「注重生態保育，融合
山水風貌」的原則，打造現代城市宜居示
範區。新城中心充分利用黃旗山和同沙的
山水資源優勢，建設一批高檔寫字樓、園
林式住宅、休閒綠地等，打造一個富有現
代氣息、繁華氣派和宜居品味的都市新
城。

此外，黃少文提到要注重發揮黃旗、
同沙環新區綠帶效應，大力推進火煉樹、
立新舊村改造，啟動 「同沙─光明」片區
開發。為了提升鴻福東路、八一路以及莞
長路沿線區域城市品質，東城還將精心設
計建築物風格和各種園林小景。黃少文表
示，東城爭取到 2015 年，轄區綠化覆蓋率
保持 45%以上，人均公共綠地面積保持 17
平方米以上。

世博地塊將改造為中央商貿核心地
帶，建成 A 級的城市綜合體。黃少文描繪
說，這裡有超五星酒店、甲級寫字樓、高
檔的住宅，還有東莞市最高檔的商業中
心，有類似萬達影城的模式，國際一二線
品牌進駐。 「到時大家再不用跑香港、廣
州去購買高檔化妝品、生活用品了，這裡
可以滿足大家的需要。」

新城中心 五年初見

熱烈祝賀香港東莞東城同鄉會成立

近年來，東城區大力開展 「文化惠
民」千場文藝演出進基層活動，群眾文化
體育蓬勃發展，轄區全部社區達到文化建
設 「五個有」標準。引進自助圖書館系
統，完善全民閱讀服務體系，實現社區圖
書室全覆蓋。2011 年，東城區榮獲 「2011
年度全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工作先進單
位」一等獎。

今年3月8日，東城區又引進文藝精品
「孵化器」，牽手北京保利集團聯合成立

東莞保利文化藝術製作基地。黃少文表
示，與保利文化集團合作，是東城打造精
品文化、建設文化名城的一項重要舉措。
東城將依託良好的城市環境、濃厚的人文
資源和廣闊的市場需求，為文化製作基地
建設提供優質的服務和堅實的基礎，力促

基地早日建成、早日產生效益，打造東城
文化事業新品牌，樹立東莞文化產業新標
杆。此舉目的是通過打造舞台藝術精品、
搭建藝術製作平台、吸引藝術專業人才，
推動東莞向嶺南文化精品名城邁進。東莞
保利文化藝術製作基地將每年創編生產1部
以上原創舞台藝術作品，在保利院線巡演
並唯一代表東莞東城參評參賽。

微博正在成為新興的媒體交流方式，
為了讓更多人通過微博認識東城，東城宣
傳辦推出 「博看東城」的認證微博。一個
多月來， 「博看東城」已發布微博 140 多
條，內容豐富多彩而且貼心實用，包括公
共設施建設進程、政策宣講、辦事指南、
本土民俗、文化活動、飲食安全、天氣預
報、招聘信息等等。

博看東城 文化惠民

東城——品位高尚、和諧
富強、近悅遠來的幸福之城

都市新城將突出 「中央生態休閒區」 定位

文化惠民工程帶動東城老小市民一起積極參與

東城突出發展總部經濟、
創意產業和都市商貿經濟

2012年，是東城區深入實施 「雙城三線雙提升」 發展戰略的開局之年，也
是該區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城市，實現高水平崛起的關鍵之年。未來的東
城，將在東城中心片區和黃旗山東南片區打造兩大都市新城，形成 「雙子」 效
應，帶動黃旗山環線、運河沿線和環城路沿線上的三個經濟帶的發展，實現經
濟發展質量與社會發展質量共同提升。 本報記者 陳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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